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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28日，该区共收到
群众城市管理和环境治理方面
来信来电47起，全部严格按照要
求逐个进行办理，做到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着落，办理回复率达
100％，群众满意率达95％以上。

该区通过坚持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三化”管理，重拳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区域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一批突出的城市
管理和环境治理难点问题得以
整治到位。

突出“科学化”，创新管理机
制，提升工作效能。双清区紧紧
围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
源消费结构、推动工业污染源稳
定达标排放的目标，以柴油货车
治理为重点，强化机动车监管整
治；加强道路扬尘综合整治，推
进道路机械化清扫保洁作业；推
进餐饮油烟达标排放，严控燃放
烟花爆竹，严禁焚烧垃圾、秸秆。
今年以来，共对全区60余家涉气
排放企业开展现场检查 180 余
次，责令20家企业限期改正环境
违法行为；排查各类大小建筑工
地45家，发现扬尘污染问题35
个，责令23家不符合要求的工
地限期改正。

突出“精细化”，狠抓重点

难点，攻克薄弱环节。今年来，双
清区城管局组织城管队员、环卫
工人8000余人次，齐抓共管打响
疫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协同
战”，调动机械化作业车辆2000
多台次，对主次干道、街巷、农贸
市场周边实行全天候保洁。重点
对辖区161座公厕、24座垃圾中
转站、垃圾桶等环卫设施进行清
洗、消杀，严防病媒生物滋生。对
全区46家涉水企业进行全面排
查，对11起涉水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调查。

突出“智能化”，推进巡查整
治，严格规范管理。双清区数字化
指挥中心稳步推进环境建设、应
用系统建设、数据建设和管理模
式建设，建立科学的数字化城市
管理运行平台，以“城管通”处置
系统为抓手，力争实现信息采集
员“天天监督”，城市管理职能部
门、街道办事处、社区等“天天管
理”。今年来，通过各类监控管理，
共下发整改通知书2120份，督促
整改商家1981家，拆除各类影响
市容市貌建筑物2217件。

双清：“三化”提升人居环境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张雪珊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申寒松 黄维） 资江、湘江、沅水三个
水系43个地表水监测断面全部达到Ⅲ类
以上，达标率100%；邵水水质5年间上升
3个类别；去年全年没有出现重污染天气
……6 月 28 日，邵阳市生态环境局举行
2020 年首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我市环境
监测工作有关情况。通报显示，2019年以
来，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水清气净，生态名片闪亮。通报显
示，2019 年，市区 3 个水厂、各县市共 15
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达
标率 100%；邵水水质持续改善，从 2014
年的Ⅴ类水质上升到 2019 年的Ⅱ类水
质。同时，我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19
年，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12天，空
气质量优良率达85.5%，全省排名第7，较
2018年再上升2个名次，全年没有出现重
污染天气；3 项主要监测因子细颗粒物
（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
硫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6.5%、9.2%、
11.1%。

织密监测网，环境监测能力不断增

强。一方面，我市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不
断织密。2020年新增城步珠江水系布龙监
测断面，至此，全市拥有的监测断面增至
44个，其采集到的数据能准确、全面地反
映我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和各县域水
环境质量状况。此外，全市有5座在运行
的水质自动监测站，另有14座即将动工
建设。另一方面，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网络不断完善。全市现有14个空气环境
质量自动监测站，均统一由上级委托第三
方公司运行，实时向国家、省平台上报监
测数据。同时，生态环境部门和气象部门
联合开展空气质量预报预测工作，每日发
布环境空气质量信息。此外，我市还大力
开展声环境质量监测。目前，城区共布设
160个噪声监测点位，每季度开展监测；在
市区城南公园、魏源广场等地设置了10
套噪声自动检测设备，实时监测并显示噪
声数据。

污染源监测体系不断夯实，机动车尾
气排放检测监管强力推进。2019年，我市
对48家国控重点污染源单位开展了监督
性监测，开展自行监测的排污企业数量从

2018年的98家增加到153家，我市在200
多家污染源单位安装了在线监控设施，全
年对4起在线监测数据超标的排污单位
依法进行了处罚。目前，全市已设立32家
机动车尾气检测机构，年检车辆26万车
次，促进1万多台首检不合格车辆进行维
修整治。我市正推进机动车尾气排放

“天地人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新购置的
一套移动遥感监测设备已投入使用。此
外，即将在雪峰南路、邵阳大道、双坡北路
安装3套固定式遥感监测设备，可对机动
车尾气排放实行全天候监测。

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是生态环境监测体制全面改革后的第
一年，我市将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监测
工作，细化分解工作任务，按月通报各县
市区环境质量监测情况，推进生态环境
监测及考核工作，促进环境质量进一步
改善，为建设美丽和谐绿色新邵阳作出
贡献。

环境持续改善 家园更宜安居

北塔区茶元头街道枫林村村民黄海
是2019年初新纳为贫困户的残疾人。年
近 50 岁的他，在 30 岁时身患重病，落下
残疾。近年来，家中为了黄海高昂的治疗
费一贫如洗。眼看年近七旬的老父亲为
自己的生活辛苦操劳，黄海内心充满愧
疚。而如何带领黄海一家如期脱贫，成了
摆在我面前亟需攻克的难题。

从黄海被纳为贫困户当天起，我与
北塔区征收办驻枫林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鹏飞就在帮他寻找脱贫致富之法。一番
苦想之后，我们想到了小额信贷担保贷
款，村里部分贫困户就是通过小额信贷
担保贷款入股合作社成功脱贫的。随后，
我们找朋友借了一辆面包车，火速赶到
黄海家中。黄海得知我们到他家的原委
之后，兴奋地拍手叫好。但很快，他就神
情黯然下来。因为办理小额贷款需要本

人到银行现场办理，可黄海的身体状况，
使得他出趟门都无异于是一种奢望。

看到黄海那由兴奋变成失望的脸，
我跟鹏飞一时也手足无措。是呀，我们虽
然借来了面包车，可是从他家到马路边，
还有将近200米的距离。

没有可以借助的工具，看着黄海那近
70公斤的身躯，我咬咬牙，蹲下身子对他
说：“来，我背你去银行。”当时黄海慌了，一
个劲地摆手摇头，坚决不肯趴上我的背。最
后，在我和鹏飞的轮番劝说下，黄海终于趴
上了我的后背。当我用双臂托住黄海那双
因疾病而逐渐肌肉萎缩的双腿，那一刻，我
觉得，我不仅仅是背着一个残疾贫困户，更
多的是一份责任、一份希望。

炎炎夏日，已经多年没有干过重体
力活的我，背着黄海慢慢走向面包车，每
一步都是那么艰难，但每一步都是那么

坚定。见我走得吃力，鹏飞立马帮我用力
在背后托住黄海的身体。就这样，我们把
黄海背上了面包车，又背进了农村信用
社的业务大厅。

办理好业务，有了这笔小额信贷的
钱，黄海就可以入股枫林村特种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了。一年后，他就可以获
得收益了。想到这里，黄海笑了，我跟鹏
飞也乐了。

不久后，我跟鹏飞再次踏进黄海的
家门，这次我们不是去背他，而是给他送
去一辆电动轮椅。当我们推着他在灿烂
的夕阳下漫步，望着他久违的发自内心
的笑容，我在心里默默地想：原来，贫困
户的笑容这么灿烂，这么美，我一定争取
在我陪伴黄海的日子里，让他笑得更多
一点，更灿烂一点……

（作者系北塔区征收办驻茶元头街
道枫林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夕阳下的笑，那么灿烂那么美
李健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马超 刘元辉） 6月24日，国网邵阳供
电公司分别向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
各配置一台应急电源车，以确保两个防
汛重点单位的供电安全。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6月20日晚，
该公司迅速进行安排部署，要求自即日
起，公司各部门及所属各单位全面进入

防汛实战状态，全体干部职工取消休假，
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分管防汛
工作领导不得离开驻地，每日召开应急
会商会。6月22日前，再次对防汛应急抢
修物资进行清理，调配好应急抢修队伍，
各县公司应急抢修有困难时，市公司防
汛领导小组应立即统筹调配全市力量进
行支援。同时，严防漏电引发群伤群亡事

件，严肃防汛纪律，确保汛期电网安全、
可靠、稳定运行。

据悉，今年入汛以来，该公司成立
了由总经理任组长的防汛领导小组，修
编公司防汛手册，清理防汛应急物资，
组建 61 支防汛应急队伍，加强与气象、
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常态开
展雨后防汛特巡，全面落实防汛工作各
项措施要求。截至 6 月 22 日，共摸排电
力设备度汛隐患点 193 处，已整改 166
处，未整改隐患已制定临时处置措施并
开展雨后跟踪。

为安全度汛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6月29日上午，市市场监管局、市电梯行业协会等单位在双清区红星美凯龙家
居广场进行“安全生产月”电梯应急救援演练。目前，全市拥有1.1万余台电梯，年增
长率达20%。通过开展电梯应急救援演练，可有效提高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面
对突发事故的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让公众了解电梯安全知识，提高自救、互
救能力。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王韬 摄影报道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刘波 通讯员 吴军民 王希文）
6月28日，市交通运输局发布
端午假期全市交通运输情况。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7 日 17
时，全市端午节旅客运输总量
为 31.4121 万人次。其中道路
运输投入客运车辆 4121 台、
89999个客位数，完成客运量

17.5万人次；水上运输投入船
舶111艘、1842个客位数，完成
客运量 0.163 万人次；铁路运
输量 13.6713 万人次（发送量
7.2885万人次，到达量6.3828
万人次）；民航进出港量0.0778
万人次。全市未发生交通运输
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交通运输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端午假期我市客运总量31万人次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刘波 通讯员 罗文明） 6月
28日，省高速公路集团邵阳分
公司发布端午假期三天（6月25
日至27日）邵阳高速公路路网
出入口流量数据。数据显示，今
年端午假期，邵阳高速公路路
网出入口总车流量达33.7万台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

端午期间，邵阳高速公
路路网运行整体呈“前高后

缓”态势，整体运行情况良
好，峰值日为6月25日（端午
节），峰值流量为12.2万台次，
较去年峰值同比增加19.6%。
邵阳高速车流量较大的收费
站主要集中在沪昆高速潭邵
段邵东、邵阳南收费站，出入
口总流量排名前四的收费站
分别为邵东、邵阳南、邵阳
东、隆回收费站。全路网未发
生重特大交通事故。

繁忙有序，我市高速流量同比增14.7%

（上接2版）

志愿服务 引领文明风尚

在市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中，市中心医院积极开展丰富多
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服务
团队成为医院文明创建活动的
生力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践
行文明行为，为医院营造了浓厚
的文明创建氛围。

该院在人流量大的门诊大
厅、医技楼、第三住院楼大厅和
体检中心，设置了志愿者服务驿
站，在住院部设置了楼层志愿服
务点，志愿者主动为患者及家属
提供便捷、爱心、控烟、文明劝导
等志愿服务。围绕“志愿邵阳，薪
火相传”主题活动，针对空巢老
人、留守儿童、贫困户等群体，组
织志愿者进基层、农村、学校、社
区、机关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

“救在身边”“义诊送健康，防治
肾脏病”“志愿服务，情满患者”
等健康教育、义诊、扶贫帮困、无
偿献血等志愿服务，传播健康保
健知识，提高了医院干部职工思
想道德素养和文明程度。

为了提高大众的急救意识
与现场急救能力，从2017年3月
开始，该院启动“救在身边——急

救知识进万家”志愿服务项目。志
愿者陆续走进我市各企事业单位
及邵阳周边地区，共开展了82期
急救培训，涵盖了65家单位，培
训人次达9100余人。围绕“心育
金刚娃”主题活动，开展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辅导、“小小微心愿 浓
浓鱼水情”“庆六一 小丑医生送
欢乐”等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该院开展了一系列特色的志愿
服务活动。如针对医院防护用品
缺乏的实际困难，组织志愿者为
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制作了千余
个简易防护面罩；招募志愿者为
防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线上辅
导学习，解决了防疫一线人员无
法照顾子女的后顾之忧；联合市
义工联合会和爱美造型，为医院
20余名防疫一线医务人员进行
义剪；组织志愿者为 3000 余名
医务人员发放新冠病毒预防中
药颗粒剂。

创建文明单位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市中心医院将始终恪守

“病人至上”的服务宗旨，以我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全面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努力打
造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医院，全
力当好人民群众的“健康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