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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18时 雅康高速雅泸段试通车
成都出发2.5小时到泸定

试通车期间暂时免费,但车辆进入时需在收费站领卡

成都商报记者28日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获悉，雅安至康定高速公路（G4218）
雅安草坝枢纽互通至泸定互通段将于12月31日18时起试通车。这标志着四川结束
藏区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同时全省21个市（州）也实现全部有高速通达。

试通车后，从成都绕城高速出发，2.5小时就可以到达甘孜州泸定县，较目前时
间缩短近一半。试通车期间，车辆通行暂时免费，但因雅康高速与多条高速相接,车
辆进入时需在收费站领卡。

雅康高速全长135公里，起于雅安
市雨城区草坝镇，接乐雅高速，在对岩
镇与成雅高速、雅西高速形成枢纽互
通，向西经天全县、泸定县，止于康定城
东。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设计时速80公里。

本次试通车路段为雅安草坝至泸
定段，全长95公里，共有隧道17座、桥
梁74座。试通车后，从成都绕城高速出

发，2.5小时就可以到达甘孜州泸定
县，较目前时间缩短近一半。而全长
13.4公里的二郎山隧道，通过时间缩
短到15分钟。

雅康高速的建成，将彻底结束四川
藏区无高速公路的历史，是支撑藏区脱
贫奔康的扶贫大通道，对于四川融入

“一带一路”，促进藏区长治久安和旅游
资源开发也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试通车路段通过草坝
枢纽互通可实现与乐雅高速交通转换，
通过对岩枢纽互通可实现与成雅高速、
雅西高速的转换。

届时，将开放收费站4个，包括多
功、天全、新沟、泸定收费站，ETC同步
投入使用；开通服务区1处，即天全服务
区，可满足如厕、临时加油、停车等基本

服务需求。
雅康高速公司介绍说，试通车路段

沿线地质、地形情况复杂，山体陡峻，特
别是当前正值冬季雨雪冰冻大雾季节，
为确保通行安全，部分路段将实行管
制。具体情况以雅康高速公路雅安至泸
定段试通车管制通行的公告为准。同
时，4G信号将与高速路同步开通。

双向4车道暂时免费通行

ETC同步投用部分路段管制

据悉，雅康高速地处四川盆地向青
藏高原快速攀升区域，地形条件极其
复杂，岭谷高差一般在1000-2000米，
甚至高达5000米以上。地质条件也极其
复杂，二郎山特长隧道就穿过了13条断
裂带。气候条件极其恶劣，高海拔路段
的雨、雪、冰、雾、风等恶劣气候影响时
间长，早晚温差达15摄氏度。同时，生
态环境极其脆弱，不仅紧邻大熊猫栖

息地自然保护区，还穿越省级珍稀鱼
类保护区。因而，工程建设极其困难，
全线桥隧比高达82%，是目前国内桥隧
比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在建高速公
路之一。

雅康高速在72个地质灾害点位，安
装了北斗高精度地灾监测预警系统，为
建设和后期营运安全管理提供了保障。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摄影记者 张直

安北斗系统监测72个地灾点

为民办好实事 回应市民最急最盼最愿的民生期待

70个民生实事项目全部完成
市民代表总体满意率达97%
成都市2017年十大民生实事综合验收汇报会昨举行

搜集市民意见建议千余条
“精准”选择70个项目回应

据了解，今年督查室大范围、多渠
道收集市民意见、听取群众呼声。通过
省市主流媒体、市长公开电话、政府门
户网站征集到群众意见建议1000余条。

围绕市民反映集中的“交通堵、上
学难、配套少、空气差”等问题，相关部
门深入研究、量力而行，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互联网+交通治理、打通断头路、
优化公交线路等7个交通类项目，新建
幼儿园中小学、困难家庭学生生活补
助等11个教育医疗类项目，新建大气重
点实验室、黑臭水体治理、绿道打造、
公园绿地等12个环保类项目。此外，还
有就业创业、扶贫解困、养老服务、食
品安全、百姓安居、文体惠民、便民服务
等项目。

据督查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
民生实事一方面加大城市硬件改造，确
定了“三治一增”、道路改造、场馆建设、
环卫工人作息房等公共设施项目30个，
占项目总数的41%；另一方面加快城市
服务改善，推出了政务延时错时服务、
公安一站式办证、便民疏导点等公共服
务项目28个，占项目总数的40%。

主动公开民生项目进展
市民代表全程参与监督评议

据了解，督查室坚持开门办民生，
主动接受市民代表和社会公众监督，继
续实行市民代表民生项目监督制度，重
新选聘了一批热心公益、尽职负责的市
民代表，充实完善了代表队伍，让代表
作为监督员和裁判员全程参与、监督评
议民生项目建设。 紧转02版

昨日，成都市2017年十大民生实事综合验收汇报会举行。汇报会
前一周，市民代表们分3组对70个民生实事项目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年
终集中检查“打分”。从实地检查和市民代表测评打分情况看，我市今年
70个民生实事项目全部圆满完成，其中44个项目超额完成，市民代表
总体满意率达97%。

2017年的成都民生实事，首次纳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实现了同
编制、同实施、同督查、同考核，优先安排财政资金，多领域建设，高质量
完成。今年70个民生实事项目财政直接投入达153.7亿元，为年初预算
的111.4%。28年以来，成都每年坚持集中实施一批民生项目，驰而不
息地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了城市和谐、宜居、文明水平，为我市蝉联“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奠定了坚实基础。

芳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提供免费婚前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

盛邦菜市

食品安全实行
“二维码溯源管理”

昨日下午，出生于马来西
亚的大熊猫“暖暖”结束了一
个多月的隔离检疫，在中国大
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
地进行了回国后的首次全球
亮相，这也是“暖暖”的首个新

年见面会。
为庆祝“暖暖”入住新家，“暖

暖”还得到了一份礼物——都江
堰市政府向“暖暖”颁发了全球首
张专属于大熊猫的“身份证”，编
号为51018120150818001。据了

解，以“暖暖”为起点，接下来每
一只在都江堰生活的大熊猫，
都将有这样专属的身份认证，
编号将依次递加。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实习生 向莲君

海归大熊猫“暖暖”入籍都江堰
“身份证”号：51018120150818001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张家华）昨日，我市举行2017年十
大民生实事综合验收汇报会。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市委副
书记、市长罗强出席会议。

2017年，我市民生实事实施具
体项目70个，涉及交通出行、环境治
理、教育医疗、百姓安居等10个方
面，市民代表总体满意率达97%。

在认真听取民生实事完成情
况汇报和市民代表发言后，范锐平
说，28年接续奋斗塑造了政府民生
品牌，建立了市民希望工程，接力
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要接好
棒、加速跑。6位代表的发言入情入
理、理性睿智，是党员干部最好的
民心课、民生课。人民有需要、市民
有期许，我们唯有体味民生百味，
把民生短板当成工作重点，把民生
小事当成工作大事，一件一件落
实，让生活更舒心，让城市更美丽。

范锐平指出，做好新时代民
生工作，要科学判断群众对美好
生活需要的趋势性变化，切实找
准民生领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逐一落实、接续奋斗，让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范锐平强调，当前要高质量办
好民生实事，必须坚持以市民感受
为导向，努力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补齐短板为
重点，着力解决民生领域的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坚持以共建共享为核
心，加快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
城市。全市上下要紧扣群众美好生
活需要，抓紧筹备、科学谋划，面向
社会公开征集、论证、筛选普惠性
强、涉及面广、群众急需的明年民
生项目，优先保障资金需求，把项
目做细、做好、做实，把民生实事办
成精品工程、放心工程、民心工程。

罗强强调，2017年，我们紧紧
围绕群众最急、最忧、最怨问题，
在多谋民生之利上出实招、做实
事，用网络理政平台察民情、汇民
智，用大数据分析引领行政决策，
用错时延时工作制提升政务服务
水平，确保了2017年十大民生实
事圆满完成。2018年，要坚持问需
于民，精准设置民生项目；坚持问
计于民，共建共治共享；坚持问效
于民，加强监督管理；坚持取信于
民，层层压实责任。

会前，市民代表们前往芳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盛邦菜市等
民生项目现场，实地考察了建设
完成情况。

市领导谢瑞武、苟正礼、王忠
林、范毅、郝康理，四川天府新区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任
远，市长助理韩春林等参加会议。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昨
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
开第十六次会议，学习贯彻近期中
央、省委深改组会议精神，审议有
关改革方案，研究部署下阶段全市
深化改革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领导小组组长范锐平主持会议
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
组副组长罗强出席会议。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于伟，市政协主席唐川平
列席会议。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
副组长朱志宏出席会议。

会议学习了十九届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了省委深改组第二十六次会议精
神；审议了《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评价考核办法》《成都市绿色发展
指标体系》《成都市推进普惠金融发
展实施意见》等专项改革方案。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
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
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对新时代谋
划和推进改革工作提出了新要
求、作出了新部署。省委深改会再
次强调要不折不扣推动中央和省
委各项改革部署落地落实，不断

把全面深化改革引向深入。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紧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
矛盾和焦点问题，站在更高起点继
续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

会议认为，当前深化改革要
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三个不能
变”的重要要求，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改革方向，强化落实责
任，以敢于下深水、涉险滩、担风
险的坚定和勇毅，提升群众认同
感和获得感，为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提供政策支撑。

会议强调，明年是改革开放40
周年，要抓紧梳理和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部署的一系列改革任务，主
动对接省委改革部署，立足成都实
际，科学提出明年和今后一段时期
全市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目标、任
务、领域和工作要求，抓谋划、抓统
筹、抓落实，为全国全省提供更多
可复制可借鉴的改革经验。

市领导胡元坤、谢瑞武、王川
红、廖仁松、苟正礼、田蓉、王忠
林、刘宏葆、范毅、刘筱柳、张正
红、徐季桢，市法院院长郭彦、市
检察院检察长吕瑶、市长助理韩
春林等参加会议。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六次会议

下深水 涉险滩 勇担当
蹄疾步稳在更高起点深化改革

范锐平主持并讲话 罗强出席 于伟唐川平
列席 朱志宏出席

擦亮“民生品牌”
许人民美好生活
成都市2017年十大民生实事综合验收

汇报会举行 范锐平罗强出席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张家华）昨日，成都龙潭新经济
产业集聚区标准化厂房、航天科
工智慧海派智能智造产业园开工
建设。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
平，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党组书
记高红卫出席启动仪式。

成都着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
动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构建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正
加快建设标准厂房，筑巢引凤推进
更多项目尽快落地。此次新开工的
标准化厂房、产业园区重点布局新
经济领域，符合成都产业发展方

向，将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国家中心城市打造新的动力引擎。

智慧海派智能智造产业园位
于龙潭新经济产业集聚区，总投
资35亿元，重点发展“智能终端、
物联网、芯片、汽车电子”四大板
块，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可达300亿元。其中，一期智能移
动终端项目占地156亩，总建筑面
积20万平方米，预计于2019年上
半年竣工投产。

市委常委、秘书长苟正礼，副
市长、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范
毅出席启动仪式。

航天科工智慧海派
智能智造产业园开工

范锐平高红卫出席启动仪式

点位
直击

二郎山特长隧道长13.4公里，两边各设两处景观带。洞顶用LED灯
或投影营造出“蓝天白云”，缓解视觉疲劳

昨日下午，30余名市民代表来到高新区芳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考察这里的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项目，了解全科医生等科室为社区居民开展
的各种服务。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们已超额完成
任务，婚检率由去年的72.85%上升到86.34%，孕优检
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100%，全市共为80155对拟婚
夫妇开展了免费婚前检查，全面免费为计划怀孕夫妇
88626人实施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2017年我市孕产
妇死亡率降为十万分之4.66，婴儿死亡率稳步下降至
千分之2.83，这在全国都属于领先水平。

随后，市民代表们来到位于高新区盛邦街的盛邦菜
市。“好干净！摆放得好整齐！”一走进菜市，市民代表们
不禁发出感叹。据了解，这是我市今年新改建的7个标准
化菜市场之一，可满足周边近3万人的需求。

市民代表们依次参观了蔬果区、水产区、鲜肉区
等区域。在每个摊位前，都挂着一个标着摊位名字的
二维码，扫一扫，立即就出现摊主姓名以及“我们已对
食材进行溯源监测，请放心食用”的说明。原来，这是
该农贸市场推行的食品安全“二维码溯源管理”。

据了解，我市目前已建立起以覆盖全市499家农
贸市场、19890个经营户的使用农产品追溯网络，累计
录入溯源信息290余万条。 成都日报记者 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