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甜城
湖水很清澈，家
里面的自来水也
很干净，用起来
很放心。”在家住
临江小区的郑女
士眼里，这些年
内江饮水发生了
巨 变 。 而 这 一
切，是内江市水
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展 的 优 质 供
水、达标排水等
一系列工作的成
果。

“让内江市
民喝上放心水，
是我们一直追求
的目标。此后，
我们将坚持融入
中心促发展、狠
抓基层强保障、
从 严 治 党 转 作
风，搞好内江水
务工作，贡献‘水
务力量’。”11月
23 日，在内江市
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党员代表大会
上，内江水务人
作出了铿锵有力
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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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供水
日均新增30万吨水源

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水
的使用量上去了，供水压力也
就大了。但是，面对这些压
力，内江水务人仍然扛起“供
水大旗”，让市民能喝上优质
自来水。

以濛溪河为常用水源、沱
江为应急备用水源的二水厂
每日需抽取12万吨的原水进
行加工处理。但由于原水里
通常含有多种杂质，在出水
前，需要经过多道处理工序，
106项指标全部达标后，方可
供水。

“目前，内江市水务公司
的2座水厂，日供水能力达到
13万吨。”内江市水务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目前的供
水能力，要担负内江城区及周
边十多个乡镇的供水任务，供
水能力已达满负荷。

2017年，内江启动日均
供水达 30 万吨的第三水厂
的建设。目前，投资3.8亿的
一期工程正在建设中，完工
后，日供水量将达 10 万吨。
同时，为把金沙江原水引入
三水厂，内江已启动建设第
三水厂配套引水管道工程

（黄河湖水库至三水厂至二
水厂引水管道），项目估算投
资3.4亿元，建设工期3年。

“这样，我们就能饮用到
金沙江的优质水了，不用再担
心用水问题了。”市民张雷得
知三水厂正建设的消息后，非
常激动。

稳排放
牢控污水收集、处理不放松

“现在甜城湖水质比以
前改善了很多。”居住在甜城
湖畔的李大爷感叹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
改变呢？原来，为了助力内

江绿色发展，内江市污水处理厂加强对
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

内江水务公司负责人介绍，为了能
够有效收集污水，内江市污水处理厂派
出专业人员组成巡查小组，确保厂外污
水提升泵站和截污干管的正常运行。

“特别是针对黑臭水体寿溪河至圣水寺
段，还建起了可承担收集火车站等6个
地方产生的生活污水的排水管道扩建
工程。”

厂外收集持续加强，厂内处理刻不
容缓。CASS生化处理工艺及过滤、紫
外线消毒等处理工艺的合理运用，大量
污水经过处理后各项指标完全达到国
家一级A标排放，对改善沱江内江城区
甜城湖水质发挥重要作用。

惠民生
内江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正打响收官之战

绿色是保障内江持续发展的首要
前提，是内江生命力之所在。“建设美丽
中国，推进绿色发展”，这是十九大报告
中提到的关键词，也是内江发展的新指
引。

近几年来，内江城市规模不断扩
张，城市生活污水急剧增加，秉承“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内江水务
公司自2015年开始修建内江市第二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

经过3年时间的艰辛建设，内江市
第二污水处理厂一期计划打响收官之
战。

“第二污水处理厂占地 135 亩，总
规模为10万吨/日，分两期建设，一期5

万吨投资3.99亿元，执行《四川省岷江、
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达到地
表水准 IV 类标准”内江市第二污水处
理厂项目部负责人介绍，一期工程建成
后，承担内江城区沱江东岸和高桥片区
的污水收集处理，为内江实施沱江流域
综合治理和绿色生态系统建设与保护
提供保障有力支撑。

赢笑脸
优质服务惠及千家万户

内江水务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心
系社会，时刻准备奉献“水务力量”。

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中，该公
司新增了银行、电信、支付宝、微信等代
收费业务，即市民们可通过微信足不出
户缴纳水费；积极提供预存水费、短信
温馨提示、抢修停水及时送水等服务；
而对于需要报装的用户，他们可直接在
网上通过“报装流程”管理系统，实时查
询进度；同时，该公司还建立了“一站
式”服务大厅、优化收费网点等服务。

在扶贫路上，他们捐款，为帮扶村
退贫摘帽贡献力量；在开展文明交通引
导志愿服务行动时，他们主动站上路口
进行引导。

内江市水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让政府放心、让用户满意”一直以来是
公司秉持的经营服务理念，此后，他们
还将继续保持，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
定、业务精通、群众满意的一流供排水
队伍。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昔兴琪
（受访单位供图）

兴隆街镇中心学校在学习的基础
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采取“兴趣+爱
好”“能力+特长”的培养方式，在师生
之间开展少年宫活动。

根据学生兴趣和少年宫发展需要，该
校成立了舞蹈工作室、音乐工作室、跆拳
道教室等十二个兴趣培养小组，由有相应
特长的老师担任辅导、培训工作。其中，
由跆拳道专业教师开展培训的跆拳道教
室最受学生的喜爱，成为了少年宫的特色
亮点品牌。

多元化发展乡村少年宫特色活动，
为该校学生特别是留守学生提供了一个
丰富、充实、有趣的活动场所，学生可在
其中陶冶情操、提升技能，使得其综合能
力不断提升。而这，也是推动了兴隆街
镇未成年人文艺素养的提升和思想道德
建设进程。

“我们打造了‘兴梦’文化。”兴隆街
镇中心学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校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良
好的行为习惯，结合留守儿童关爱工
作，创设了全县普通中小学校唯一的一
座学生种植实践基地——欢乐农场。

这块具有育人、服务、关爱三重特色
的种植实践基地占地2亩，在2017年10
月被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八小块，分别由
三、四、五、六、七、八、九年级和少年宫八
个组的学生使用，各组在老师的教导和
示范下，分别种植庄稼、蔬菜、水果、花
卉、树木等各种植物。

通过种植实践活动，该校学生的动
手动脑能力得到锻炼，养成了勤俭节
约、热爱劳动、融入集体的良好习惯。
其中，留守学生更是受益匪浅，他们变
得和普通学生一样，认识了更多蔬菜、
水果等植物，有了热爱自然、亲近自然、
绿色环保的意识，并以此磨练其坚忍不
拔、吃苦耐劳的意志，培养其艰苦奋斗、
开拓创新、团结协作的精神。

下一步，该校将拓展种植实践基地
面积，优化种植实践课程，进一步探索
把种植实践活动与教育工作有机结
合。同时，努力创造种植实践活动的经
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助力学
生树立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人生观和
世界观。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昔兴琪

杯中清泉不易来
内江水务人做好甜城水源“守卫者”

骝马中心学校其前身为资北中学、资中第四初级中学，学校建立
到现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办学历程，积淀了丰厚的办学经验。

敢拼苦干，这个词用来形容近几年骝马镇的全体教职员工不足为过。
自2013年，四川省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的布署以来，乘此

东风的骝马镇中心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为了能够抓住机遇，无论节假日，不
论严寒酷暑，都积极参与到学校标准化建设中，昼夜奋战，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该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 年 来 ，全 镇 累 计
投入资金 700 余万元，
对全镇各校园实施了功
能室改造、操场建设、环
境改善和现代教育技术
装备“四大工程”，实现
了 办 学 条 件 的 均 衡 配
置，使得全镇师生享受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带来
的福祉。而同时，该校
在践行”求趣”的教学理
念下，教育质量连年创
新，连续 7 年被评为资中
县 毕 业 班 工 作 先 进 集
体，连续 3 年被评为资
中 县 人 民 政 府 先 进 集
体。办出了乡村学校特
色，成为了资中教育系
统的先进集体。

其中骝马镇玉带小
学，是骝马镇中心学校下
属的二级学校。在过去
数十年的教育教学中，玉

带小学因是农村小学，建
设相比县城里的小学稍
显薄弱。随着四川省深
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工作的推进，该校也抓
住了发展契机，到 2017
年底，玉带小学已完成新
建教学楼、食堂、操场、厕
所等，同时还用一百三十
余万添置教学器材，使得
学校教育教学环境条件
得到了全面改善。当然，
玉带小学的变化只是骝
马镇中心学校变化的缩
影。

2018 年，随着迎接
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检查的鼓点越敲越急，骝
马镇中心学校办公室副
主 任 林 鹏 的 工 作 量 陡
增。他作为毕业班的年
级组长，每一个夜晚，他
都会陪着住校生门上完

最后一节自习课，同时，
他还是物理老师，并负责
音乐指导和乒乓球校队
的训练。

除此之外，在迎检工
作上，他既要负责全镇 L
级和 B 级相关资料的指
导、收集、整理工作；事业
报表、一校一档的常规上
报工作，还要利用周末、
放假的时间进行校园文
化建设和宣传。

然而，像林鹏这样忙
碌在学校每个岗位上下
班的教师还有一大批，他
们日夜奋战奋战，任劳任
怨，也正是因为拥有奉
献、实干的他们，使得骝
马镇中心学校顺利通过
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检查。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昔兴琪

打造资中县唯一一座学生种植实践基地

兴隆街镇中心学校
多方位实施素质教育

兴隆街镇中心学校是一所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学校，曾
是资中县教育系统的排头兵，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不断下降。为扭
转这种颓势，学校领导班子想办法增强师生信心，改善硬件
设施，引进学科人才，深化素质教育。两年时间过去，学校面
貌焕然一新，充满勃勃生机。

内江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效果图。

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东风

资中骝马镇中心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