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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摄影刘陈平

金堂县官仓镇玉皇山旅游环线，道路修通后，景区高峰时
每天可接待上万名游客。

油菜花盛开下的金堂县农村公路一角。

四好农村路修通 万亩农业产业园落成

未来三年成都市全面发力建设农村公路

乡村旅游
一天接待上万名游客
玉皇山旅游环线的建成，不仅

改变村民出行方式，更带动了沿线
产业升级提档，尤其是带动了乡村
旅游的发展。

在旅游环线建成前，游客要想
前往玉皇山景区，只能走一条3.5
米宽的水泥路，遇上周末便堵车，

“风景虽然美，但是堵得水泄不通，
又有谁会来第二次？”

在旅游环线建成后，公路更
宽、更好，自驾的游客络绎不绝，风
景区也持续升级，占地超过五千
亩，游客可以登山健身、散步观光、
欣赏各种花卉，相当惬意。

对此，景区酒店经理王巧华深
有体会，今年春节初一和初二，景
区每天平均要接待1.2万名游客，

“如果不是公路修通了，不可能有
这么多自驾游客。”

借助旅游公路的建成，景区如
今种植特色景观林1000余亩、川
皇菊600亩、木本油料经济林800
亩，准备继续做大做强。

不仅如此，景区也建有国家级登
山健身步道20公里，已成功举办三
届秋季赏花节和两届国家登山健身
步道联赛，一年下来要接待游客60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200万元。

2月23日下午，天气晴好，
在成都市金堂县官仓镇，玉

皇山上的油菜花悄然绽放，柏油路修通，
游客接踵而至。

在玉皇山东南三十公里，循着盘山公
路，在淮口镇龚家村，数千亩油橄榄布满梯
田，一个万亩农业产业园区正在形成。

然而，一年前，龚家村只是一个小山
村，玉皇山上交通不便，如今，两条“四好
农村路”建成，村民出行更便捷、乡村旅
游快速发展、农民富了、农村更美了。

25日，成都市第十七届人大第一次会
议开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便专门提到
“过去五年，四好农村路建设成绩显著”。

记者从成都市交委了解到，过去五
年，成都市新改建8500公里农村公路，
总里程达2.4万公里，未来三年，成都市
也将全面发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出行之变
农村公交开到家门口
双向两车道、沥青路面，如今

的玉皇山旅游环线旁，布满了蔬菜
种植、观光休闲农庄以及川皇菊、
经济林种植基地，一片欣欣向荣。

然而，一年多以前，途经官仓
镇四个乡村的只有一条水泥路，或
者是泥巴路，道路等级低、路窄、多
颠簸，“3.5米的公路太窄，两辆轿车
很难错开，还修了专门的错车道。”

2016年下半年，全长25公里
的玉皇山旅游环线正式建成，投资
超过六千万元，不仅拓宽为双向两
车道，路面也由水泥升级为沥青混
凝土，东连盐官路，西接金堂大道，
它串联起了双新村、鹅蛋山村、柿
子树村、红旗村四个乡村。

一条乡村公路的贯通，改变了
村民的出行方式，“以前家里只有
一辆电瓶车，如今公路通到了家门
口，所以买了一辆小轿车。”如今，
沿线乡村随处可见小轿车。

公路通了，村民出去方便了，
外来游客也更方便，公共交通也从
金堂县城里，延伸到了玉皇山下，
周末游客多的时候，每隔30-40分
钟，便有一班公交车从县城开到旅
游景区。

四好农村路带来的诸多
益处，不仅体现在官仓镇玉皇
山，在三十公里外的淮口镇龚
家村，一个万亩农业产业园区
正在火热建设中。

龚家村位于淮口镇东北
部，是成都市第三轮第二批相
对贫困村，沿着公路上山，还
可以看到老旧的土墙房子，以
前上山的公路很窄，村民种植
的农产品要运下山十分不
便。2016年11月，龚家村村
道正式扩建，全长12公里的
村道焕然一新，道路拓宽、路
面升级，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
善。

村道升级后，不仅村民出
行更便捷，更为村民脱贫致富
创造了良好条件，龚家村位于

山上，海拔、温度和湿度都很
适合油橄榄生长，公路修通
后，四家以发展油橄榄为主的
龙头企业陆续入驻龚家村。

“大型企业的入驻，为村
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和致
富机会。”成都市政府办公
厅驻龚家村第一书记郑文
波告诉记者，其中一家企业
已在龚家山片区流转土地
12000余亩，完成投资约1.3
亿元，形成了以油橄榄为主
导产业、生态景观林为特色
的产业布局。

另外，企业也联合村民，
成立了龚家村顺鑫养殖专业
合作社，实现农民多渠道就业
增收，村民年人均收入从
8680元增加到16375元。

在金堂县官仓镇和淮口
镇，两条农村公路的建设，便
捷村民出行，带动产业升级，
也是成都市“四好农村路”建
设的一个缩影。

25日，成都市第十七届
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便专门提到“过
去五年，四好农村路建设成绩
显著”。

记者从成都市交委了解
到，过去五年，全市农村公路
发展取得较大突破，已全面完
成8500公里农村公路建设，
总里程达2.4万公里。

不过，目前成都农村公路
发展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
部分服务特色镇、农村产业园
区的外联路与骨干路网的转
换功能不足，建设标准偏低，
低等级公路占比较高。

成都市交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成都市已编制《成
都 市 农 村 公 路 发 展 规 划
（2018—2020）》，计划通过三
年，实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重点解决特色镇、产业园区、
林盘和乡村旅游景点等外联
路等级偏低、布局不合理以及
与干线路网连接不畅等问题。

其次，不仅要建好，还要
管好，要按照“四好农村路”新
要求，完善管养体系，做好资
金保障，促进农村公路养护管
理水平提升。

最后，加快发展城区至重
点乡镇和农村旅游景点等的
农村公交线路，大力发展服务
于农村产业的厢式、冷藏等农
产品运输方式，全面建成覆盖
县、乡、村三级的农村物流网
络。

万亩农业产业园区落地

产业升级

未来三年

优化路网提档升级农村公路

从高处俯瞰，金堂县境内农村公路已串联成网，非常便捷。

华西都市报讯（记
者 李逢春 实习记者 钟
晓璐）这两天，很多人的
朋友圈在转发“25日起
全国严查棋牌室”的消
息，还配上真假难辨的

“央视新闻截图”。2月
26日，省公安厅对此进
行了辟谣，经查证该信
息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谣
言，且多年前就曾传播。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
相关负责人表示，“25日
起全国严查棋牌室”这
个谣言最早出现在2014
年，此后几年在每年一
些固定时段在网上发酵
传播。对此，警方强调
公安机关查处的麻将馆
都是触犯法律法规、涉
嫌赌博的，娱乐休闲类
的麻将馆并不会查处，
希望大家不要轻信网络
传言。同时，此前朋友
圈广为传播的“现场收
缴赌资价值合计在人民
币 1000 元以上 4000 元
以下，属赌资较大”要被
处罚的规定也不准确，
目前我省暂无赌资较大
的标准。

近日，四川省开展的
扫黑除恶行动中，公安
机关重点打击的是聚众
赌博、赌场放水等违法
犯罪活动，群众打麻将
娱乐不存在赌博等违法
行为。

省公安厅辟谣：
“25日起全国
严查棋牌室”
是假消息

今年1月底，成都市交管
局发布消息称，为进一步规范
交通违法行为处理，严厉打击
买分卖分行为，公安部交管局
统一对全国电子眼处理系统
进行升级。原计划从3月1日
起，通过便民渠道处理他人车
辆电子眼记分的需要进行绑
定，绑定成功后才能继续使用
便民渠道处理。

随着3月临近，不少市民“慌
了”，市民王女士便是其中之一。
26日下午1点过，她拉着丈夫和妹

妹赶到成都市交警一分局，打算
趁新调整到来前用家人驾驶证
把电子眼记分处理了。

“是我们理解有误了。”听到
民警的现场解答后，王女士说：

“我发现这只是便民渠道的一个
小调整，其他渠道没啥变化。”

此外，成都市交管局民警
告诉记者，目前已接到上级部
门的通知，原定于2018年3月1
日未绑定不能处理非本人机动
车电子监控交通违法的交管措
施，已延长至2018年9月1日。

网上绑定非本人驾照
无需面签

1、9月前没有绑定的，处理他人
电子眼违法该咋办？

2018年9月1日前，处理他人车
辆电子眼交通违法仍然可以直接在便
民服务渠道（蓉e行、交管12123手机
APP、警邮便民服务站、银行自助机、交
警窗口自助机）直接办理。

2、现在有哪些渠道可进行绑定？
主要为线上和线下两种。线上，

市民可通过下载“交管12123”APP，
按照提示流程在网上就能进行绑定，
最多可绑定3本非本人驾驶证。线
下，则可前往交警各分局，带齐相关
资料进行绑定，同样只能绑定3本非
本人驾驶证。

3、9月之后还能绑定吗？
不管9月前，还是9月后，都可以

申请绑定。但要注意的是，通过便民
渠道帮他人处理电子眼记分的，只能
处理绑定后的电子眼记分。

4、绑定数量是有限制的吗？
一个人最多只能同时绑定3辆

其他人的车辆，一辆车也最多只能同
时绑定3个其他人的驾驶证。要注
意的是，一个人历史累计绑定其他人
的车不能超过5辆，超过后就不能再
绑定了。

5、通过“交管12123”手机APP
备案非本人名下机动车时，用户需要
面签后才可以申请吗？

答：不需要，驾驶人通过“交管
12123”手机APP或互联网交通安全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完成用户注册后，
即可通过“交管12123”手机APP申请
备案非本人名下机动车，无面签限制
要求。

6、驾驶单位车辆、出租车辆、租
赁车辆等发生的交通违法如何处理？

答：通过“交管12123”手机APP
只能处理个人名下小型汽车的交通
违法行为，驾驶单位车辆、出租车
辆、租赁车辆等发生的交通违法，驾
驶人可前往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办
理。

电子眼处理流程调整从3月延至9月实施

最新变化

热点解答

成都交警一分局民警为市民解答电子眼处理
流程调整新办法。

制图 杨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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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梳理发现，根据此前调
整规定，通过手机“交管12123”
可绑定一本非本人的驾驶证，但
现在有了更便民的变化。

“9月前，不管驾驶员绑定
与否，都能按以往方式处理电
子眼记分。”对此，交警一分局
民警吴晓乔介绍，最新的调整
中，网上绑定更为便捷，“现在
通过‘交管 12123’APP可同
时绑定自己的驾驶证以及3本
非本人驾驶证，对电子眼记分
进行网上快捷处理，并能办理

其他更多交管业务。”
记者获悉，成都交警正进

一步拓宽窗口面签渠道，方便
市民就近办理，具体办法将及
时告知。

此外，成都交警提醒，9月
1日实施的电子眼处理调整，
只是帮他人处理电子眼记分
的便民渠道调整，其他如前往
分局处理等方式都没有变化，

“请广大驾驶员不要扎堆排
队，建议选择更便捷的网上处
理方式。”

手机绑定更便捷最多绑3本他人驾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摄影报道

驾照销分莫慌
处理流程调整延至9月实施
网上可绑定3本他人驾照

2月26日，成都交警一分局内，市民王女士和家人加入到
排队大军中，同他们一样，现场大部分人也是赶来处理电
子眼记分的。而一旁，民警则拿着小喇叭，为大伙儿解答

此次电子眼处理流程的新调整办法。原来，有不少市民对这次调整理
解有误，才导致扎堆排队。

当天下午，成都市交管局针对“便民渠道处理他人车辆电子眼记
分”调整进行权威解读。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原定3月1日实施
的新调整将延至9月1日实行，要享受便民渠道处理电子眼记分的，
也可不用跑分局，只需通过手机“交管12123”APP便能绑定3本非
本人驾证进行处理。

此外，华西的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还就广大市民关心的热点问
题，请成都交警进行详细解答，并整合了公安部交管局的相关解答，新
老司机们赶紧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