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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 （实习记者 王楠）

“把困难留给自己， 把方便留给群

众。” 这是市工商局纪检监察干部彭

万利刻在心底的工作准则。自2007年

转业到成都市工商局，他一直把“不

惧艰险、忠诚勇敢”的戍边精神融入

到工商工作中，立足本职，尽心尽力，

把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落实到了每一

份具体细微的工作中。现在每年经他

之手受理、 处理的信访举报有30余

件，查办案件10余起。

彭万利所在的市工商局纪检监察

处， 承担着群众信访举报投诉的受理、

转办和办理工作，常会遇到情绪较激动

的群众， 可他从未有过不耐烦情绪，总

是用谦恭的态度和笑脸相迎，待群众冷

静后，再耐心、真切地为他们排忧解难。

同时，作为内部纪检监察干部，彭

万利一直用“铁证”来对工作和群众

负责。有一次，群众举报某工商干部索

要贿赂，但交易点的“天网”监控录像

中，因刚好有树枝遮挡而失去作用。就

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他沿着交易地

点两侧的街道来来回回仔细查看了十

多趟， 终于在一户居民楼的窗口下发

现了一个小孔摄像头， 取得了关键性

证据，使调查获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群众

“您反映的案子，我们记下了，会

安排律师帮助您。” 成都市司法局局

长张进承诺后，咨询人王先生满意离

开。成都市司法局昨日开展“局长进

大厅” 活动现场，57名群众也面对面

地向张局长反映了自己的难题。另

外，还有10人从张局长手上领到了律

师证，并受到张局长的祝贺。

昨日上午9点前， 多名市民早早

来到成都市政务服务中心，一些群众

还带着厚厚的材料，主要反映司法公

正、工伤赔偿等方面的问题。

活动过程中，司法局对群众的申

请事项和诉求，能够立即办的便当场

办理。未能当场办的，也承诺了办理

时限。 对不涉及司法局职能的事项，

也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并且积极

协调有关单位努力解决。“今天的所

有事项，我们都建立了台账，下一步

将根据职责明确专人跟踪落实。”司

法局工作人员向反映问题的群众说。

成都商报记者 李海夫

司法局长“进大厅”

10人从局长手中喜领律师证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强 摄影记

者 刘畅）

从茶店子正街到老成灌路，

短短几百米一直不通，造成南北方向

车辆要绕行很大一圈，成为阻碍环形

道路贯通的重要点位之一。 昨日，随

着2.5环茶店子节点完成最后的施工，

该节点成功打通，形成通车能力。

负责建设的成都市新城项目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打通的节点道路有400多米，人行道5

米宽，本次茶店子节点打通后，西半

环实现全线通行。“城西片区的市民

将很方便， 可从交大路一路向南，借

走一品天下大街很快到达羊西线。”

现场负责人介绍说。交管部门与建设

单位商议后，决定于本周日安装好红

绿灯后，在下周一开放通行道路。

根据计划，2.5环全线将于10月底

全线贯通，目前还剩下建材路北延线

节点。负责建材路北延线建设的成华

区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1.7公

里的施工正加紧进行，计划今年10月

底建成。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王圣 ）

记者

从市交管局获悉，8月26日

（周日）

凌

晨4:00至8:00，绕城高速府河大桥段

外侧主道将封闭施工， 禁止机动车

通行。期间，与绕城高速相连的接待

寺、成雅高速内、外侧连接绕城高速

外侧主道的匝道也将同时封闭，禁

止机动车通行。

交管局将在绕城高速天府收费

站设置机动车强制分流点。

成都商报讯（邹平 记者 王圣）

“在施工围挡缺口作业时， 应该先

微微探头观察道路车流情况， 并选

在车辆较少时， 在施工点外的安全

距离摆放锥形桶。” 昨日下午3时，

在二环路紫荆北路路口附近， 交警

一分局召集中铁八局、中铁隧道、成

都建工及华川集团等单位的施工人

员， 召开施工期间交通安全现场工

作会。

2.5环

10月底全线贯通

茶店子节点昨打通，计划下周一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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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家具品牌终极让利”。特此更正。

周日凌晨 绕城高速部分路段临时封闭

警示标志咋摆？交警进工地授课

邛崃路桥预制厂 工程项目：箱梁制作

点击四

30小时生产一片110吨重箱梁

坐落在航天立交附近的邛崃路桥预

制厂，常常彻夜灯火通明。上百名工人在

这里24小时轮班， 为二环路东半环4标段

生产用以拼接高架车道的箱梁。

邛崃路桥预制厂负责为二环路东半

段4标段“量身打造”箱梁。箱梁是拼接高

架桥车道的一个“零部件”，每片最长可

达30米， 重达110吨，4片这样的箱梁拼接

到一起，才能形成一条车道。

今年7月3日， 厂区内第一片箱梁成

形， 目前已完成了60多片箱梁的制作，而

整个4标段需要1450片这样的箱梁， 预计

在明年2月底完成任务。

预制厂厂长钱光林介绍说， 目前厂

区生产一片箱梁的时间大约在30小时左

右， 比刚开始两天一片的生产速度提高

了很多。

目前，邛崃路桥预制厂所需的清水混

凝土，大多来自龙潭寺附近，离预制厂还

有20多公里。

“这个距离太长，加上来回堵车耽误

时间， 清水混凝土的质量就会受到影

响。”钱光林介绍说，运输路程过长，一是

路上的不可控因素会增加，二是清水混凝

土的坍落度变低。通俗来讲，就是混凝土

的外表会变得比较干，难以在模板里浇筑

成形。

钱光林表示，面对如此高规格的混凝

土，如因运输距离减损了质量，就实在是

太可惜了。于是，邛崃路桥预制厂就在厂

区开辟场地，自己搭建“清水混凝土搅拌

机”，让运输距离趋近于零。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郑钰飞 张疏桐

实习记者 江浪莎 余蕊均 吴晗

摄影记者 郭广宇 实习摄影记者 鲍泰良

成都商报记者走进二环路施工现场，见证新变化

桩基施工进入高峰期

每天浇筑近百根

二环路快速路、快速公交改造

建设工地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

们在施工现场挥汗如雨，只为早日

建成“新二环”，还老百姓一个畅通

的二环路。

作为中心城区最大市政建设

项目，影响之大，备受关注。今日起，

成都商报推出“二环路‘双快’改造

工程特别报道”，开设了“点击‘新二

环’”、“

@

‘新二环’”、“二环公告

栏”、“小强带你看二环” 等栏目，针

对市民最关心的建设问题、 施工进

度、各种影响，全方位深入报道“双

快”工程，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支

持“新二环”建设。

开栏语

二环路红牌楼跨线桥 施工项目：盖梁浇筑

点击一

10米高混凝土盖梁 手感出奇的光滑

昨日下午3点半，在二环路红牌楼跨线

桥至永丰立交桥段施工现场， 一辆长臂吊

车正伸展手臂“剥去”盖梁外披着的模板。

由此，该路段的第四个盖梁日正式亮相，与

之前的3个盖梁顺势挺立在二环路上，远远

望去，全线高架桥的壮观景象已模糊可见。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通过施工楼梯，近

距离地与盖梁进行了亲密接触。10米高的

它们，表面摸上去非常光滑平整，感觉不

到有纹路。现场施工人员介绍说，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盖梁在正式亮相前，都有蓝

色的模板进行保护。

这样一个完整的盖梁，至少需要12天

才能完成。 因为盖梁的施工有多道程序，

其中仅浇筑过程就需要至少6个小时。

施工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二环路施工的

推进，盖梁施工将会越来越多，为达到全线

高架的通行能力，每25米左右就需建一个。

而根据不同的路段和施工要求，盖梁最

矮的7米，而最高的可达13米。在接下来的一

周， 该路段的施工还将重点围绕盖梁展开，

通行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注意小心慢行。

建设南路至双桥子立交 施工项目：桩基浇筑

点击二

下周开始浇筑盖梁 和居民商量着施工

北起建设南路， 南到双桥子立交，成

都华川集团负责了“双快”工程东半环三

标段，这一段主线约2.6公里，支线加起来

约有6公里。

提起施工进展， 现场负责人余经理

称， 在该标段过去四个多月的工期里，

500多名工人昼夜不休共完成了400根桩

基浇筑，70个承台，3根墩柱，100片预制

梁。“这个星期我们已经完成了近60根桩

基，12个承台，2根墩柱，30片预制梁，施

工进度算是整个工程中进度较快的。”余

经理称。

下周，施工队将开始浇筑第一根盖梁。

介绍完进度后， 余经理还向记者讲

述了一个故事：6月， 工程进行到居民区

集中的万年场时， 考虑到居民楼靠二环

路极近，且逢高考，就停了该段的夜间施

工。高考结束，恢复施工后，他们却开始

接到不少关于施工噪音的抱怨。“在与

万年场周围小区居民沟通过后， 做出了

减少夜间施工时间， 降低夜间施工强度

的安排。”

二环路沙湾路口 施工项目：电缆改造

点击三

电缆改造今完成 沿途用电恢复正常

3辆黄色电力抢建工程车停在立交

桥下，10余名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正在紧

张施工……昨日下午5点，虽然成都的天

空在飘雨， 不过二环路沙湾路口的立交

桥下还是一片繁忙。为配合二环路施工，

成都电业局城网管理所的工人正抓紧时

间改造该路段的电缆。

迁改线路时， 为了保证工人的安

全，一般会对局部地区进行断电。现场

施工人员透露，从北府河桥路段到营门

口路段的电缆改造工程从8月22日开

始，今日将全部结束，沿途用电也将全

部恢复正常。

不过，今日早7点至晚9点，沙湾路口

至营门口路段内侧还将停电，请市民提前

做好准备。

成都电业局昨日透露， 二环

路电力迁改工程已完成2/3。本月

29日， 二环路全线电力管线迁改

工程将全面完工。

“二环路电力线路的迁改，

意味着37条1万伏以上的高压线

需要‘下地’，目前，我们已经接

完了25条电力线路， 还有12条线

路的迁改工作将在25日至29日完

成。 今后整条二环路上就看不见

电线杆了。” 成都电业局城网管

理所相关负责人杨超介绍称，新

的地下电缆铺设好后， 将采取

“节点式”停电，“将来一旦发生

故障，检修范围会大大减小，相应

的停电范围也将缩小。”

至此，除北府河至荷花池、荷

花池至刃具厂路段外， 二环路东

半环电力迁改工程已完工， 西半

环的迁改工作同样将在29日前全

面完成，昨日至今日，营门口至九

里堤路段正进行电力迁改工作，

26日， 成都电业局将在红牌楼进

行电力迁改。

燃气管线

37处迁改完工

昨日， 记者从成都城市燃气

公司了解到， 二环路改造工程已

有37处管线迁改完工。

燃气管道碰管时，需进行停

气施工。“我们通常会把停气时

间安排在晚间到次日清晨，尽量

减小对居民做饭、 洗澡的影响。

并提前发出相关通知，让市民做

好准备。”

二环公告栏

如今，二环路“双

快” 工程施工现场每

天都有新的变化，一

个个桩基深埋地下、

一个个墩柱拔地而起

……

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兵分四路， 采访了

二环路东西半环各节

点施工现场。 身临其

境，记者发现，本周除

有大量管线迁改外，

桩基施工也进入高峰

期， 二环路全线平均

每天有近百根桩基浇

筑完成。

电力迁改

完成2/3

今后二环路不见电线杆

邗

二环路红牌楼至永丰立交段施工现场，

10

米高的盖梁看上去非常光滑

四五层楼高的清水混凝土搅拌设备

点击

“新二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