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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丽高速最后一段开工
2022年成都全高速自驾丽江
2017年四川第三批交通重点项目昨集中开工动员，涉及17个项目1507亿元

11日，
在位于凉山雷波县的成丽高速宜攀段施工现
场，
2017年四川第三批交通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动员。共
17个项目宣布开工，
总投资1507亿元，
包括5个高速公
路项目、
11个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和1个水运项目。这批项
目开建后，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及在建里程将近万公里，
大小凉山地区也将结束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在这17个项目中，成都市
民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成丽高速的3个项目了。成丽高
速宜攀段贯穿凉山、宜宾、攀枝花三大市州，是成丽高
速最后开工的路段，包括3个高速公路项目，预计
2022年建成通车。届时，成都市民可全高速自驾去丽
江游玩。

便捷

创新

建成后，
宜宾到攀枝花缩至5小时

引入驾驶心理学
缓解隧道群压抑感

G4216线宜宾新市至攀
枝花沿江高速公路，是
G4216线成都至丽江高速公
路最后开工的路段，分为屏
山新市至金阳、金阳至宁南、
宁南至攀枝花3段，总里程
452公里，建设工期5年。主线
及支线均采用双向四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80公
里/小时，路基宽度25.5米。
G4216线宜攀沿江高速
是四川又一个超级工程，总
投资886亿元，截至目前在全
国高速 公 路 中单体投资最
大。每公里造价接近2亿元，
为四车道高速公路之最。项
目建成后，宜宾到攀枝花的
车程将由现在的10个小时缩
短为5个多小时，乌蒙山区、
大小凉山地区也将新增一条
扶贫大通道。
据 悉 ，G4216 成 都 至 丽
江高速公路起点与成自泸高
速共线，路线经遂资眉高速
共线段后，依次接仁沐新段、
宜攀段、丽攀段，
到达丽江。

雅西高速在翻越泥巴山
和拖乌山路段受冬季冰冻积
雪影响，
经常采取限制通行等
交通管制措施，
而这条高速基
本处于低海拔地区，
不会因冬
季冰冻天气影响通行。
记 者 了 解 到 ，G4216 线
宜攀沿江高速桥隧比、特殊
结构桥梁形式和数量、支线
建设里程、跨省协调难度都
为四川高速公路之最。全线
桥隧比高达82.5%，其中隧道
占比特别高，达55%，总长约
238公里，共132座。
据悉，沿江高速沿金沙
江布线，互通、服务区设置困
难。设计技术人员通过变形
化、简易化、分离化、多样化
等方式把互通“压扁”，将服
务区或停车区分等级零散化
设置。同时，
针对隧道群可能
给司乘 人 员带来的心理 压
抑，设计人员首次在路线设
计、灯光设计、景观设计中引
入了驾驶心理学理论。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坚强保障

成都至西昌第二通道开工
隧道时速可达120公里
10月11日举行的全省交通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中，成
都至西昌的第二通道--乐西
高速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记
者了解到，乐西高速的控制性
工程——大凉山1、2号隧道的
设计时速最高为120公里，避免
传统高速公路隧道易成为堵点
的问题。

乐西高速是成都平原经济
区与攀西经济区联系的重要经
济通道；是继雅西高速后，成都
至西昌的第二通道，也是乌蒙
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大小凉
山彝族聚居地区脱贫致富的重
要扶贫通道。
乐西高速将经过大风顶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麻咪泽自然
保护区，考虑到环境保护，将采
取穿洞而过的方式，这就诞生
了该条高速的控制性工程——
大凉山1、2号超长隧道。

环保
两座超长隧道穿越大凉山
乐山至西昌高速公路马边
至昭觉段长170公里，
总投资327
亿元，起于乐山市马边县城东
侧，
顺接仁沐新高速公路马边支
线，
经雷波县、
美姑县，
止于昭觉
县南侧，接G7611线昭通至西昌
段高速公路。
全线采用双向四车
道高速公路标准，
设计速度80公
里/小时，
建设工期5年。

节能
碳纤维加热消除隧道洞口冰雪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
划勘察设计研究院隧道与地下
工程分院院长林国进表示，大
凉山1、2号隧道均为10公里左
右的超长隧道。如何避免两条

超长隧道成为全线的运营瓶颈
段，是隧道设计必须解决的难
题。设计通过隧道断面加宽，提
高了隧道设计时速，达到洞内
外运行速度一致，最高可满足
120公里/小时的运行要求。
隧道内还设置了两处四车
道大断面洞内景观带，
既提高了
隧道防灾救援能力，
也能有效缓
解司乘人员的视觉疲劳和心理
压抑感。
采用新型碳纤维路面加
热技术，
消除了隧道洞口段的冰
雪灾害，
确保冬季运营安全。
此外，同步开工的国道248
线、国道350线道孚县八美过境
段、国道345线石渠宜牛至达日
四川境段、省道220线道孚至二
嘎里、国道227线巴亨垭口至桃
巴段等4个国省干线项目，将进
一步改善当地交通出行条件。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中国梦为什么一定能实现——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人赶考路
上永远不忘的初心，
是实现中国梦不竭的动力源泉

黄色以上预警 绕城内尾号限行
橙色红色预警 持卡坐公交免费地铁8折
蓝色
预警

黄色
预警

预测 AQI 日均值＞200，且未达到高级
别预警条件
蓝色预警重要措施
中心城区停止大型商业建筑、市政工
程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喷涂作业。

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持续 2 天（48
小时）及以上，
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黄色预警（及以上）重要措施
绕城内区域工作日6：
00至22：
00时段：
国Ⅲ（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汽油车禁止通
行，
按照机动车号牌实行汽车尾号限行。

橙色
预警

红色
预警

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持续 3 天（72
小时）及以上，且 AQI 日均值＞300，且
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及以上）重要措施
增加城市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的营运频次；持卡乘客乘坐公交免费，
乘坐地铁八折优惠。

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持续 4 天（96
小时）及以上，且 AQI 日均值＞300 将
持续 2 天（48 小时）及以上；或预测 AQI
日均值达到 500
红色预警重要措施
教育部门协调幼儿园、中小学校等教
育机构采取停课措施；绕城内区域全
天 24 小时：国Ⅲ（不含）以下排放标准
的汽油车禁止通行；本市和外地汽车
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
制图 陈亦乐

今夏，来自亚非拉等地近50名学员结束在北京大学南南
合作与发展学院一年的学习。
“尽管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万能
的方式和道路，但我相信，在中国学到的经验对尼日利亚发
展大有帮助。
”尼日利亚官员欧姆勒·伊利亚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
奋斗中探索出来的道路，
根植于中国大地，
反映人民意愿。
回望近百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从探索“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到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
庄大道，都是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走出来的。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山，
17棵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30年代初，
华屋村17名青年参加红军，
相约栽下17
棵松树。
革命途中，
他们壮烈牺牲，
这些松树被称为
“信念树”
。
时空穿越，这片松树承载着党和人民拧成一股绳的理想信
念，也见证了今天党带领人民奔小康的决心。今日华屋村，村
民在田间建起果蔬大棚，
公路能直通瑞金城区……
党和人民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一人、
一村、
一市的面
貌变化，
都印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进的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全面发展。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一派繁荣，当年这里曾是荒滩。21年
前，
“闽宁扶贫协作”模式开启，一批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对
口协作硕果累累。这是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
东西携手扶贫，
互
补实现共赢。
从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到提出“以人民为
中心”，在“7·26”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
“更好解决我
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
全面进步。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顺应人民期待和时代发展中不断
丰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提出和实践，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沿江高速新市至金阳段永善支线黄角堡金沙江特大桥效果图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成都拟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现正公开征求意见

《预案》将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划分为四个
等级，由低到高顺序依次为蓝色预警、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紧接01版 2013年到2016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3718名被
告人无罪。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快推进、
“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
的顽疾逐步破解……司法体制改革不断破除藩篱，公平正义
大放光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都不能少，
以此惠及民众。
河北国税局王建平至今记得第一次进驻康保县西于发营
村时的“冷”——零下30多摄氏度，可村民的眼神比风还冷：
“看着吧，这些干部屁股坐不热还得走。”一入夜，村里伸手不
见五指。王建平买来10盏太阳能路灯。路灯亮了，村民们心里
的灯也点亮了。
“扶贫，把党员干部的形象在百姓心里扶了起
来。
”王建平说。
人民立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永远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央党校教授祝灵君
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
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秋冬季到来，面对形势严峻的大气环境，成都将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目前已进入征
求意见阶段。相比于2013年印发实施的《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试行）
》，
《成都市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2017年修订）
》
（征求意见稿）将预警的门槛从黄色、橙色和红色三级调整为四
级，增加了蓝色预警级别。同时。各级预警相对应的响应措施则提升了标准，机动车尾号限行或
将提前至黄色预警级别响应，
红色预警时或将实行单双号限行。

响应门槛更低

限行更加严格

民生配套更多

三级变四级
增设蓝色预警等级

黄色以上预警绕城内尾号限行
红色预警绕城内单双号限行

红色预警
将协调学校采取停课措施

根据《征求意见稿》，新修
订的应急预案适用范围为本市
辖区内出现或可能出现重污染
天气（空气质量指数AQI日均
值>200）时的应急处置，但春节
放假期间另行安排。值得注意
的是，适用范围还明确因臭氧
引发的空气重污染，将及时发
布健康防护提示。
在预警分级方面，由以前
的三个等级变为四个等级，由
低到高顺序依次为蓝色预警、
黄 色 预 警 、橙 色 预 警 、红 色 预
警。记者注意到，这里有一个预
测的前置条件，预测AQI日均
值＞200，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
条件将启动蓝色预警。
新修订的应急预案，响应
门 槛 更 低 ，但 提 升 了 要 求 。其
中，蓝色预警响应措施里，提出
了“增加中心城区城市道路及
进出城城市快速路、郊区新城
建成区主要道路、行道树、绿化
带冲洗除尘频次；中心城区停
止大型商业建筑、市政工程产
生挥发性有机物的喷涂作业”
两条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征求意见稿》特别对污染
天气下工厂、
工地停工做出了严
格要求。
在橙色和红色预警下，
全
市范围将停止室外产生扬尘和挥
发性有机物的喷涂、
粉刷、
切割、
建筑拆除作业，
除应急抢险和轨
道施工工程项目外，
施工工地的
土石方作业、
建筑工程配套道路
和管沟开挖作业也将被停止。

责编 徐剑 美编 陈亦乐 校对 陈婕

机动车尾号限行，在此次
在强调限制性措施外，
《征
《征求意见稿》中被提前至黄色
求意见稿》对预警下民众正常
预警级别的响应强制措施内。
在
生活也做出了很多配套要求。
黄色预警和橙色预警的响应措
例如，对于限行后市民出
施中明确，绕城高速公路G4201
行问题，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
（含）环线内区域，
工作日的6：
00
在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响应情
至22：00时段：国Ⅲ（不含）以下
况下，持卡乘客可免费乘坐公
排放标准的汽油车禁止通行（特
交，乘坐地铁可享八折优惠。同
殊车辆除外），按照机动车号牌
时，在红色预警下，教育部门将
（含临时号牌）的最后一位阿拉
协调幼儿园、中小学校等教育
伯数字实行汽车尾号限行。
机构采取停课措施、停止举办
在红色预警下，这一限行
大型群众性户外活动。企事业
措施进一步升级成：绕城高速
单位可根据空气污染情况实施
（含）内区域全天24小时，国Ⅲ
调休、错峰上下班和远程办公
（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汽油车
等弹性工作制。
禁止通行，本市和外地汽车（含
有意见，可以这样提
临时号牌汽车及持《成都市货运
汽车城区道路行驶证》的货车）
如果对《成都市重污染天
实行单号单日、
双号双日行驶。
气 应 急 预 案（2017 年 修 订）》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
在黄 （征求意见稿）有意见，即日起
色以上预警响应下，在中心城
至10月20日，欢迎通过两种方
区、郊区新城建成区，建筑垃圾
式表达：
运输车辆以及运输煤炭、砂石
1，关 注“ 蓉 城 政 事 ”公 众
（砖）、
水泥等易产生扬尘的运输
号，发消息或在相关文章后留
车辆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
在橙
言提出您的意见；
色和红色预警下，
中心城区和郊
2，在成都市政府官方网站
区新城建成区，
过境重型载货车
的“意见征集”栏目，找到相关
全天24小时禁止驶入绕城高速
意见征集栏目留言。
公路G4201（含）环线内区域。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新修订的预案还根据成都
市大气颗粒物源解析结果，
针对
三大主要污染物，对各类工地、
扫二维码
工业企业、
机动车等提出精准减
关注
排的强制性措施，
尤其是对柴油
“蓉城政事”
车和非道路移动源提出更加严
格的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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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展览馆，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开幕以来，
每天吸引上万名群众参观，
迄今观展人数已超过30万。
距成就展东南方向10公里的国家博物馆，五年前，习近
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开启了“中国梦”的伟大愿
景：
“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
“今天这个展览，是对五年前号
召最好的呼应。它展现了13亿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
国梦征程上谱写的璀璨历史篇章。”
“你呀，不错嘞，好书记啊！”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井冈山神山村，年过七旬的老支书彭水生向总书记
竖起大拇指。这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掏心窝子的认同，这是
基层百姓对党的总书记发自肺腑的情感。
五年来的伟大实践昭示着一个永恒真理——只要党始
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实现
不了的梦想！
梦想可期，
蹉跎难避。
历史又到了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实
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我们还有许多“雪山”、
“草地”
需要跨越，
还有许多“娄山关”
、
“腊子口”
需要征服。
实现中国梦，就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
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教授表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关键在“确保”，这就需要有“更加科学、
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的治党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展试点。今
年，巡察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写入新修改的巡视
工作条例。中央纪委明确表示，党的十九大后，巡视工作要继
续发挥利剑作用。
实现中国梦，就要始终顺应时代新变化和人民新需求，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
“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
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
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在
《实践论》中这样写道。
这个道理，
同样适用于建设和改革时期。
如今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说，
“7·26”
讲话提出的
“八个更
加”
，
是今后
“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的发力指向。
实现中国梦，就要激发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
汇聚起磅礴的力量——
焦裕禄说，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到群众中去，
问问群众，
你就有办法了。
今日兰考，
已成为河南首个脱贫县，
全县形成
“领导领着干，
干部抢着干，
群众跟着干”
的氛围。
今天，在党领导人民向着中国梦进军的时代中，人人都
有奋斗的舞台，人人都是剧中的主角，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这就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结束处悬挂着130张优
秀共产党员和集体的照片。邓中夏、江竹筠、董存瑞、邱少云、
雷锋、焦裕禄、孔繁森、谭千秋、沈浩……他们的人生轨迹虽
然不同，
价值坐标却高度一致：
“心”
系人民，
“干”
在实处。
党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书写的壮丽史诗，铸起共产党
人的一座座精神丰碑，诠释着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的宗旨立场，标注着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中国人民实现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高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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