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泉部分

2017年12月28日8：3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健康1组、

5组；巨象设备、龙之泉科技
2017年12月29日8：00—19：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怡和新城E1、

E2区
2017年12月29日7：00—19：30
成都市龙泉驿区方园洗涤、奥

搏体育设施、锦泰鞋材有限公司、川

越建材厂
2017年12月30日7：00—19：30
成都市龙泉驿区方园洗涤、奥搏

体育设施、锦泰鞋材有限公司、川越建
材厂

新城部分

2017年12月27日8：00—19：00
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办天明

村、三根松村、跑马村、瓦窑村部分
2017年12月29日8：00—19：00

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街道农
安小区、苏兴路正兴场镇01号、02
号公变、府河社区、双燕村、兰沟5
社、龙祥家园小区、地铁11号线回
龙站施工变

双流部分

2017年12月28日7：30—19：00
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石牛社

区、泉水社区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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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62岁的徐克辉，3月份的
时候从山上的土墙瓦房，搬进了泸州
市古蔺县太平镇统一修建的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水电全部都通了的，墙
也粉刷好了，我们自己把家具那些搬
进来就可以住了，我们一分钱都没有
出。”徐克辉说，搬下来以后，孙子就在
安置点旁边的小学读书，儿媳妇在旁
边的酒厂做工，儿子在外面做快递工
作。“搬进来以后，跟老家比起来，可以
说是衣食无忧了。”

而像徐克辉一样的易地扶贫搬迁
户，在古蔺还有很多。据了解，古蔺县
根据整体部署，采取“四年计划、两年
完成”方式，全面完成“十三五”搬迁任
务。截至目前，2016年、2017年两个
年度，省上下达的搬迁任务7861人和
10106人已全面完成，建成建档立卡
贫困户安全住房4382套，17967名贫
困人口已全部搬迁入住，并拆旧复垦。

这一年，古蔺县箭竹苗族乡富强
村的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从以前的五
六千元，达到了现在的1.2 万余元。
古蔺县箭竹苗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杨梅说，这是因为她们通过文化旅游
和观光农业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文化
旅游脱贫之路。“以富强村为例，因为
大黑洞景区的经营，以及举办了九届
的‘箭竹苗家风情节’，今年该村村民

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2万余元。另
外，今年的苗家风情节，旅游接待达到
了23万人次，景区的门票收入达800
余万元，综合收入2.6亿元。”作为四
川省“文化扶贫示范村”，古蔺县箭竹
苗族乡富强村依托苗族历史，培育出
了特色文化品牌。

据悉，富强村沿袭苗族同胞每年七
月初三赶苗场的习俗，成功举办了九届

“箭竹苗家风情节”，开发出“苗家哆彩
秀”“爱水苗家欢乐行”等民族活动项目
15项，成为享誉川滇黔渝的民族特色
文化旅游活动，把具有古蔺特色的民
俗文化表演，作为吸引外地游客的亮
点和推动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手段，
不断提升民族文化特色品牌影响力。

除此以外，2017年，古蔺县在棚
户区改造、二郎名酒名镇建设、产业扶
贫项目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各方
面，均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和成绩。

古蔺县委书记李万忠说，近年来，古
蔺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重大决策
部署和要求，坚定“决胜脱贫攻坚、实现
撤县设市”的奋斗目标和“生态田园、红
色古蔺”的总体定位，坚持以脱贫攻坚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建设中国酱
香酒谷核心区、西部旅游休闲度假目的
地、乌蒙山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川南
黔北交通节点城市，将确保2020年与全
国、全省、全市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华刚
摄影 康宁

山上村民搬进城 文化扶贫收入翻番
古蔺县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古蔺县二郎镇天宝峰“酒阵兵马俑”。

古蔺县箭竹苗族乡大黑洞景区。

信访办结回访严落实
解开群众“心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雷远东）
“周先生，您好。我是区纪委信访
室的工作人员，您于今年10月9日
反映的相关问题已经调查完毕，现
在给您回复如下……”日前，成都
市温江区纪委对已办结的实名举
报件进行答复。该区纪委严格落
实答复反馈制度，根据“谁受理、谁
答复”的原则，对署名信访件采取
信件、电话或当面反馈等方式告知
信访人办理结果，今年以来，受理
群众诉求204件，办结181件，其中
署名信访件的回复率100%。

中国又一款“神器”首飞，上
天、下海都难不倒它。12月

24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自主
研发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
飞机，也是目前世界上在研的最大一
款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珠海成功
完 成 陆 上 首 飞 。 运 -20、C919、
AG600，这三架大飞机被称为“中国
大飞机三剑客”。AG600的成功首
飞，填补了我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领域的研制空白，继运20、C919之后
为我国大飞机家族再添一名强有力
的重量级选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获
悉，组成AG600“眼睛”“耳朵”和“嘴
巴”的通信导航系统，研发、生产均由

“成都造”。

研 让国产大飞机耳聪目明
发 通信导航系统“成都造”

AG600是由国家工信部立项批
复的三个大型民用飞机项目之一。
来自成都的中电科航空电子有限公
司（简称电科航电）助力AG600耳聪
目明，翱翔蓝天。

由电科航电承担研制的AG600
通信导航系统，就相当于飞机的“眼
睛”“耳朵”和“嘴巴”，“眼睛”是指飞
机导航系统，为飞机提供位置和导航
信息，主要包括GPS定位和导航，无
线电台站测距、无线电台站侧向、机

载定向仪测向和仪表着陆等。“耳
朵”和“嘴巴”是指飞机的通信系统，
主要为机组人员实现飞机与地面台
之间/飞机与飞机之间的甚高频语音
通信，飞机与地面塔台之间高频语音
通信，飞机内部不同站位之间的话音
通信等。

与ARJ21、C919大型客机不同
的是，AG600是水陆两用特种飞机，
飞机的上部与客机相似，下部更像是
一艘“大船”。由于AG600飞机的下
部结构特殊，需要经常接触水面，不
能安装天线，因此对飞机通信导航系
统的安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一名现场保障人员，从过
去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现场紧急保障
排故，到此刻AG600飞机成功首飞，
我们内心激动不已。”该项目音频工
程师刘显忠表示。

“今天，AG600成功飞上蓝天，首
次大考的完成只是整个系统研制的
第一步。”上述负责人表示，后续，项
目团队还需要开展通信导航系统相
关设备的设计符合性适航审查工作，
环境鉴定试验工作，配合主机所开展
飞机的随机适航工作/水上首飞工作
和飞行试验等。

救 20秒内汲水12吨
援 救火面积4000平米

AG600是当今世界上在研的最
大一款水陆两栖飞机，最大起飞重量
为53.5吨，机体总长36.9米，翼展38.8
米，是为满足我国森林灭火和水上救

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
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是我国航
空工业重大工程研制项目。

航空工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机采用悬臂上单翼、前三点可收放
式起落架、单船身水陆两栖飞机布局
形式，选装4台国产涡桨发动机，具有
载重量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特
点。在进入预定航线后，其飞行速度
为500千米/小时，加满油后可飞行
4500千米，相当于从北京到深圳往返
的距离。

既能在陆地上起降，又能在水
面上起降，可在水源与火场之间多
次往返投水灭火，森林灭火、特种
灭火效率高，20秒内可一次汲水12
吨，单次投水救火面积可达4000余
平方米。

海上救援能力强，可快速响应、
快速到达，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实施
救援行动，起降抗浪能力不低于2米，
可一次救助50名海上遇险人员。此
外，还可用于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想玲
图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联动降尘
橙色预警成都24小时冲洗街面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董兴生）
24日0时起，成都市正式启动重污
染天气橙色预警，各相关部门多措
并举联动降尘。成都市城市管理
部门组织洒水车、扫地车、雾炮车
等加大作业频次，冲洗除尘。

24日上午10点半，两辆洒水
车打头，中间是两辆扫地车，后面
四辆雾炮车压阵，8辆环卫车组成
的车队，从青羊区君平街出发，经
小南街、少城路，绕行人民公园一
周，完成了一次组合作业。成都三
创市容环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罗旭告诉记者，“橙色预警启
动后，我们加大了街面冲洗力度，
辖区内大街小巷，夜间每隔两小时
洒水；扫地车和雾炮车在辖区内不
间断巡回作业。”

成都市城管委数据显示，橙
色预警启动后，截至 24日上午 9
时，城管部门联合交通、公安交
管、属地街道在主要通道设置188
个检查卡点，以设卡和机动巡查
相结合的方式严查运渣车，共检
查运渣车 890 台次，出动执法人
员 7220 人次，执法车辆 1801 台
次；检查工地 1630 个次，整治露
天烧烤36个次，查处焚烧垃圾落
叶4处次。

全面开展全城大冲洗行动，共
出动清扫保洁人员25616人次，出
动雾炮车 233 台次，扬尘抑制车
274台次，出动洒水车等 6002 台
次，冲洗面积达21798万平方米。

污染袭川
未来三天污染反弹请做好防护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
12月24日，记者从四川省环境监
测总站获悉，受持续静稳、逆温、高
湿等极端不利污染气象条件的影
响，12月19日起盆地开始出现区
域性污染过程，已持续6天。监测
数据显示，23日全省21个市州政
府所在地城市PM2.5的日平均浓
度较前日升高了8.7%，其中成都、
德阳、绵阳、广安、达州、巴中6市为
重度污染，自贡、内江、乐山、眉山、
宜宾、资阳6市为中度污染，泸州、
遂宁、南充、雅安4市为轻度污染，
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截至24日16时，自贡、资阳、
内江、达州4市为重度污染，成都、
绵阳、乐山、宜宾、南充、广安6市
为中度污染，眉山、泸州、遂宁、巴
中4市为轻度污染，其余城市为良
或优。

预计未来三天，污染将再次
反弹。25日，盆地西部和南部大
部、东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
度污染，盆地西部、南部和东北
部 局 部 城 市 为 轻 度 至 中 度 污
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至轻度
污染；26-27 日，盆地西部和南
部大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大部城市为轻度至中
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密
切关注空气质量的变化，在空气
质量污染时尽可能减少户外活动
时间，关好门窗、多喝水、少吃刺
激性食物、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做
好健康防护；同时请大家节约能
源，尽量低碳出行，对企业、工地、
露天烧烤和焚烧等污染空气的违
法行为进行监督，减少大气污染
物排放，共同为空气质量的改善
做出贡献。记者在现场看到，近

百桌精致的菜肴，每一道
菜都是那么造型别致，犹
如一件件艺术品。桌上有
游鱼、飞鸟、金凤、荷莲
……或村姑牧牛，或名士
对奕，或老翁垂钓。各式
菜肴琳琅满目，让人目不
睱接。

舞台右侧一大块区
域，则是烹饪区，各位参赛
的大厨现场烹饪佳肴，然
后端上台让现场的6位评
委点评打分。

现场评委之一、中国
烹饪大师、川菜大师、国家

级评委王开发告诉记者，
与往年相比，今年大赛，显
示出四川的川菜技术团队
正回归传统，在食材处理、
菜品定位、刀功等方面，都
比往年有进步。“现在全世
界许多国家都有川菜馆，
但是这些川菜馆多数都还
没有把川菜的髓展现出
来，菜品显得简单又粗放，
满盘的海椒、花椒，让老外
认为麻辣就是川菜。”王开
发说，实际上川菜的24个
味型中，只有8个味型有
麻辣，川菜的更多精华的
东西还需进一步展现。

中国自研大飞机AG600首飞
四川技术助力其“耳聪目明”

飞船救火！

川菜厨神
60位烹饪大师打分

12月24日上午，成都世纪城会展中心3号馆内，
近百桌精致的菜肴琳琅满目，让人直流口水。由省商
务厅主办，以“美丽中国、品味四川”为主题的川菜弘
川——2017 川菜挑战大赛决赛在此举行，经过前期
五场分赛的角逐，来自四川各市州的80多家餐饮企
业入围，其中有85家餐饮店参与名店的角逐，87位大
厨参与四川餐饮名师的角逐，各餐饮企业共推出了
172道菜（含热菜、凉菜、小吃）参与名菜的评选。

川内60位烹饪大师组成了规模空前的评审团，
对参赛的企业、选手及菜品进行现场打分，并将最终
评出一批四川餐饮名店、名厨、名菜，以推动川菜出
川，并更好地走向全球。

麻辣即川菜？非也

争霸

不过这一切正慢慢改
变。据省商务厅厅长刘欣
介绍，目前川菜已成为了
首个具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认可推广的中国菜系，
在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
都设有官方性质的工作机
构川菜海外推广中心，现
在川菜企业的海外店已超
过100家，其中的眉州东
城酒楼，仅在美国就开了5
家餐厅。这些实力餐饮企
业直接到国外去开店，逐
渐让国外的美食爱好者，
领略到了越来越多的正宗
川菜美味。

川菜走出去战略也取

得了骄人成绩，作为中国
四大菜系之首，在全国几
乎所有区县，都能见到川
菜馆。而据中国烹饪协会
的数据，北京市餐饮行业
的年销售额中，约有50%
是川菜餐馆贡献的。

来自省商务厅的数据
显示，2016年，四川省餐
饮业实现销售额2214亿
元，同比增长13.2%，全省
住宿餐饮业从业人员突破
400万人，在第三产业从
业人员数量的占比超过
25%。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喻奇树

川菜技术团队正回归传统

川菜走出去战略成绩骄人

最大起飞重量53.5吨
加满油后可飞行4500千米
20秒内可一次汲水12吨
单次投水救火面积4000余平米
起降抗浪能力不低于2米
可一次救助50名海上遇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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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水陆两栖飞机AG600首飞。

参与四川餐饮名师角逐的大厨各出奇招。

参赛作品造型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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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及全民口腔健康意识，
成都开展口腔公益普查，惠及蓉
城市民。此次公益普查旨在通
过“家庭口腔健康礼包”，为市民
提供免费的全套口腔检查，种植
牙、牙病治疗、口腔保健等专项
补贴，实实在在帮助市民解决口
腔问题。市民可拨惠民专线
028-96111，报名享补贴！
6类缺牙人，可申领种植牙补贴

单颗/多颗缺牙、全口/半
口缺牙、牙齿松动、活动假牙不
适、活动牙修复失败、烤瓷牙失
败 的 市 民 ，均 可 拨 热 线
028-96111申请种植牙专项
补贴：含进口种植体、基台、牙
冠在内的整颗牙齿，包干特价
更省钱。
省钱好方案：种2颗恢复半口牙

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

可选择种植2颗恢复半口，种植4
颗恢复全口的覆盖义齿修复，种
少量的种植体，达到恢复多颗牙
缺失的功能，它既延续了种植牙
的坚固耐用，还减少了局部创
伤，降低了修复费用。

家庭口腔健康礼包
牙病治疗享补贴

此轮口腔公益普查行动专
门下发“家庭口腔健康礼包”，
提供了口腔CT扫描、全景片检
查等9项免费。此外，“家庭口
腔健康礼包”还涵盖了：洁牙、
牙病治疗、牙矫正、牙美白、拔
牙补牙、种植牙、小孩涂氟和窝
沟封闭等项目免费或补贴，详
情请电话咨询了解。

想申请种植牙补贴、家庭
健康礼包的市民，可拨惠民专
线028-96111咨询！

通告
好消息！缺牙人可领种植牙补贴
口腔免费检查，领家庭口腔礼包

新作为新时代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