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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27日，成都电网刷新
历史用电纪录，最大达 1123 万千
瓦。国网成都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却
出奇的平静：智能断面监视系统上
仅有少量红色线路闪烁，大片绿色
线路平稳运行。

就在同样的地点，去年却是一
片“兵荒马乱”。记者在现场看到，满
屏红色不断跳出最新数据，超限运
行、重载运行导致的故障性停电信
息一个接一个地“告急”……

短短一年，为啥成都电网的用
电负荷继续增长，供电能力却突然
上台阶了？迎峰度夏期间，为啥家里
停电的次数少了，工厂错峰避峰用
电的情况也少了呢？记者从国网成
都供电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成都
电网全年开展 222 项电网建设，尤
其是 6 月以来广都、白泉的 14 条
220千伏线路的增容，投产运行，极
大地缓解了天府新区和新都的用电
负荷。同时，成都公司7月深化开展
客户经理网格化服务以来，把服务
送上了门，有效提高了客户末端的
服务质效。

广都输出
140万千瓦电力

7月29日，220千伏九江-温江
北（郭家堰）新建双回线路工程顺利
完成24小时试运行，正式加入成都
电网投产运行。7月30日凌晨2：40，
与之相关的220千伏观鱼一二线配
合完成改接后全面完成启动投产程
序，进入 24 小时试运行阶段。这意
味着，广都配套送出工程已阶段性
完工，成都电网迎峰度夏再添新的
供电能力。

“广都输出140万千瓦电力，解
决了全市用电负荷超过1/10，是夏
季用电的重要支撑，今年破纪录时
线路最终是满载，没有超载。”国网
成都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
任段登伟告诉了记者这个喜讯，而
去年输电工程尽管已经建成，输电
能力的数字还是零。

“天府新区发展太快，负荷增长
也是最快的，但配套设施相对滞
后。”段登伟介绍，成都的电力供应
充足，但配套设施不足，导致有电用
不上“卡脖子”。得益于广都线路的
运行，7月27日成都电网最高负荷
已达到1123万千瓦的历史新高，但
全网供电形势总体保持平稳。同样
立下汗马功劳的还有位于新都境内
的白泉 220 千伏线路，缩短了供电
半径，保障了城北区域的用电安全。

客户经理上门服务
微信群播报进度

另一个变化，则是成都公司 7
月以来开展的客户经理网格化服
务，缩短抢修服务距离，让市民在停
电时不再处于无望的等待中。

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城北客户服
务分中心用电检查与反窃电班人员
张小明就是这样一名客户经理。虽
然客户经理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他经手的用户却多达几十万人。张
小明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用电检查
与反窃班一共有16个工作人员，分
两组处理锦江、金牛、成华三个区的
客户产权电力设备问题，每个人手
里负责的500户以上的小区多达二
十几个。

电力为啥需要客户经理？他们
究竟是做啥的？国网成都供电公司
营销部副主任赵虹介绍，对电力公
司来说，一个小区可能只是一个用
户，但通过客户经理走街串巷进小
区，就能把服务送到每个用户身
上。充值缴费、业务咨询 、停送电
信息，都能及时通知用户。以今年迎
峰度夏的经验为例，不少小区的居
民守在客户经理组建的微信群中，
守着每2个小时通报一次的抢修现
状和预计恢复时间。

据了解，国网成都公司已经在
成都建立供电服务示范社区 100
个，迎峰度夏期间，中心城区500户
以下的小区也逐渐有了客户经理。
赵虹说。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照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
标，对单位和个人在日常生活
中或在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
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按照
其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
的影响及现有处理方式、要求，
进行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并进
行分类处置、回收利用的过程。

生活垃圾分类既要求居民
在前端将生活中产生的有害垃
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大件
垃圾等进行分类投放，又要求
在中端有效整合和衔接现有环
卫收运体系，对各类生活垃圾
进行分类收集、运输，同时还需
要在终端配套建设各类垃圾资

源化利用项目和无害化处理设
施，确保经过分类的垃圾得到
分类处理。因此，与传统垃圾处
理相比，生活垃圾分类涵盖范
围更广，工作要求更高，是一项
包含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无
害化处置的系统性工作。

当然，生活垃圾分类更需
要在源头减量上下工夫，在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同时，如今
更倡导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
树立绿色环保的理念，从源头
上减少垃圾。到2020年，成都市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将达到
60%，到2025年将达到80%以
上，基本实现全覆盖。

成都晚报记者 林姝霏

为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8月17
日，成都交警启用了移动查缉设备，
在全市范围内查处黄标车。一旦黄
标车违禁上路行驶，被该系统发现
后民警可立即对车辆进行拦截，可
谓是“移动电子眼”。该设备启用首
日共查获违禁上路的黄标车18辆。
据成都交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剩
余6349辆黄标车未淘汰。

8月17日下午3点，在苏坡西
路一人行天桥上，一台黑色方盒
子摆放在此，一位交警站在旁边
进行监测。“这台是交警部门启用
的新利器，专门查处黄标车。”成
都市交警四分局民警王义中口中
的利器是移动查缉设备，所有的
车辆只要经过该设备点位都将被
记录下来，自动识别摄像机范围
内的车辆号牌，随后与系统内部
存储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如果发
现有黄标车，就会单独显示出来，
进行预警。民警在系统中发现了
这辆黄标车后，就会联系下一个

路口的执勤民警进行挡扣。
据了解，在首日的查处中，共计

查获了18辆黄标车，这些车子均因
违反禁令规定，进入绕城之内被罚
款100元、记3分。“如果黄标车没有
年检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我们
发现后会依法扣留。”王义中说。

据透露，待黄标车在年内全部
淘汰后，该设备还将用于被盗车辆、
被抢车辆以及侵走公交车道等违法
车辆的查处之中。届时，所有违法车
辆将无所遁形。

在今年11月30日前，成都将淘
汰全部黄标车。“如果未在限期前淘
汰黄标车，将依据相关规定予以问
责。”民警介绍，从8月1日起，我市扩
大黄标车限行区域和时段，违反限
行规定的黄标车在道路上行驶将被
记3分，罚款100元。此外，如果企业
或个人没有将名下的黄标车淘汰，
相关的车驾管业务办理会受到限
制，也无法购买新车。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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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类
更需要源头减量

用电负荷破纪录 为啥反而停电少了？

成都电网
新增14条220KV线路
极大缓解“卡脖子”

首次起飞
突遇大雨 直升机半途返航

8月17日早上9点多，当直升机平稳降落在眉山市东
坡区悦兴镇朱建军母亲王淑彬家门口时，周围的邻居们
像潮水一样呼啦围了上来：直升机长这个样子哦？

王淑彬身着之前选好的红衣服、花裤子，站在人群
最前面，脖子上一条珍珠项链，脸上满是自豪：我说他们
要来嘛，现在来了啊。

在邻居们的羡慕中，朱建军搀扶着王淑彬登上直升
机升空而起，10分钟后，航空公司的降落点已近在咫尺。

“快哦！彭山‘嗖’地一下都到了，走路要走好远哦！”
下了直升机，王淑彬就感叹起来。

一番检查后，11点，带着期盼，王淑彬和朱建军再次
登机，踏上了从彭山直飞柳江这趟“孝心之旅”。

按照行程，此次飞行将耗时40分钟左右，不过，有了
之前航空公司专门为王淑彬准备的10余分钟的“体验之
旅”，王淑彬的心情放轻松了不少。

当飞行员李露驾驶直升机飞过彭山区彭祖山上空
时，王淑彬老人双手趴在直升机窗户上：哦，这就是彭祖
山哦？我以前来爬过，从飞机上看下去，不一样呢？

直升机飞过彭祖山后两分钟左右，空中水雾开
始多了起来，直升机的窗户上有了小水滴。“如果天
气不合适的话，可能会返航。”进入到东坡区三苏乡
境内时，直升机窗户上的雨滴开始变大，视线也被
水雾模糊起来，向后方报告接到指令后，直升机开
始返航。

“妈，前面在下雨，飞机要飞回去。”飞行员决定返
航后，王淑彬点了点头，望向窗外，再没说话。

周末就回家
帮爸妈完成愿望
连日来，成都商报对朱建

军租用直升机为母亲尽孝一事
全程报道，17日一早，成都商报
官方微博、客户端进行全方位、
多视角的文图、视频直播，被人
民日报、新华社、新浪等客户端
纷纷推上首页，数十万网友观看
之余，被深深感动。

一位网友在为朱建军的孝
心点赞，他说，有些评论里说有
钱真好，羡慕有钱的。我觉得这
和钱无关吧，关键是孝心。母亲
劳碌了一辈子，帮她圆个梦很
正常啊，自己省吃俭用点，五千
元不能省出来吗？

该航空公司相关人员表
示，朱建军母子此次原本初定
5000元，但今日计划有变，具体
多少钱，还需要核算后才能定。

一大波网友纷纷表态：这
个周末就回家，帮爸爸妈妈完
成他们的愿望。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摄影记者 陶轲 王红强

儿子说
一月六千元收入

花几千元帮母亲圆梦，值得

返回时，由于直升机只有一个空位，朱建军选择
让妻子陪母亲回家，自己留在洪雅处理工作上的事。

相比王淑彬归心似箭，朱建军却想让母亲尽可能
地多感受一下乘坐直升机的感觉。朱建军称，母亲生
下他们兄弟七人，自己最小，父亲离世后，母亲为家里
付出了太多。“前段时间五哥离世，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的母亲深受打击，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这件事让我意识
到人生无常，要珍惜当下，母亲越来越老了，我想趁她
还在身边，尽力完成她所有的心愿。”朱建军说，至于有
些人说花这些钱不值得，一开始，我也有过这样的想
法，但一路上，看到我妈高兴的样子，就像小时候过年
过节一样，我心里高兴。只要我妈高兴，在我经济承受
范围内花钱，我肯定毫不犹豫。

在彭山等待登机时，一些观看成都商报直播的网
友发来了许多评论，大部分都是在夸赞朱建军有孝
心。听到这些评论，王淑彬一直微笑点头，朱建军眼眶
却有点泛红。“我现在一个月有六千元左右的收入，
花几千元就能完成母亲一个心愿，花得值得。”说着说
着，朱建军又回忆起母亲拉扯他们七兄弟的不容易，1
米8的男人，眼眶红了又红。

“他最小也最调皮。”母亲拍拍他，在72岁的老母
亲眼里，这个尽管已经40多岁的汉子还是当年调皮的

“幺儿”。

母亲说
邻居说儿子骗我的

我相信我儿
72岁的王淑彬记忆力衰退得厉害，一件事没过两天

她就会忘记，但儿子一个多月前说的这句“等段时间，我
让他们开飞机来接你”。她每天都记得清清楚楚。

王淑彬告诉成都商报记者，7月初，在和邻居们交谈
时，王淑彬把这事说给了邻居们听，但受申请未下、天气
等因素影响，此次孝心之旅一拖再拖。8月17日早上9点
多，当直升机出现在村头时，邻居们一拥而上，王淑彬笑
着和邻居们交谈：看到了嘛，直升机来了。

早上10点多，当王淑彬在航空公司检查身体时，朱
建军蹲在了王淑彬身边，这时，王淑彬主动对朱建军说，

“本来5号说有飞机来接我的，5号没来，村里的邻居都跑
来问我，哪儿有飞机哦？你儿子是不是骗你的哦？”

听完这话，朱建军笑着说：“今天他们看到了吧？”
王淑彬笑得皱纹都挤在了一起：“看到了。”

王淑彬的背驼得厉害，连续坐40分钟对她而言，
是个不小的挑战，在第一次遭遇大雨返航后，王淑彬
还安慰起大家：坐过直升机就行了，不用非得去洪雅。
第二次上飞机后，王淑彬看起来精神不太好，问及感
受，她只是简单地说上两句：好得很，好得很。

只坐了一会儿，王淑彬就盼望着早些回家。她说，
我早点回去，好给他们（邻居们）说说乘坐直升机的感
受，村里老人们近百人，但乘坐直升机的，我是第一
个。顿了顿，王淑彬又开了口：我主要想给他们解释一
下，我儿子工作忙，所以这事耽误了一些，他说了要请
直升机来搭我，就肯定要来的，我儿子不会骗我的。

再飞顺利
母亲知足 连说柳江古镇好好看

11点30分，返航降落，走下飞机，王淑彬老人扭头
轻轻地问：不飞了哇？

“如果下午天气好转，我们就继续，如果天气不
行，恐怕今天的飞行就只能放弃。”飞行员的解释，让
王淑彬的心情大为好转。中午，航空公司准备的饭菜
上桌，王淑彬夹起了一片回锅肉：我身体没得问题。

母亲午休时，朱建军以每五分钟一次的频率出门看
着天空。下午2点，公司附近的一大片乌云渐散，阳光重
新从云层里透出来，得知可以继续飞行时，朱建军高兴
得像个小孩子，跑到王淑彬跟前，“妈，可以了。”

第三次登机，一路上听着朱建军介绍，王淑彬并
无多话。3点半左右，当听闻直升机已抵达洪雅柳江古
镇附近时，王淑彬直起身来，把背后的靠垫往前垫了
垫，头望向了窗外：我看看呢？

古镇美景尽收眼底，不止是王淑彬老人连连感
叹。雨后初晴，空气透度也不错，远方峨眉山也时隐时
现，王淑彬看得出了神，不住地说：安逸，安逸。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直升机在柳江古镇上空
盘旋10余分钟后，降落了下来。坐了40余分钟，王淑彬
有些疲倦，但说起此行感受，她又笑了起来，坐起安
逸，飞机上看，房子好小哦。

短暂休息后，下午4点，直升机准备返航，王淑彬
不断致谢：感谢你们，这趟飞机飞得好，柳江古镇好好
看哦。

上飞机时，王淑彬有点急，走在了众人的前面：他
们（邻居们）还等我回去给他们摆一下，看坐直升机是
啥子感受呢。

“好得很”

8月初，41岁的眉山男子朱建军联系到了四川路正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公司），准备
租用一架直升机，让72岁的母亲王淑彬坐在直升机内，俯瞰柳江，远眺峨眉山。经与公司相关人员多次
沟通，最终敲定了8月17日起飞的线路和时间。

8月17日早上9点多，直升机平稳降落在眉山市东坡区悦兴镇朱建军母亲家门口，在邻居们的羡慕
中，王淑彬登上了直升机前往彭山。一番检查准备，11点，带着惊奇和期盼，王淑彬终于登机，踏上了儿
子为自己准备的这趟孝心之旅。

首次飞行遭遇大雨半途返航后，下午2点半，天气转好，王淑彬再次登上直升机，第二次飞行王淑
彬精神十足，3点50分，王淑彬一行行至柳江上空，俯瞰柳江古镇，远眺峨眉山，没有半点晕机症状。

返回时，王淑彬心满意足，除了连声致谢飞行员，她盼望着早些回家。她说，我早点回去，就可以早
点给他们（邻居们）说说乘坐直升机的感受，我也想给他们解释一下，我儿子工作忙，所以这个事就拖
得久，但他说了要请直升机来搭我就肯定要来的，我儿子不会骗我的。

七旬母亲想看峨眉山
眉山男子租直升机尽孝

首次起飞遇大雨返航 二次飞行终如愿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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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首次启用移动查缉设备
一眼识破“黄标车”

儿子给母亲介绍周围的景色

直升机停在王淑彬家附近

第一次坐上直升机第一次坐上直升机，，王淑彬脸上王淑彬脸上笑开了花笑开了花

直升机抵达柳江古镇

载着王淑彬的直升机抵达柳江古镇

俯瞰柳江古镇，远眺峨眉山
老人家心满意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