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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汶马高速控制性工程，海拔三千米
的鹧鸪山隧道于2012年7月作为试验段提
前开工，全长8.8公里，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四川交投汶马公司米亚罗业主代表处处
长邓昌中告诉记者，鹧鸪山隧道穿越多条地震
断裂带，地下水丰富，存在高瓦斯、涌水等多种
不良地质条件，还发生过隧道初级大变形。

此外，鹧鸪山的冰雪天气，也极大影响了
隧道的外部施工。施工方介绍，每年11月到
次年3月，因为气温太低，无法保证混凝土的
质量，隧道外部施工不得不暂停。

如是经过五年建设，目前鹧鸪山隧道仅
剩下45米未贯通，按照每天2米的掘进速度，
有望在本月内实现双向贯通。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
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完成伟大事业必须靠党的领导，党一
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
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
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
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
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
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
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主
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是引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
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必
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
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我们要乘势而上，牢牢把握加
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
性建设这条主线，发挥标本兼治综合效
应，确保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
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
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后，我们紧
紧盯住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症结，坚持
发扬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
做法，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创造
新的经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成绩
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需要我们长期
坚持、不断深化。一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
度治党相统一，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

解决制度问题，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
任务，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
中。二要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
一，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
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
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
层设计上着力。三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
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提出
普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
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
理和监督。四要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
相统一，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
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
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五要坚持严格
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真管真严、敢
管敢严、长管长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的一贯方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最大
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
积极性。六要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
统一，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积极畅通
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
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

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

以恒、毫不动摇。受国际国内环境各种因
素的影响，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仍然是
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
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的队伍和自身状况
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
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
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抓下去。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
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始终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
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
德，听党指挥、为党尽责。要深刻认识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
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
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

至丢掉远大理想。
习近平强调，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
下功夫，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
动向新表现，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要
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
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确保党
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加强作风建设
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
个关键。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
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
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习近平指出，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
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要加强纪
律教育，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
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完善纪律规章，
实现制度与时俱进。各级党委（党组）就
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
政治责任担负起来。 （下转02版）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

预计2020年建成通车
成都三个半小时到马尔康

探访新川藏线

汶马高速

新作为新时代 新气象
◎起于阿坝州汶川县，顺接都汶高速，沿着杂谷脑

河一路上行，和川藏北线国道317基本平行，经克枯、桃
坪、薛城、古尔沟、米亚罗，再穿越鹧鸪山，沿着梭磨河下
行，止于阿坝州政府所在地马尔康市卓克基，全长172公
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总投资约287亿元。

成都平原进入藏区，有
两条交通大动脉——
国道318线被称为川

藏南线，国道317线被称为川
藏北线。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这两条国道已不能满足需
要，雅安至康定、汶川至马尔康
高速应运而生，它们也被称为
新川藏线。

今年元旦，雅康高速雅安
至泸定段试通车，汶马高速建
设进展如何？11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汶马高
速建设现场，探访了狮子坪特
长隧道、鹧鸪山隧道等重点工
程，初初领略了这条景观高速
的雄奇。

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消
息，今年内，汶马高速将建成
100公里以上，雅康高速也将
实现全线开通。汶马高速预计
在2020年建成通车，届时，成
都自驾马尔康将只需三个半小
时。

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智 摄影杨涛

◎汶马高速位于四川盆地山区向青藏高原的过渡
地带，海拔从1320米上升到3225米，沿途地势陡峭，因此
隧道和桥梁特别多，全线桥隧比约86.5%，是目前在建桥
隧占比最高的高速。

11日早上，记者随车从
成都出发，中午12点抵达阿
坝州理县县城，沿着国道317
线继续往西走，大约四十分钟
车程后，来到汶马高速狮子坪
特长隧道建设现场。

从国道317线到隧道建
设现场，必须先穿过一个为施
工而建设的隧道，再借助一条
353米长的铁索桥，跨越狮子
坪水库库区，这都是为隧道施
工临时建设的，耗费成本约五
千万元。

四川交投汶马公司总经
理羊勇告诉记者，汶马高速在
狮子坪的原设计线路为两座
6公里长的隧道加一座大桥
组成，但施工方发现此处地质
条件极不稳定，不适合建桥。
为此，设计方不得不上报交通
部进行改线，把原设计方案中
的桥，向山体里平移1.5公里，
改成一座隧道。原本两隧一
桥便合为了一条13.1公里长
的隧道，中间不再建桥，从而
确保工程稳定和运营安全。
而“合成”后的狮子坪特长隧
道，也因之成为了四川在建第
三长的隧道。

“合”出13.1公里长
狮子坪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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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汶马高速全线共设置11处互
通式立交（包括汶川枢纽互通，汶川克枯互通，
理县桃坪互通，理县薛城互通，理县互通，朴头
互通，理县古尔沟东（西）互通，理县米亚罗互
通，尽头寨互通，马尔康梭磨互通，马尔康东互
通），4处服务区和3处停车区。

除去桥隧占比之最，汶马高速另一大特点
是沿线串联景区众多，比如桃坪羌寨、古尔沟
温泉、毕棚沟、米亚罗和梭磨河等，沿线民族文

化特色浓郁，可以说是一条真正的旅游高速。
目前，从成都到马尔康，要走成灌、都汶

高速到汶川，再走317国道，在不堵车的情况
下，需用时5个半到6个小时。如果317国道
发生塌方或者车祸实施交通管制，用时就会
大大增加。

据悉，汶马高速全线有望于2019年底贯
通，并在2020年建成通车，届时从成都自驾前
往马尔康，将只需耗时三个半小时。

鹧鸪山隧道有望本月双向贯通

将成为一条进藏的旅游高速

制图 杨仕成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
寄语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传递理性声音
绽放思想光芒

超值好礼低至1折

速度来围观
秒杀攻略

汶马高速理县古尔沟段。

鹧鸪山隧道。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11日应约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文在寅通报了近日韩朝高级别会谈成
果，表示韩方高度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
上的重要作用，感谢中方支持南北对话，感谢
中方为推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维护朝
鲜半岛和平稳定所作努力。韩方愿同中方一
道，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维护本地

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支持韩朝双方改善

关系、和解合作。我们支持双方推进南北对话
和交流，逐步推动朝鲜半岛问题解决。当前，朝
鲜半岛形势挑战和机遇并存。希望平昌冬奥会
不仅为韩朝对话带来契机，而且能成为朝鲜半
岛形势好转的开端。中方愿同包括韩方在内各
方加强沟通和合作，争取形势进一步向好发展。

习近平应约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