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
者 张宏平）7月19日至21日，省委
书记王东明前往凉山州、甘孜州调
研，了解各级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大
政方针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情
况，进一步指导推动民族地区脱贫
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和全域旅游发
展工作。

三天时间里，王东明前往凉山
州冕宁县金林乡大杉村、雅砻江水
电公司锦屏水电站和锦屏一级大
坝、中国锦屏地下试验室，木里县博
科乡、木里大寺，盐源县泸沽湖镇洼
夸村落、摩梭博物馆，甘孜州九龙县
子耳乡庙子坪村，实地考察民族地
区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全域旅
游发展、民俗文化传承保护、幸福美
丽新村建设、寺庙依法管理等工作。

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全省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小凉山
彝区和高原藏区是难中之难、坚中
之坚。在冕宁县金林乡大杉村和九
龙县子耳乡庙子坪村，王东明来到
村委会办公室、一村一幼教学点、村
卫生室、农民夜校、农家书屋，与村
支部书记、联系县领导、帮扶单位、
驻村工作组组长、第一书记和农技
员交流，入户看望贫困群众，了解帮
扶政策措施落实和易地扶贫搬迁、
子女入学、看病就医、产业发展、就
业增收等情况。王东明对冕宁县探
索开展致富竞赛激发脱贫内生动
力、九龙县创新贫困群众参与特色
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等做法给予
肯定。他指出，扶贫先扶志。民族
地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采取
多种方式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
性尤为重要。要发挥好农民夜校作
用，以县为单位编写好教学大纲和

教材，帮助群众学政策、学法律、学
技术、学文化，推进移风易俗，树立
新风正气。要贯彻精准要求、下足

“绣花”功夫，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和“四个好”目标，进一步把基础设

施建设、住房建设、易地扶贫搬迁、
特色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扶贫、四项
基金管理使用和东西部扶贫协作、
省内对口帮扶等工作抓实抓细抓具
体，确保全面小康不落下一个地区

一个民族。
大杉村村口的文化广场上，身

着民族服装的村民正载歌载舞欢庆
彝族火把节。王东明来到村民中间
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对乡亲们说，习

近平总书记非常牵挂彝族同胞，多
次对抓好大小凉山脱贫攻坚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中央和省里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政策，就是要让彝族同胞
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小康。看到这
些年各级干部和彝区群众撸起袖子
加油干、很多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我们十分高兴。各级党委
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民族地区跨越
发展，也希望乡亲们不等不靠、努力
奋斗，用勤劳双手创造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早日实现“四个好”目标。

在前往木里县途中，王东明乘
船沿雅砻江、小金河溯流而上，沿途
察看水环境保护、水土流失治理现
状。王东明指出，四川是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民族
地区在全省生态格局中地位特殊，
尤其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
会发展全过程，以更有力的措施抓
生态环保工作、抓环保督察发现问
题整改，确保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要求不折不
扣落地落实。

发展全域旅游，民族地区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站在锦屏一级水
电站大坝远眺，山青水碧、高峡出平
湖的库区盛景尽收眼底。王东明对
有关方面和电站投资2亿多元用于
库区水土保持和植被恢复的做法予
以肯定，要求在下更大气力抓好生
态环境保护的同时，高水平编制规
划、搞好设计，科学有序推进库区旅
游开发。在盐源县泸沽湖镇，王东
明接连走进洼夸村落多个传统手工
艺作坊、特色产品店铺和多位摩梭
群众家中，与唐卡、银饰、民族服饰
等传统手工艺传承人交流，了解当
地风土人情、旅游业发展、群众生产

生活、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等情况；前
往摩梭博物馆，考察摩梭文化起源
发展和保护传承、泸沽湖生态环境
保护、旅游景区建设管理等情况。
王东明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决避免急功近利，进一
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千方百
计把当地特色村落小镇、优美自然
风光、传统民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
保护好传承好，使其永葆独特魅力
和生机活力。要统筹处理好保护
和开发的关系，在充分保护生态环
境和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高水平规
划建设精品旅游景区，打造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要注重把发展旅游业
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完善利益联
结机制，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就业增
收、脱贫致富。

在木里县博科乡旅游休息区，
王东明来到脱贫攻坚绿色特色产品
销售点，了解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特
色产品销售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等
情况，叮嘱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
规划，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为民族地
区发展全域旅游、促进群众就业增
收奠定坚实基础。

调研中，王东明还前往位于木
里县的木里大寺，了解寺庙依法管
理、藏传佛教文化传承、僧尼信众学
修生活等情况，希望寺庙僧尼坚持
爱国爱教、持戒守法，配合党委政府
进一步把寺庙管理纳入法治化规范
化轨道，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为民族地区和谐稳定
长治久安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参
加调研。

王东明赴凉山州甘孜州调研
指导推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和全域旅游发展工作

7月19日，省委书记王东明前往凉山州冕宁县金林乡大杉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在村文化广场，王东明来到欢庆
彝族火把节的村民中间，与大家亲切交流。 四川日报记者 毛漫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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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内三类违法行为专项检查启动
发现问题逐一整治“销号” 重点抽查6市州

推进绿色发展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四川建设美丽四川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寇
敏芳）为落实环保督察相关要求，加快
推进问题整治，我省于7月20日启动
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勘探、开采矿产资

源、违法用地三类违法行为专项检查
行动，计划持续到7月30日。针对发
现的问题，我省将制定详细方案逐一

“销号”。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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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成都第一条快速公
交（二环高架BRT）正式开通运
营，此后成都又布局规划了4条
快速公交，包括凤凰山高架、日
月大道、红星路南延线和剑南大
道。

其中，日月大道是城西一条
重要的进出城通道，交通流量
大，2017年1月，日月大道（成温
路）快速路改造正式动工。

改造后，从三环路苏坡立交
到文家场收费站，道路红线宽度
65米，主道双向8车道（含快速
公交），辅道两侧各2根机动车道
及1根非机动车道。

在红星路南延线，目前已在
道路右侧预留出一条BRT车通
道，不过还未通车，至于快速公
交系统何时运营，还需待相关部
门出台系统规划后再定。

另外根据规划，剑南大道也
将开行BRT快速公交，并且能够
实现与二环BRT对接。

在规划的四条快速公交中，
凤凰山高架即将开通，记者了解
到，除凤凰山高架外，目前建设
进展最快的快速公交是剑南大
道，也就是神仙树高架快速公
交。

神仙树高架从二环高架高朋
大道口起，顺着高朋大道、中环
路、神仙树南路，一路直达三环路

石羊立交，直接连接剑南大道。
从二环到三环，原本要经过神仙
树和石羊场两个堵点，高架无疑
提供了一条便捷通道。

今年4月，神仙树高架正式
通车，记者在桥上发现，多个
BRT站点正在建设，当时乘客候
车的站台，已经初见雏形。

记者了解到，在神仙树高架
桥上，社会车辆进出城各有两根
车道，BRT快速公交也留有一根
专用车道，设置3个BRT车站站
点，快速公交在进出城两侧同时
开行。

具体来说，3个BRT公交车
站，第一个位于高朋大道与科园
一路路口处，第二个车站位于高
朋大道与科园四路路口处，第三
个车站位于中环路与紫瑞北路
路口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实习生 鞠菊 摄影 刘陈平

在成都城北，工厂、物流企业众
多，交通一直是个难点，凤凰山高架
便是为缓解城北交通拥堵量身定制
的 ，全 长 约 7.8 公 里 ，红 线 宽 约
40-84.5米，全线高架桥+底层道路，
总投资达33亿元。

据成都市交委介绍，作为成都第
二条BRT，它起于北二环升仙湖，拼
接北星干道，经过中环路、三环路、凤
凰山等，止于金牛区天回，顺接已建
成的金芙蓉大道。

不过凤凰山高架目前只开通三环
至金芙蓉大道段，记者现场探访发现，
目前升仙湖到三环段并未开通，从北
星大道上也不能转换到高架，匝道都
是关闭的。目前上凤凰山高架，只能
从三环主道上匝道；另外从三环到金
芙蓉大道，沿途上下匝道暂时未开通。

22日上午，记者驾车在三环凤凰
立交附近主道驶入凤凰山高架，发现
桥上有不少社会车辆，通行很顺畅，因
为凤凰山高架全天禁止货车和中大型
客车驶入。从三环匝道驶入高架，一
路走到金牛区天回，在限速80公里前
提下，不到5分钟就飙拢天回。

天桥和候车区完工
刷卡闸机和标牌已安装
22日上午，记者同步探访了凤凰

山高架快速公交站点的进展情况。
从三环路到金芙蓉大道，高架上

有3个公交站点，候车区钢结构和顶棚
已完工，但和二环快速公交造型有差
异，候车区两侧的玻璃护栏也已安好。

高架桥在天新路下降到了地面，
这里设有一个快速公交站点，类似于
二环人南立交快速公交站点，设计比
较独特，整体造型类似于阁楼。

和此前公布的站点命名不同，该
站点被命名为“天新路站”，路边已竖
起显眼的标牌。沿着天桥登上天新路
站，发现内部造型和二环快速公交差
不多。站内，快速公交检票闸机已安
装好，两侧各有5个进出口，从站内到
高架桥面的扶梯和电梯也已安好，只
是尚未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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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第二条BRT
年内开通

记者探访凤凰山高架快速公交
沿线设7个站，开车5分钟飙拢

成都公交集团早前做客《成
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
时透露，凤凰山高架预计设7个
快速预售票站点，高架5个站，地
面2个站，均采用二环快速公交
模式，设置专门BRT人行天桥及
站厅层，通过闸机进入站台。

据悉，凤凰山高架快速公交
规划通往新都区，因受场站等因

素制约，前期规划由荷花池公交
站开往天回。

具体来说，公交车从荷花池
公交站发车，经火车北站东二
路、东沙路，从升仙湖上桥匝道
上行，沿凤凰山高架桥运行至金
新路站后，行驶至天回站。

另外，凤凰山高架BRT不仅
设置7个快速预售票站点，另设

有4个地面常规公交站点，在乘
车过程中，地面常规站点可以刷
卡和投币，在预售票站点，则需
要提前买票或刷卡进站乘车，公
交车上将安装刷卡机。

22日下午，记者从成都市交
委了解到，成都第二条BRT快速
公交（凤凰山高架快速公交）将在
今年内开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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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设7个站点 年内将开通

剑南大道、日月大道……

成都规划建设四条快速公交线

22日，在建中的凤凰山高架快速公交线。

成都的老司机都知道，早晚高峰开车出行，有点堵就是了。但是坐快速公交就不一样了，比如从二环建设路口
到神仙树，乘坐二环快速公交比开车快多了。看来，成都只有二环高架一条快速公交是不够的。好消息说来就
来！7月2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实地探访凤凰山高架发现，沿线BRT公交站的人行天桥、乘客候车区已
完工，刷卡闸机、电梯已安装，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科普一下：凤凰山高架BRT和二环高架BRT模式相同，设公交专用道，从二环升仙湖到金牛区天回共设7个
站点，是成都第二条快速公交。

再给大家划重点：成都市交委22日透露，凤凰山高架BRT将在今年内开通运营，你期待么？

在建中的凤凰山高架快速公交站台。

从升仙湖到天回
走凤凰山高架
5分钟飙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