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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川南

4月10日，自贡市贡井区委
书记黄劲率区委办、区目督办、区
环保局等部门，先后深入晶泽庄
园和卓逸新天地施工工地，建国
商混和苏强砂浆等生产企业，金
鱼河、旭水河下桥段以及部分散
乱污企业生产现场，实地督查督
导环保治理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黄劲在督查督导中指出，全
区上下要以对人民负责、对子孙
后代负责的态度，以强有力的追
责问责力度，倒逼担当作为、立
行立改，用心作为、强力落实，以
严的要求、高的标准确保环保督
察整改任务落地见效，要切实打
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
战役”，打赢环保翻身仗。

在晶泽庄园和卓逸新天地
的建设施工现场，一行人边走
边看，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扬尘
治理、严防工程车辆带泥上路
以及企业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情
况。黄劲要求，要以环保督察
为契机，对照清单，高标准、严
要求，扎实开展环保问题整改；
要加强对工地施工现场管理、
工程车辆管理，切实加大扬尘
治理设施设备的投入力度，全
面有效治理好工地扬尘，从根
本上解决好环境污染问题。

在建国商混和苏强砂浆生
产现场，一行人实地查看了企业
核心加工区的设备及扬尘、污水
处理设施，并向负责人询问整改
情况。企业负责人均表示，将在
全面完善扬尘处理设施设备的
基础上，强化企业管理，提高环
保意识，切实解决企业扬尘和污
水排放等相关问题。黄劲对企
业负责人说，不符合环保要求的
企业将来必定不能生存，企业务
必要以此为契机，严格按要求完
成整改，企业要在强化企业员工
教育管理的基础上，切实加强企
业管理，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全
面杜绝污染环境行为。

在金鱼河贡井段，一行人实
地查看了截污管网的运行情

况。黄劲指出，要切实加大对管
网的日常巡查和维护，确保管网
正常运行；要加大河域面源污染
的巡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
理；要强化沿河居民群众和企业
的宣传引导，提升环保意识，共
同维护治理好金鱼河河域环境。

在督导“散乱污”企业治理
时，黄劲指出要坚决整治“散乱
污”企业，分类施策，对符合环保
要求的企业，要协助指导企业推
进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要担
当作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经济
发展的政绩观，坚决坚守绿色发
展，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散乱污”
企业，要坚决彻底关停。

李华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邓丹 摄影报道

4月10日，自贡市贡井区多部门联合督查环保治理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徐庆）5月4日，来参加一场属
于青年人的活动吧。日前，记
者从泸州市首届区域中心定
向赛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共青
团泸州市委拟于今年五四青
年节当天以“点亮区域中心、
爱上中国酒城”为主题，开展
泸州市首届区域中心定向赛。

据介绍，本次比赛时间为
5月4日上午8：30-12：30，比
赛分为5条线路，分别是东门
广场至泸州国际会展中心、东
门广场至麒麟广场、东门广场

至沱江骑游道、东门广场至云
龙机场、东门广场至泸州港。

泸州市首届区域中心定
向赛以“徒步＋公交”的方式
完成，涵盖了区域中心的重要
节点。比赛方式为 4 人/队，
共500支队伍参赛，每条线路
400 人参加。本次活动面向
社会 18-45 岁中青年开放报
名，参赛选手按随机分配的路
线，通过完成预设置的任务获
得积分及名次。4 月 13-25
日，市民可通过泸州青年微信
公众号报名参赛。

华西城市读本讯（鲜秀
明 赖亚锋 记者 马梦飞）4月9
日下午，随着主变压器的成功
充电，国网内江供电公司 35
千伏权义变电站正式启动投
运，这是内江供电公司直管的
第75座变电站。

35 千伏权义变电站现有
主变压器1台，容量为10兆伏
安，位于内江市资中县铁佛
镇，担负着对铁佛地区供电的
重任，是资中电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该站的投运，进一
步完善了资中地区电网结构，
满足周边地区的用电需求，同
时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提
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电力保
障。

据悉，自筹备项目建设以
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全过程
跟踪落实标准工艺、强制性条
文、质量通病防治措施等技术
要求，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先
后克服了施工作业点多面广、
线路交叉跨越以及民事协调
等诸多困难。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发
展及家电下乡的推广，农村用
电负荷增长迅速。工程投运
后，将有效提升铁佛片区供电
可靠性和电能质量，满足地方
农业生产、旅游开发等小城镇

（中心村）建设用电需求，为资
中铁佛城镇发展插上了腾飞
的羽翼。

双喜临门再扬帆
内江球溪中学昂首迈步向高考进发

3 月 30 日，内江
市资中县球溪高级
中学（以下简称“球
中”）上下一片欣喜，
在内江市高三第二
次模拟考试中，球中
在资中县理科前十
中占据 5 席，其中包
括第一名，而文科前
十中，球中则有 3 人
位列其中。除此之
外，球中在高职单招
中成绩同样优秀，录
取率打破历年成绩，
达到72%。

4 月 10 日，记者
来到这所川南名校，
探寻这份成绩背后
的隐秘。“梦想是生
命的馈赠，努力是梦
想的双翼，我们坚信
高考一定能再创辉
煌！”面对如此成绩，
球中校长伍文森依
然把目光聚焦在了
即将到来的高考上。

“人所缺乏的不是才干而
是志向，不是成功的能力而是
勤劳的意志……”每天早晨，球
中高三的每个教室里都会传来
高昂的励志名言的诵读声，“虽
然只是几句简单的话，但却能
有效地鼓舞学生。”球中教务处
副主任曾久琴告诉记者。

球中在内江高三第二次模
拟考试中能取得如此成绩并不
是意外，在第一次模拟考试中，
球中的成绩就非常优秀。说起
球中为什么能屡次获得佳绩
时，曾久琴想了想说：“没什么
特别的，我们就是把所有简单
的工作都落到实处。”在球中，
教师比学生早到晚归是每天的
惯例，蹲班领导全天候巡视教
室是习惯，课前课后为学生辅
导答疑，更是每个老师每天一
定会做很多遍的事……

“老师们真的很负责，高三
很辛苦，但我觉得老师比我们
还辛苦。”学生郭瑞东感慨道，
除了常规教导方式外，他还“透
露”了学校的一个“绝招”——

“分组讨论”，“我们每四个人是
一个小组，遇到简单的问题，我
们几乎都采用讨论的方式解
决。”郭瑞东说，高三没有新课
全是复习练习，所以几乎所有
课程的习题讲解都采用分组讨
论。“这种模式是我们学校的传
统，可以让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所有问题都不会跳过，让大家
都能动起来，效果很好。”曾久
琴说。

“我想考中山大学。”面对
高考，郭瑞东很有信心，他的目
标是进入全县前三名。而与郭
瑞东类似的学生在球中还有很
多，面对高考，他们磨刀霍霍。

用脚步丈量酒城
泸州邀您参加首届区域中心定向赛

内江电网35千伏权义变电站成功投运

自贡市贡井区
打响蓝天碧水保卫战
实地督查督导环保治理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球溪高级中学办公大楼。球溪中学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分析会。

秘诀 把简单的工作落到实处
除了第二次模拟考试成绩

喜人以外，球中今年还有一个
巨大的突破，那就是在高职单
招中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均是
往 年 的 几 倍 ，录 取 率 达 到 了
72%。之所以能有如此突破，曾
久琴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在
今年，我们加大了对高职单招
的宣传力度，不仅是老师、领导
来宣传，更是请了校外的一些
专家来做演讲。”

“我们做的就是要转变学生
的观念，让他们对高职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对于一些后进生
而言，高考并不是最好的道路，
所以球中一直在为学生们寻找
更多的路，“我们的初衷和愿
望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适
合的教育。”曾久琴说，鼓励学
生通过不同的道路获得成功
是球中一直以来的理念。

“很感谢老师们的宣传解
惑 ，我 才 选 择 了 填 报 高 职 院
校！”黎祯懿就是今年被录入高
职院校的球中学子之一，对于
自己的成绩，他坦言确实不佳，
对于考上本科并没有太大的信
心，但通过高职单招他成功考
入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对
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谢学
校的老师们。黎祯懿所在的班
级是高2018级11班，在这个班
上一共有 7 名学生报名并成功
考上高职院校，这样的数据在
以前是很少见的，而今年却已
不是个例。

“我们有理由相信，‘诚韧
纯进’的球中人，将以追赶跨越
的精神气度在2018年高考再创
辉煌！”伍文森说。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马梦飞
受访者供图

成功 鼓励学生走不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