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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街面下水口将
“刷牙漱口”
遇
“脏臭堵”
可拨打966566、
12319

力争年底全面完成重点区域水箅子清洗疏通，并有效解决生活垃圾臭气扰民问题
中心城区人口密集，部分街头下水口
滤水盖板（水箅子）淤积枯枝败叶或污秽
物，不仅影响排水通畅，发酵后还会散出臭
气扰民。昨天，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获
悉，该委将会同城市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
共同为中心城区街面下水口“刷牙洗漱”，
力争到年底全面完成重点区域水箅子清洗
疏通，并有效解决排水管网、化粪池、生活
垃圾臭气扰民问题。
如果你发现水箅子“脏臭堵”问题，可
以拨打 966566 向城乡建设服务热线平台
反馈，也可以拨打“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
线。

专项整治围绕 6 项任务展开
为切实解决这一烦心事，市住房城乡
建委、市城市管理局联合印发了《重庆市中
心城区水箅子及臭气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
根据此次专项行动安排，8 月起到今年
底是水箅子及臭气集中攻坚整治期，将率
先对“一区、两线、三边、四点”重点区域开
展排查整治，并逐步扩大工作范围至辖区
全域。同时，符合条件的可打造“绿色排
水”示范区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示范模
式。
在这些重点区域中，
“ 一区”即居民生
活聚集区；
“两线”即滨江路沿线、城市主干
道沿线；
“ 三边”即市场、医院、学校周边；
“四点”即核心商圈、广场公园、交通节点、
历史文化街区等窗口地带。
专家介绍，根据前期摸排和汇总分析，
初步得出雨污管道私搭乱接、水箅子内污
秽物杂物淤积发酵、餐厨垃圾等胡乱倾倒
是形成臭气的主要原因。
市住房城乡建委排水管理处处长黄明
聪介绍，为破解这一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将
主要围绕水箅子清洗疏通、更新改造，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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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管控、街面道路清扫保洁，化粪池、排
水管网臭气整治 6 项任务展开。

年底完成重点区域水箅子清淤
根据前期摸底，已初步排查出中心城
区管道臭气点位 200 多处，涉及镇街 50 多
个，目前已完成 90 处整改。到年底时，将
基本完成中心城区重点区域臭气问题整治
工作，力争明年底整个中心城区臭气整治
取得明显成效。
根据安排，到今年底，要全面完成重点
区域水箅子清淤，并完成重点区域存量水
箅子设施更新改造不低于 20%；同时在排
水源头管控上，完成各区存量重点排水户
排水许可办理率达到 30%以上，同步推进

重点区域源头雨污混错接改造。
记者了解到，市城市管理局还将持续
推进“门前三包”责任制，整治乱排、散排等
暴露污水违法行为，重点查处直接通过水
箅子或雨水井倾倒洗涤污水、泔水、垃圾等
行为。到今年底，确保重点区域商户门前
基本无垃圾杂物。
针对化粪池开展清淘疏浚，杜绝粪水
外溢，通过在线监控预警系统，加强化粪池
排放气体监测。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处副处长刘亚力介绍，目前已经清
理水箅子垃圾、淤泥 2.5 万处，清理垃圾淤
泥近 1600 吨，同时今年年内中心城区将建
成 50 条门前三包示范道路建设。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够全能的
“好动分子”

公交卡扫码充值攻略来了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重
庆城市通卡公司昨天发布消息，为方便广大乘客便
携出行，现已实现全网公共交通沿线的扫码充值功
能覆盖，
并梳理出公交卡扫码充值最全攻略。
轨道交通
1.人工充值。乘客在人工售票亭向工作人员展
示付款码，由工作人员持扫码枪扫码完成充值。
2.自动售票机充值。把畅通卡放入卡槽中，界
面提示选择充值支付方式。点击扫码充值后，进行
扫码充值金额的选择。当二维码加载完成，界面显
示付款二维码和可用的支付方式，
扫码付款即可。
城市通卡自营网点
在各个自营网点有以下几种方式提供扫码充值：
1.人工售票处提供扫码支付。
2.自助充值设备。流程：主菜单选择充值——
放入卡片——选择支付方式 现金/扫码——扫码
支付——取出卡片
3.闪充自助设备。
操作流程：第一步，打开手机蓝牙，将交通卡放
置于刷卡区；第二步，用“重庆市民通 APP”扫描机
器上的二维码；第三步：根据手机界面提示完成操
作，
每个步骤都有提示。
另外，
在各大片区新东方学校前台，
均有闪充充
值设备。
NFC 贴卡充值
只要一部带有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公交卡充
值 10 秒搞定。目前，仅支持带有 NFC 功能的安卓
手机，
如华为、小米、三星、OPPO、VIVO 等。
步骤一：下载“重庆市民通”APP；步骤二：手机
设置打开 NFC 功能；步骤三：打开“重庆市民通”首
页
“交通卡充值。

敬老卡全年次数增至 600 次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重
庆城市通卡公司昨天发布消息，今年因疫情影响，敬
老卡限制了早高峰出行时间，相应敬老卡的全年次
数由原来的 450 次调整至 600 次。
7 月前，已年检的敬老卡需前往通卡各自营网
点窗口处进行加次。
再次提醒，敬老卡早高峰限行时间段：
工作日周
一到周五早上 7 点 30 分到 9 点。请错峰出行，如需
在此时间段出行的敬老卡用户建议以下方式：
一、现
金购票乘坐；
二、可提前在通卡各自营网点进行敬老
卡钱包充值，
仍享受普通畅通卡优惠 9 折。

这些环卫工的抗疫故事 讲一次感动一次

别克昂科威 S 及昂科威 S Avenir 艾维亚酷炫上市

一款兼顾高效动力与驾驭乐趣的 SUV 应
该是怎样的？7 月 29 日上市的别克昂科威 S 给
出了答案：全系搭载第八代 Ecotec 2.0T 可变
缸涡轮增压发动机与 9 速 HYDRA-MATIC 智
能变速箱，兼具高性能与高效率；全系配备前增
强型麦弗逊独立悬架与后五连杆独立悬架，
Avenir 艾维亚车型还拥有智能全路况四驱系
统与 CDC 全时主动液力减振系统，实现操控
性、舒适性、道路适应性的全面提升。

王牌动力组合

无愧于
“S”

别 克 昂 科 威 S 全 系 搭 载 第 八 代 Ecotec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可爆发出 174kW
最大功率，并在 1500-4000rpm 的宽广转速区
间内，持续输出 350Nm 最大扭矩。该发动机拥
有 35Mpa 高压直喷系统、ATM 主动热管理系
统等 7 大核心技术，同时凭借 Tripower 可变气
门管理技术，能够在“四缸高性能”、
“ 四缸经
济”、
“ 两缸超经济”3 种模式中智能切换，使昂
科威 S 百公里加速时间最快仅为 7.5s、综合工
况油耗低至 7.2L/100km。
9 速 HYDRA-MATIC 智能变速箱应用超
过 60 项通用汽车专利技术，并针对中国用户驾
驶习惯进行系统标定，通过全新液力变扭器、可
选择单项离合器等先进科技，实现更快响应速
度和更平顺换挡过程。配合 ETRS 按键式电子
排挡，不仅操作方便快捷，还可防止误操作，为
驾驶安全再添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别克昂科威 S 的发动机、
变速箱等动力总成主要零部件享受 8 年或 16

万公里原厂质保服务，为用户带来安心的用车
体验。

更为高级的智能化出行
何为昂科威 S 的全能
别克昂科威 S 独有的全感官智能触控座
舱，驾驶者可以通过由 10 吋高清触摸屏、8 吋高
清液晶仪表屏、HUD 平视显示屏和高清流媒体
后视屏组成的“创新多屏互联”轻松掌控多种信
息，享受兼具科技感与实用性的驾驶体验。而
在昂科威 S Avenir 艾维亚车型上，除拥有无线
Apple CarPlay 手机映射功能外，还将首次引
入手机无线充电功能，为“智能化”出行带来更
多自由快感。
昂科威 S 配备了全功能人体工程学座椅，
高级打孔真皮材质带来极佳的触感，还应用分
区域发泡技术，实现对软硬度的人性化调节，为
用户提供更好的身体包裹感和支撑性。此外，
昂科威 S 还高比例配备 12 向电动调节座椅、三
档加热、三档通风和记忆功能，让每一次出行成
为享受。值得一提的是，昂科威 S Avenir 艾维
亚车型还配备了带别克 LOGO 照地灯的腿部
感应电动尾门，当腿部在感应区内扫过，后备厢
将自动开启，
显著提高便利性。
凭借涵盖多屏互联、舒适座椅、静音科技及
座舱健康等方便的全能表现，别克昂科威 S 将
为消费者带来全感舒适的驾乘享受，展现别克
全新时尚运动 SUV 的独特魅力，
诠释豪华 SUV
驾乘体验的最新内涵。

2020 年初的一场疫情，打破了人们平静
的生活。疫情之下，如何保障城市管理正常有
序？7 月 29 日，江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城市
管理专场宣讲走进郭家沱街道。三名来自江
北区城市管理基层一线的宣讲人，以真实故事
为例，
讲述了城市管理那些背后故事。
“这些故事，我讲一次感动一次。”在宣讲
活动现场，来自江北区环卫所的郭静以《
“橙”
环卫工人为垃圾桶消毒。
心诚意聚沙成塔的力量》为题，讲述了多名环
卫工作者在抗击疫情时，勇于担当，保护好城
一个管厕所的，跑那么勤干什么？”郭静说，姚
市环境卫生的故事。
苏红每天在一线奔走，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
“疫情期间，病毒有粪口传播可能性的声
还做好宣传、动员、解释工作，让保洁员们渐渐
音经官方确认后，我们的公厕保洁员起初有点
放下了心理负担，众志成城，为抗击疫情，发挥
手足无措，一再询问粪口传播是什么意思，是
自己的力量。
不是清洗厕所，就会被传染？”郭静说，一时之
“除了姚苏红，在环卫一线还有很多忙碌
间，
大家有点紧张。
的身影。他们出现在凌晨两点，出现在天空微
在大家迷茫慌乱之时，姚苏红站了出来，
亮的时候。”郭静说，清运工人每日准点收运废
他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公厕管理员。
弃口罩、分类处理，避免二次病菌传播；环卫工
他主动请缨加入党员先锋队，揽下更多管护任
人清洗垃圾箱，擦掉上面的口痰。除了清扫工
务，
让其他管理员减少外出。
作，他们还要进行消毒工作，走遍大街小巷。
“那段时间，每天 8 点，姚苏红奔走在 30 “他们是抗疫一线上，一群不平凡的人，我要把
余个公厕之间，事无巨细，什么都管，没在家吃
他们的故事说给更多人听。
”
过一顿午饭。他告诉我，家人都说他，你只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范圣卿 文图

璧山区妇联召开“巾帼领头雁”选培座谈会
本报讯 （通讯员 万春）7 月 29 日，璧山
区妇联召开了以“搭平台·送政策·听意见·助
发展”
为主题的
“巾帼领头雁”
选培座谈会。
据介绍，近年来，璧山区妇联评选命名了
一批优秀的巾帼农业大户，在助力农村农业发
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会上，璧山区妇联相关
负责人对璧山区 2020 年新命名的 10 家“巾帼
家庭农场示范点”、4 家“巾帼美丽农家示范

店”、5 家“巾帼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授牌。随
后，来自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委、区科技
局、区就业人才中心、易田电商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涉农惠农政策。
璧山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大家继
续积极发挥巾帼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姐妹
勤劳致富，为助力现代农业及乡村旅游发展，
实施
“乡村振兴巾帼行动”
贡献巾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