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许江韵 记者
曹笑 唐金龙）3月28日，德阳举行
城市建设推介会，邀请全国知名城
市建设、文化旅游专家和企业负责
人齐聚德阳，共话友好合作，共谋
城市发展。会上，华西都市报与德
阳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品牌推广
平台建设、文旅产业发展、马拉松
体育赛事、文化古宅古镇建设等方
面展开深入合作。

德阳市委书记蒲波作德阳城
市推介，他说，德阳地处成都平原
腹心地带，自古就有“川西明珠”的
美誉，区位优势独特，经济实力雄
厚，是一座年轻美丽的城市，也是
一座底蕴丰富的城市。当前，德阳
正按照省委实施成德同城化发展
战略，全方位全领域推进成德同城
化，全力推进与成都的区域规划、
交通建设、通信设施、城市品质、产
业布局、政策机制“六个协同”，着
力构建以成都主城区为核心，南有
天府新区、北有德阳新城的“一核
两中心”格局，着力把德阳建设成
为高端产业为支撑、高素质人才就
业创业为主体、高品质人居环境的
成都国际化大都市北部新城。

蒲波说，展望未来，德阳市委、
市政府明确提出了倾力打造世界
智造之都、国际文化名城、成都北
部新城、生态田园典范的发展目
标，这是德阳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的四张名片，必将为广大企业家和
投资者创新创业、投资兴业提供更
加有利的市场、更加广阔的舞台。
我们热切期待与广大企业家共享
无限商机，携手打造互利互惠、合
作共赢的发展共同体，热忱欢迎大
家积极参与德阳基础设施建设、城
市提档升级、文化产业投资、锦绣
天府国际健康谷建设。我们将继
续秉持重商、亲商、助商之道，实行

“容缺预审、一诺即照、秘书代理、
一表审结”服务制，全力为企业提
供最好的区位条件、最优的政策环

境、最佳的政务服务和最广阔的发
展前景，让大家在德阳投资放心、
事业舒心、发展共赢。

德阳市副市长廖凯、徐光勇、邱
爱军先后推介了文化旅游产业及重
点项目、城市建设重点项目、特色小
镇建设及重点项目。14个项目（其
中战略合作框架协议3个）在会上签
约，投资总额398.771亿元，涉及城
市建设、文化旅游、教育卫生、互联
网、电子信息等多个领域。

华西都市报与德阳锦绣天府
国际健康谷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品牌推广平台
建设、文体产业发展、文化古宅古
镇打造等方面展开合作，将华西都
市报品牌与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
品牌相融合发展，实现品牌和效益
的双提升。

德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冯
发贵在推介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
时说，健康谷规划面积433平方公
里，以五大湖区森林公园为生态核
心，以千里水系绿道为生态肌理，
以万顷花海湿地为生态底色，以绿
色健康产业为发展引领，聚焦生态

城、教育城、医疗城及万国农舍，打
造“产、城、景、人”和谐共融的美丽
中国示范区。

健康谷负责人就此次战略合
作表示，这是一次实现双赢的合
作，借助华西都市报的品牌策划以
及在文体产业方面的成功模式，必
将助推国际健康谷品牌建设、推广
以及文体产业发展。

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02

读四川

3月27日，记者从四川高
速交警获悉，2017年清明小
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将继续实
行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
行，具体免费时间为4月2日
零时至4月4日24时。

据统计分析，今年清明
小长假期间，高速流量在4月
1日开始上涨，出行高峰期预
计出现在4月2日，返程高峰
预计为4月4日。为方便广大
市民出行，四川高速交警特
奉上出行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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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尼泊尔
旅游推介会
在博卡拉举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

航 ）“Sichuan，More Than
Pandas！”尼泊尔当地时间3月
28日下午2点，由四川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主办的“尼泊尔-四川
旅游推介会”在尼泊尔著名旅
游城市——博卡拉举行。

推介会上，四川的变脸、茶
艺等表演，让尼泊尔客人印象
深刻。一位尼泊尔旅行社负责
人告诉记者，四川旅游资源丰
富，拥有众多世界自然、文化遗
产，还是大熊猫的故乡。他说，
未来将组织尼泊尔市民赴四川
旅游，欣赏四川美景、品尝四川
美味、了解四川文化。

记者了解到，四川是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要省
份，也是推动中国和尼泊尔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四川
与尼泊尔双边经贸往来与日俱
增，特别是旅游业的交流合作成
为了两地关系发展的新亮点。

去年底，成都与尼泊尔首
都加德满都市正式成为友好城
市。双方表示将以平等互利为
原则，在经贸、文化、旅游、教
育、农业、医疗卫生、城市规划
与建设、危机管理等领域开展
合作。目前，由成都往返加德
满都的航班数量，每周超过20
班，仅需3小时左右即可到达。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推
介会上，来自四川的3家旅行社
还与尼泊尔的3家旅行社签署
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发
中国和尼泊尔双边的旅游市
场，组织和接待中国公民赴尼
泊尔旅游和尼泊尔公民赴中国
旅游。

德阳举行城市建设推介会
现场签约14个项目投资总额398.771亿元
华西都市报与德阳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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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
节假日每天值守11小时

杨华群今年44岁，长期以来
从事门票管理工作，2016年2月
由青城前山门票所所长岗位调至
都江堰门票所任所长兼门票处办
公室主任。门票工作单调、枯燥，
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每逢节假
别人游山玩水之时，正是门票人
挥汗如雨战斗之际。节假日，杨
华群工作时间往往超过11个小
时。

“杨所长，你去休息一会儿
嘛”，为给职工做好工作表率，杨
华群深入到一线管理之中，以标
准的站姿为广大游客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为此有职工心痛地劝她。每当此
时，杨华群总是淡然一笑，“你们
都是站立服务，我也要给大家做
榜样嘛。”

在 2013 年“7·8”特大暴雨
期间，杨华群始终坚守在第一
线 ，带 领 门 票 所 职 工 沉 着 应
对、科学抢险、全力救灾，坚持
24 小时昼夜值班，履职尽责，
热 情、耐 心 地 向 游 客 做 好 解
释、劝导工作，积极传递景区
正能量。

遗憾缺位
从未陪女儿出去旅游过

在景点工作，可能是很多人
觉得安逸的职业，每天看看青山、
赏赏秀水，置身心于美景中，怡然
自得。可现实真是这样吗？杨华
群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杨华群的女儿今年20岁了，
有一个在景区工作的妈妈，她无
比自豪，同时也有着些许失落。
面对女儿的这种失落，杨华群心
有余而力不足。在女儿成长的20
年里，她没有一次机会能带着女
儿去旅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女儿12岁生日时，眨巴着眼
睛满心期待地看着杨华群，问道：

“妈妈，您可不可以请一次假，和
爸爸带我出去玩一次，就只玩一
次？”杨华群听到女儿近乎乞求的
询问时，心都被揉成了一团。“孩
子，对不起，我不能请假。”这样的
拒绝伴随着女儿长大，每一次杨华
群都觉得自己亏欠孩子太多。不
仅如此，杨华群说自己还错过了很
多关于女儿成长的片段，没能接送
孩子上下学，没能参加女儿家长会，
没能听女儿讲遇到的新鲜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 夏蔓

/清明小长假高速免费时间：4月2日0时至4月4日24时/

清明出游如何避堵？
四川高速交警奉上出行全攻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实习生昔兴琪

AA 堵点提示堵点提示
传统堵点看仔细
提前绕行要牢记

●G76厦蓉高速成渝段
G76厦蓉高速2200公里-2179公

里、成都二绕成安渝枢纽互通处、成都
站、龙泉站和龙泉湖站，是传统的堵
点。

其中，在节假日期间的上午9时到
13时，龙泉站出站方向易发生交拥堵，
下午18时至21时，成都收费站出站方
向易发生交通拥堵。

内江段：厦蓉高速成渝段2052km
银山收费站出站口前方200m，因内江
市政府修建的植物园，逢周末或节假
日因出站口连接地方道路太短易造成
交通拥堵。

建议绕行方案：上行内江站出高
速走321国道；下行从资中站出高速走
321国道。

●G42沪蓉高速成南段
出行车流集中在淮口收费站和成

阿工业园收费站，G42沪蓉高速
1956km至1933km，高峰期为下午18
时至21时。

大家可以选择成都市区经成洛大
道、成金快速通道至金堂往返，或是选
择成巴高速从赵家收费站下站前往金
堂三溪镇。

●G5京昆高速成绵段
车流主要集中在京昆高速（成绵）

新都1771km处至青白江段1661km
路段，出行高峰在上午10时至下午14
时。

大家可通过成青金快速通道以及
G108国道绕行，避开拥堵路段。

●G5京昆高速公路成雅段
车流主要集中在京昆高速（成雅

段）1812-1828公里之间，收费站拥堵
主要集中在成都站、新津东站和新津
南站。

大家可从成都出发前往新津，可
以选择成新蒲快速路，直达双流、新
津；也可通过剑南大道直接前往双流、
新津方向。

到乐山方向的车辆可选择成新大
件路经新津、彭山到眉山上高速。

●G4215蓉遵高速成自泸段
车流高峰预计为4月1日15-22

时，4月2日07-13时；返程高峰期预计
为4月4日12-24时

清明节期间，4月1日下午、2日上

午、4月4日为重点管控时段，广大驾驶
员遇拥堵时，可选择成都出发经天府
大道、老成仁路到仁寿上高速前往自
贡方向，泸州、自贡的车辆在成自泸高
速宝飞或仁寿站下高速，经老仁路返
回成都。

BB 举报违法举报违法
举报侵占应急车道
记得至少拍两张照

每逢节假日出行高峰期，总有不
自觉的私家车侵占应急车道。今年清
明期间，对于占用应急车道等严重违
法行为，市民可通过四川高速交警公
众微信号（scgsjc、scgsjjzd）、四川高
速交警微博圈、各高速公路交警大队
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进行举报。

不过大家注意了！举报时至少要
有两张或两张以上的照片，证据中要
清楚记录违法车辆车牌、车头、车尾、
车辆标识、车身颜色等多角度不同位
置照片，并记录好拍摄时间、违法地
点。

高速交警表示，市民提供的图片，
经交警部门鉴定符合证据标准的，可
录入违法处理平台，作为处罚证据。

CC 办理办理ETCETC
不想堵在收费站
赶快办理ETC

成温邛高速是成都往西的一条重
要通道，时常发生拥堵，成温邛高速公
司党群部经理张建建议说，该公司统
计调查，在人工收费车道，因为需要现
金找零，出站速度很慢，在另一侧ETC
专用车道，通行速度则大为提升。

有研究表明，ETC单车道通行能
力为1000辆/小时，较人工收费通行速
度提升5倍以上。也就是说，如果车主
选择从ETC车道通行，耗时将大为缩
短。

为此他也提醒广大市民，大好天
气正是赏花季，为了避免赏花路上堵
在收费站，大家可以办理ETC，实现快
捷通行。

记者也从成都市交委了解到，目
前免费为大家办理ETC的成都市高速
公路ETC办理点，总数已经增至353
个。市交委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前往
指定挂牌点位，即可享受免费办理服
务。

都江堰景区的“铁人”杨华群：

25年坚守景区一线

在都江堰-青城山景区，有一位“铁人”杨华
群。她在公交车上制止拉客，为走失儿童找到家
人，在工作岗位上搀扶游客，在旅游一线坚守了25
年，每天早出晚归。但是，作为一位母亲，她却因
为工作忙，从未陪过女儿出去旅游过，这也让她感
到遗憾。

身边雷锋
时代榜样

争创“岗位学雷锋先进集体”
争当“岗位学雷锋敬业标兵”

3月28日，德阳举行城市建设推介会

小小一张工资卡，就是每个幸福家庭
的晴雨表。对于老百姓来说，每个月最开
心的日子大概就是发工资的那天，到了月
底，看着越来越瘪的荷包，只能望卡兴叹
了。不过，所谓积少成多，如何让自己的薪
水能够“钱生钱”呢？笔者了解到，3月14
日起，交通银行为代发工资客户推出专享
理财产品“得利宝·薪金宝”，让您的薪水可
以不断增值，最重要的是，“得利宝·薪金
宝”可以随时到账，十分便利。

薪金宝安全又灵活
一提到理财，你只想到“余额宝”？你

out了！薪金宝产品是交通银行为代发工
资客户倾力推出的专享开放式理财产品，
具有本金安全、自动理财、交易灵活、收益
稳定等特点。代发客户可通过柜面、网银、
手机银行等渠道进行自动签约。如需用款
时，在产品交易时间内赎回本金可即时到
账。

据悉，薪金宝是代发工资客户专享理
财产品，客户可通过签约模式实现资金在
活期和理财账户的灵活配置。薪金宝可通
过签约自动申购协议实现自动理财，客户
只需预留一部分资金在活期账户上，其余
资金自动转到理财账户。首次签约5万元
起，活期账户留存金额可由客户自由设定。

薪金宝属于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风
险评级为1R（极低风险型）。笔者了解到，
薪金宝产品按日计算理财收益，预期收益
率目前为2.35%，远高于活期存款利率。

这对于希望获得稳定收入的市民来
说，这样的理财产品实在是太方便了，薪金
宝还兼顾资金安全性、灵活性，你不仅可以
获得稳健的收益，资金还十分安全。

节假日也能赎回本金
家住东门街的张先生表示，以往单位

每个月发了工资以后，除去家里日常开销
以外，节余下来的部分都是留在工资卡里
成为活期，等攒够一定金额再转成定期存
款。对此，交行理财师向他推荐了新推出
的“得利宝·薪金宝”，通过签约该产品，既
免去了每月往返银行的奔波，同时又能获
得比活期更多的收益，真正实现了收益最
大化，也节省了时间，为自己的生活品质带
来了很大的提升。

以往，银行的很多理财产品因为流动
性受限，很多市民不得不放弃购买。不过，
在交行推出薪金宝后，这一问题可以得到
彻底解决。笔者获悉，交行的薪金宝可随
时申购、赎回，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也能赎
回，而且本金即时到账。

可以说，利用好交行薪金宝等新型理
财工具，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对广大市民
来说，将不再是梦想。

交通银行薪金宝安全灵活

第一步
首页-得利宝理财-产品购买-薪金宝，进入产品详情页

第二步
点击右下方“立即购买”按钮可进入原有产品购买流程，点击

“自动投”按钮后跳转自动签约页面

第三步
输入留存金额，勾选阅读《产品说明书》、《业务申请表》、《权益

约定书》、《风险揭示书》、《自动购买业务须知》，点击下一步

第四步
校验交易密码

第五步
签约成功

小贴士

薪金宝购买指南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