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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信使”其美多吉：
行驶在路上
才有幸福的感觉

工作上，再多苦难，其美多吉说
起来都是掷地有声，但说起家人，他
的声音弱了下来。

30年来，其美多吉没有在运邮途
中吃过一顿正餐。只在家里过过5个
除夕，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在运邮
路上……

“过年时，别人都回家和家人孩
子团聚了，只有邮政车还在孤单地行
驶，那时候真的感觉对不起家人，心
里也很牵挂家人。”其美多吉坦言，那

时候心里会特别愧疚，“心里会有酸
楚的感觉。还有六一儿童节，大多数
孩子都有父母陪着。我小儿子问我，
爸爸，别的小朋友都有父母陪，为什
么我没有？当孩子这么说的时候，我
内心真的极其不是滋味，特别惭愧。”

即便如此，其美多吉还是从未有
过放弃的念头。“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肯定是最大的坚持动力。”其美多吉
笑言，现在小儿子成了自己的“领
导”，“他负责我们线路的调度，我对

他从事这个工作也是非常支持的。”
原来，为了弥补对孩子的亏欠，每

次收车回来检修车时，其美多吉就会
带着孩子一起，久而久之，小儿子扎西
泽翁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如今，扎西
泽翁已是甘孜县邮政分公司网运调度
员，他们成了邮路上的“父子兵”。

扎西泽翁说，“以前对父亲的工作
不是很了解，就觉得老爸无所不能，现
在自己也从事了这份工作，有时候会害
怕他路上出现什么状况，但我还是支持
他，因为开车的时候父亲是快乐的。”

扎西泽翁选择这个行业，的确
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特别喜欢
车，感觉他的工作很潇洒，所有人都

夸我老爸，你家老爸开车开得特别
好，这让我很自豪，对他的工作也很
向往。”

其美多吉驾驶技术好、路况熟，
川藏线上无人不知，很多人都劝他换
个更轻松更挣钱的工作。他轻轻地摇
着头说，“这份工作培养了我，我就要
对得起这份工作！”

雪线邮路上的30年，其美多吉见
证着祖国对藏区的巨大扶持，看到了
家乡日新月异的巨变。其美多吉说：

“看到老百姓拿到包裹的笑容，我就
知道，党和国家时时刻刻关心着这
里，我要感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蒋麟

30年的坚守
从未想过放弃 如今儿子追随入行

昨日，省人社厅召开2019年首场
新闻发布会，通报新的一年我省人社
重点工作。记者从会上获悉，自去年我
省颁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以来，全省高级职称专业技术
人员达40万人，较上年度增长11%。

今年，我省将持续推进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将完善新闻、技工院校
等系列职称评价标准，并将建立港
澳台居民及外国人在我省申报职称
评审的有关办法。在推进“技能四
川”建设方面，省人社厅还将探索举

办川菜、川茶、竹编等传统特色技艺
省际职业技能邀请赛。

四川省人社厅二级巡视员、专业
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付林介绍，在持
续推进深化职称制度改革中，今年，省
人社厅将进一步完善职称评价标准和
层级设置。另一方面，今年省人社厅还
将会同省农业农村厅进行职业农民职
称评审试点工作，并聚焦川港澳深度合
作，会同科技厅建立港澳台居民及外国
人在我省申报职称评审的有关办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持续推进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四川将完善新闻、技工院校等系列职称评价标准

昨日，记者从国内多家资讯公司处
获悉，1月28日国内成品油调价将迎来
2019年以来的“二连涨”。这也是2019年
春节前成品油的最后一次调价。

在本计价周期内，围绕着欧美股
市走势，美国成品油库存与全球原油
产量增长减缓及供求前景不确定，市
场对全球经济增长减缓担忧等因素，
国际原油高位盘整。受此影响，国内
参考的原油变化率正值上扬，国内大
宗商品资讯机构卓创资讯认为，本轮
油价上调已成定局。

卓创测算，1月23日收盘国内第
8 个 工 作 日 参 考 原 油 变 化 率 为

6.43%，对应汽柴油上调245元/吨，
折合成升价，92号汽油将上调0.19
元/升，0号柴油上调0.21元/升。

记者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L
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
花10元。卓创资讯分析师薛珊表示，
目前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高位，本
调价周期仅剩三个工作日，若原油
大跌，本轮零售限价涨幅或将收窄，
但上涨趋势难以出现反转。因此，1
月28日晚24时国内成品油市场大概
率迎来“两连涨”局面，车主们春节
出行支出将再次小幅增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机构预测成品油将迎“二连涨”春节出行成本或增加

年味渐浓，今年春节期间全省将
会推出哪些有“年味儿”的文化旅游
大餐呢？昨日，全省2019年春节文化
和旅游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在成都召
开，通报全省2019年文化旅游重点工
作，安排春节期间文化旅游任务，各
地市（州）设立了分会场。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春节期间全
省各地将广泛开展群众参与性强的
民间技艺、游艺联欢、书法美术摄影
展、花（灯）会、赛歌会、票友会、秧歌
会、舞龙舞狮等823场特色活动，179

项文博展览，21场涉外和涉港澳台营
业性演出，2场涉外艺术品展览等。各
地还将依托冰雪旅游、春节民俗文化
体验游及音乐季、灯会、庙会等200多
个特色旅游体验活动进行创新，为游
客推出更丰富、欢乐、有内涵、有特色
的文化和旅游产品。

三大文化品牌活动
打造博物馆里的“文化年”

今年，成都准备了一系列丰富的
文旅大餐，各类音乐演艺、民俗闹春、
新春庙会、群众游园、绿道休闲、优秀
剧目展演等文旅活动将达2000余场。
记者在成都分会场获悉，春节期间，
锦城绿道举办的“绿道生活节”将举
行精彩纷呈的艺术、音乐、集市、运动
等活动，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年
味。锦城绿道段的“夜游锦江”项目将
与市民游客见面，“熊猫爬塔”光影
秀，将点亮夜空，为游客展示成都文

化和锦江故事。国色天乡将为游客呈
现风格迥异、美丽璀璨的彩灯灯组，
浪漫绚丽的烟花秀，多彩梦幻的水光
秀……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武侯祠博物
馆“成都大庙会”、杜甫草堂博物馆

“人日游草堂”、金沙遗址博物馆“金
沙太阳节”三大文化品牌活动，为大
家打造一个博物馆里的“文化年”。

鼓励景点延长游览开放时间
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

让游客游得开心，还要耍得安
心。记者了解到，全省将以“市场秩序
治理规范”为重点，加大执法力度，依
法严厉打击各类文化和旅游市场违
法行为，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
俗”和“黄”“赌”“毒”文化旅游市场不
健康内容，规范文化旅游市场秩序。
在节前、节中、节后对文化旅游重点
环节、重点区域进行严格安全督查，

采取暗访与明查相结合、企业自查与
市州重点督查相结合、专项检查与综
合排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据成都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成都市文广旅、公安消防、应急管
理、市场监督、交通运输、城管等涉旅
相关部门将联合开展假日文化旅游市
场监管，坚决依法打击虚假广告宣传、

“不合理低价游”、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四黑”无证经营、拉（抢）游客等违法
违规经营行为。

同时，全市公共文化机构、文博
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将加大向
社会免费开放力度，全面推广错时延
时开放制度，在安全等保障条件允许
的基础上，鼓励景区景点适当延长游
览开放时间。各景区之间将开通景区
直通车，相关景区将在假日期间推出
不定时延时服务，为游客提供更好的
旅游体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昨日，总投资50亿元的格力成
都产业园项目在天府新区智能制造
产业园正式开工。其中项目一期投
资约20亿元，占地约600亩，预计年
产300万台洗衣机，达产后预计年产
值60亿元，未来还将拓展冰箱和生
活家电生产线。

“格力成都产业园洗衣机生产
基地，将是格力全智能化的、自动
化的、最高端的洗衣机生产基地，
也是格力电器在成都建立的第一
个生产基地。”参加开工仪式的珠
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明珠表示。

据介绍，格力成都产业园项目的
开工建设，是新津全力打造天府新区
智能制造产业园，加快构筑先进制造
业发展高地的具体成果，也是成都建
设“国家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
新实践、新进展，填补了成都在智能
家电领域的产业空白，对成都加快工
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董明珠在致辞中对成都市各级
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她也强调：

“一个企业，不仅仅是向政府要资
源，更重要的是要为当地的发展添
砖加瓦，这才是我们建设基地的价
值。我相信今天的开工是我们格力
电器的一个新起点，也相信格力会
为成都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据新津县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9年，新津将在集聚智能技术及
服务项目方面，重点招引智能制造
平台研发项目，以发展智能制造技

术服务业为核心，围绕人工智能技
术开发，大数据存储、分析及应用，
工业软硬件设计、无人驾驶技术、物
联网研发及应用等，着力聚集一批
以数据服务、技术服务为核心业务
的关键技术平台类项目。

加快推进智能制造产业聚集，
就在上月21日，天府新区智能装备
产业园暨人才安居工程二期项目开
工。其中，智能装备产业园建成后将
成为吸引优秀智能制造企业入驻的
载体，与周边的智能制造产业形成
集群优势。人才安居工程项目将为

“蓉漂”人才提供安居之所，吸引与
产业发展高度相关的高端领军人
才、青年人才和产业技能人才。此
外，今年3月，天府新区智能科技创
新中心项目也将开工建设，打造集
产业孵化、总部培育等一体化平台。

目前，新津已建立了全市首个
智能制造产业园，将加快智能制造
产业成链条、集群化发展，不断完善

“智能制造”产业生态圈，建设“人城
产”深度融合的智能制造产业新城。
目前的园区内，国内首条、全球第二
条内嵌式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正在
建设中，国承万通数据工厂、途远智
能家居产业基地等一批龙头项目建
设也即将启动。下一步，新津将按照

“智能制造+产业生态”的路径，着
力推进主导产业发展，大力实施“新
津智造”行动计划，加快做大做强智
能制造产业，构建智能制造现代产
业体系。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摄影报道

格力成都产业园开工
一期达产后

预计年产值60亿元

昨日，成都市温江区召开新闻发
布会，解读《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的意见》。《意见》对标先进发达
地区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和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举措，围绕“惠企、利企、
便企”三大关键词，细化100条政策，
涵盖推动民营企业做强做优等8个大
类，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院校企地协同
创新等27个方面。温江区的100条支
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重
点从推动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推动民
营企业创新创造、缓解民营企业融资
难等方面进行专项支持。

在推动企业做优做强方面，着眼
于民营企业规模体量、总部经济、发
展质量、发展空间、投资招引、建筑业
提效等发展关键，提出5项支持政策。
对民营企业自建或购置办公用房、年
主营业务收入5000万元以上、新获批
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称号、引进重大产业化项目、
扩大温江名优产品海外销售、外地优

质建筑企业迁入温江等给予奖励。其
中，对民营企业在温江设立企业总部
的补助金额最高可达1000万元。

医药健康产业是温江发展的主
导产业，为高质量推进“三医融合”产
业之城建设，《意见》制定了突出发展
医药健康产业的政策措施。引导民营
企业面向生物医药、创新化学药、现代
中药、高端医疗器械等先进制造业，医
学研发、价值医疗、全程健康等方面积
极投资。对民营企业以新增投资、以商
招商、存量招商、开展技术改造等方
式，盘活闲置工业用地等，都将进行奖
励。属医药健康产业项目的，按设备实
际投入的5%给予最高400万元补贴。

为使《意见》更好地得到落实，
温江还在政务服务环境建设方面进
行延伸和拓展。温江区采用重大项
目全程代办服务机制，直接由代办
员与多个审批部门进行内部沟通协
调，加快项目审批进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龚靖杰

温江出台100条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在温江设立企业总部最高可获1000万补贴

音乐演艺、民俗闹春、新春庙会、群众游园、绿道休闲……

成都春节筹备2000余场“文旅大餐”
景区直通车带你痛快耍成都

坚守雪线邮路坚守雪线邮路3030年年//行程行程140140多万公里多万公里

“我小时候，高原上的车
很少，在我家乡，第一份报纸
是邮车送进来的，第一份中
专生的录取通知是邮递员送
来的。如果能当上邮车司机，
多光荣、多神气啊！”

“只要有邮件，邮车就得
走；只要有人在，邮件就会抵
达。”30年来，其美多吉一直
抱着这样的信念。

外出好几天外出好几天，，其美多其美多
吉 总 会 想 起 他 的吉 总 会 想 起 他 的““ 老 伙老 伙
伴伴””———他的邮车—他的邮车。。

在平均海拔高于在平均海拔高于35003500
米的雪线邮路上米的雪线邮路上，，其美多其美多
吉用吉用3030年时间和年时间和““老伙伴老伙伴””
一起跑了一起跑了140140多万公里多万公里，，运运
送省内邮件送省内邮件3737万件万件，，工作工作
途中曾遇歹徒持刀抢劫途中曾遇歹徒持刀抢劫，，
身中身中1717刀刀，，肋骨被打断四肋骨被打断四
根根 ，，头 盖 骨 被 掀 掉 一 块头 盖 骨 被 掀 掉 一 块
…………

11月月2424日日，，说起这次外说起这次外
出出，，其美多吉笑着说其美多吉笑着说，，好几好几
天没摸过邮车的方向盘天没摸过邮车的方向盘
了了，，还有点不习惯还有点不习惯。。

实现儿时梦想
当上邮车司机 一开就是30年

其美多吉出生于1963年，他的
身材依然健硕，而他的脸上写满
岁月磨砺的沧桑，但他的眼神中
却透露着坚毅，“能从事喜欢的职
业，实现儿时的梦想，我是有多幸
运啊。”

其美多吉说，“我小时候，高原上
的车很少，在我家乡，第一份报纸是
邮车送进来的，第一份中专生的录取
通知是邮递员送来的。如果能当上邮

车司机，多光荣、多神气啊！”
18岁那年，其美多吉买了一本汽

车构造和汽车修理的专业书籍慢慢
钻研，没想到后来成了还不会开汽车
就先会修车的人，在当地还小有名
气。“拿到驾驶证后的1989年，德格县
有了第一辆邮政车，我就去应聘，可
能因为在当地开车修车还颇有名气，
一去就聘上了。”

1989年进入邮政企业后，其美多

吉的路线几乎没变，从四川甘孜县城
向西行进，邮车便开始翻越海拔6168
米、有着“川藏第一险”之称的雀儿
山。路面随着海拔攀升不断收窄并越
发颠簸。车轮碾过之处，尘土卷着碎
石滚下百米悬崖。这样的线路，其美
多吉坚守了30年。

再险再难也无畏。“只要有邮
件，邮车就得走；只要有人在，邮件
就会抵达。”抱着这样的信念，30年
来，其美多吉6000多次往返于甘孜
与德格之间，行程140多万公里，约
等于绕了赤道35圈。他驾驶的邮车
从未发生过一次责任事故，圆满完

成了每一次邮运任务。仅2018年，其
美多吉带领班组安全行驶62.49万
公里，向西藏运送邮件41万件，运送
省内邮件37万件。

如今，其美多吉是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四川省甘孜县分公司长途邮运
驾驶员。2016年，其美多吉所在的康
定一德格邮路车队当选交通运输部

“中国运输领袖品牌”；2018年，康定
一德格邮路被交通运输部命名为“其
美多吉雪线邮路”。其美多吉本人曾
获“中国好人榜”“四川省五一劳动奖
章”“2016年度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
物”等称号。

不向磨难低头
曾身中17刀 康复一年再上邮车

雪线邮路上，漫天的风雪让人无
法分清天空和大地时，其美多吉的邮
车总是在雪山之上碾出第一道辙。

川藏线甘孜段经常遭遇暴风雪
和泥石流，塌方滑坡也是常事，很多
路段只能单边放行，通常是邮车打头
阵。邮车过了，其他客车、社会车辆才
敢小心翼翼地通行。

其美多吉的线路要途经“川藏第
一险”——雀儿山垭口。垭口海拔

5050米，是四川最高的公路垭口，道
路曲折险峻，几乎是在绝壁上开凿
的，一面是碎石悬挂，一面是万丈深
渊。对道路不熟悉或技术不过硬的司
机，根本应付不了这里的路况。

据了解，2017年雀儿山隧道通车
前，其美多吉每月要在这条路上往返
很多次。他说，“每次经过这里，都要
小心翼翼地查看左右车况。”逾十吨
的邮车经过这里，每一次加速、换挡、

转向，都如同与死神博弈。
谈起第一次翻越雀儿山，其美多

吉印象深刻，“路面窄，我比别人速度
慢很多，后面的车不断按喇叭想超
车，但没地方让，只能开到路宽的地
方停一下。因为真的太紧张、太小心
了，车速不超过10码，停下来时，我发
现车轱辘都发烫了。”

事实上，人烟稀少的川藏线上，邮
运员不仅要面对高寒、灾害性天气等
危险，还要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2011年，其美多吉即将结婚的大
儿子突发心肌梗死，撒手人寰，这场打
击让其美多吉变得沉默寡言。2012年7

月，其美多吉驾驶邮车返回甘孜，遭遇
一众歹徒持刀抢劫。他身中17刀，肋骨
被打断四根，头盖骨被掀掉一块。出院
后，左手因为肌腱断裂一直无法合拢，
其美多吉不得不暂别岗位。接连遭遇
精神和身体的重创，其美多吉并没有
向磨难低头。为了重返邮路，他四处求
医，依靠过程极度痛苦的办法使左手
康复。一年后，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
阻，其美多吉再次开上了邮车。

“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他才会
找回灵感和激情。我也只有到了邮车
上，行驶在路上，才有这种幸福和快
乐的感觉。”其美多吉说。

冰雪天气，其美多吉在雪线邮路凿冰取水 图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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