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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县卫计局展开
医疗机构全面巡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
为促进公立医院可持续性发展，提
高医务人员预防腐败意识，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权益，蒲江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目前正有计划、分批次地
对县内医疗机构巡查，重点包括党
风廉政建设、医院管理及行风建
设、经济管理等方面。在党风廉政
工作方面，将推进建立惩治和预防
腐败体系，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和医
德医风建设，落实各级党组织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严查违纪行为
等工作。

巡查将采取医院自查和现
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原则
上二级医院巡查天数不少于 3
天，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巡查天数不少于1天。

医院自查需重点查找不足，
还将运用听取汇报、查阅资料、
列席会议、召开座谈会、现场查
看、暗访、公开征求意见、财务和
统计资料分析等方法，并结合医
疗信息统计分析结果开展现场
巡查。医院对前期巡查中反馈
的问题进行整改后提交整改报
告，蒲江县卫计局将择期组织对
县内各类医疗机构巡查“回头
看”进行督查。

“开展医院巡查，是加强行
业作风建设、完善医疗服务监管
制度、促进医院健康发展的重要
举措。”据蒲江县卫计局纪检组
长透露，目前已经完成对蒲江县
人民医院、蒲江县中医医院等医
院的巡查工作，接下来将逐步健
全和完善巡查机制、标准和制
度，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正在20多个社区开展生态社区建设

目前，成都很多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
种植、节能低碳等活动，部分社区还建立了
混合厨余垃圾就地处理示范点，居民们不
用出小区就能将厨余垃圾、树叶树枝就地
处理，极大降低了环境污染，也减少了社区
垃圾的运送成本。

然而，几年前，这些社区的环境则是另

一副模样。罗丹的记忆中，2012年，刚推
“生态小区”时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次，她
和团队成员走进一个社区，发现小区垃圾
没有分类、生态环境也很糟糕，便向社区居
民宣传环保以及“生态小区”的想法，结果
还没说上几句，就被社区居民吼了出来。

“很多人说，你们弄这个会把小区弄臭，我
们也不需要垃圾分类，你们快走吧。”

罗丹没有放弃，她定期到这个社区做
相关的环保宣传，给社区居民讲打造生态
小区的好处。最后，社区同意开始做垃圾
分类试点，“一步一步地来，当居民们明白
我们真正要做什么时，工作开展起来就容
易多了。”

目前，成都“根与芽”正在与20多个社
区开展生态社区建设，以王家塘老干所小区
的厨余垃圾就地化处理模式为例，小区75%
的居民进行干湿垃圾分类，每月就地化资源
处理厨余垃圾及绿色垃圾近1吨，为居民生
活垃圾可持续管理提供新的模式和方法。

将四川的环保行动推向全国

罗丹很忙碌，她不仅要进社区宣传，还

要走进学校、企事业单位进行环保教育宣
讲实践活动。

每年，成都“根与芽”会举行一两次“儿童
环保剧”公演活动。为了真正吸引小朋友，罗
丹和团队除了在儿童剧本身的设计和创意上
下功夫，还设定儿童环保剧的公演门票需要
小朋友用家里的旧手机或旧玩具来换。

除了常规环保宣传，罗丹还和高校学
者、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合作，撰写建议
意见，为城管和环卫部门提供政策建议。“一
个人、一个团队的力量有限，通力合作，有助
于调动全社会各方面力量为环保发力。”

2016年12月，成都“根与芽”主办“中
国零废弃论坛”，集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等多方人士探讨垃圾问题，筹建零废弃西
南枢纽中心，推动零废弃的环保理念在四
川地区传播，同时也将四川的环保行动展
示给全国各地的伙伴和专家。

现在，时常有学校和社区主动找到成
都“根与芽”，希望在环保教育、低碳生活行
动等方面合作。看到这种改变，罗丹觉得
一切都是值得的，“希望环保真正融入大家
的日常生活。”

8.7亿活跃用户
享受移动支付高效服务

本轮融资既包括来自国内投资者的人
民币资金，也包括蚂蚁金服旗下全资子公
司——蚂蚁国际筹集的来自国际投资者的
美元资金。

除原有股东继续跟投外，包括新加坡
政府投资公司、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华平投
资、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银湖投资、
淡马锡、泛大西洋资本集团等全球顶尖资
本成为新增的战略投资者。

蚂蚁金服董事长兼CEO井贤栋表示：
“国内、国际投资者看好的不仅是蚂蚁金服
以及支付宝的全球竞争力，更看好的是中
国步入新时代的发展机遇。我们将与志同

道合的伙伴一起，携手为更多国家和地区，
带去中国成功的技术经验和模式，推动全
球范围内的普惠金融发展。”

自2015年起，支付宝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向当地合作伙伴输出技术经验，
助力9个本地手机钱包的诞生或发展，包括
印度、韩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在
内的国家和地区用户，正在逐步享受到移
动支付安全而高效的服务。

截至2018年3月31日，支付宝与其全
球合作伙伴的年活跃用户数已达8.7亿。

让数字经济红利
惠及到更多人群

2018年5月30日，互联网女皇玛丽·

米克尔发布2018《互联网趋势报告》，列出
全球TOP20互联网科技公司排行榜，前20
强中，中国占9席，美国占11席。蚂蚁金服
与腾讯、阿里巴巴跻身十强，蚂蚁金服名列
第9。而5年前，中国只有2家，美国有9
家。

井贤栋说：“科技是面向未来的核心
驱动力，我们将持续强化在区块链、人工
智能、安全、物联网和云计算方面的布
局，用科技驱动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现
代服务业发展，并进一步打造开放的生态
系统，通过技术投资和创新，在不同的国
家寻找合作伙伴，为全球个人和小微企业
带来更安全、透明、高效和普惠的金融服
务，让数字经济的红利惠及到更多人
群。”

主跨长达1200米
亚洲同类桥梁跨径最大

赤水河特大桥四川岸的修建主要包
括桥梁索塔、隧道锚、引桥三部分。随着
施工便道、钢筋加工场及拌和站等相关
附属工程完工，2017年6月，大桥工程建
设正式拉开帷幕。

据了解，四川岸隧道锚洞室整体为
喇叭形，隧洞总轴线长度达 78.35m。

总体来说，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
小。赤水河特大桥净空高度居世界第
一。锚洞开挖完成标志着四川岸隧道
锚的施工进入散索鞍和锚塞体混凝土
浇筑阶段，为加快赤水河大桥的整体
施工进度创造了良好条件。

赤水河特大桥是一座典型的超高
墩、大跨度、特长山区高速公路桥梁，桥
梁全长2009米，主跨长达1200米，是目
前亚洲同类型桥梁中跨径最大的山区峡
谷大桥。

利用整座山的力量
支撑起索桥的巨大拉力

值得注意的是，赤水河特大桥并未
在赤水河中修建桥墩，作为一座悬索桥，
它主要利用两岸的锚和主墩来支撑起整
个桥面。简单来说就是在赤水河两岸分
别修一个很重的钢筋水泥块，把大桥钢
索系在锚上，利用锚的重量，从而把钢结
构的桥面“绷直”以承受桥面拉力。

据四川路桥赤水河岸项目经理郭勇
介绍，大桥贵州岸地势相对开阔，因此修
建了一个面积达3360平方米的重力锚，
相当于8个篮球场大。而大桥四川岸地
山势陡峭，如果要修重力锚，就得开山凿
路，耗资巨大不说，还将严重破坏生态环
境。因此，在大桥四川岸，施工队伍选择
修建一个隧道锚：也就是向山体内斜下
方开凿一个长达78.35米的隧道，再用钢
筋混凝土浇筑出一个巨大的锚体，把上
百根钢缆固定在隧道尽头。形象地讲，
就像在山体里浇筑一个巨大的膨胀螺
钉，把钢缆拴在上面，从而利用整座山的
力量，支撑起索桥的巨大拉力。

据介绍，目前，叙古高速赤水河特大
桥四川岸228米高的塔柱浇筑已突破
200米，预计本月底封顶。

净空高度世界第一 连接川黔两省

叙古高速赤水河大桥明年通车
大桥四川岸隧道锚已完成左右两个锚体洞开挖

“绿色先锋”罗丹：
希望环保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2007 年，机缘巧合，罗丹
加入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
流中心成为专职人员。随后，
她带领团队开展“儿童环保
剧”、“生态社区”等项目，将环
保理念传递进校园、社区，为
城管和环卫部门提供政策建
议，推动成都环保事业的发展
与进步。

今年，罗丹被评为首届四
川省“十大绿色先锋”。她说，
希望通过自己做的事情，让更
多人意识到，可以通过自身行
动让周围环境越来越好。

蚂蚁金服新一轮融资140亿美元
用于支付宝全球化拓展与科技创新

6月8日，蚂蚁金服对外宣
布新一轮融资，融资总金额140
亿美元。蚂蚁金服方面表示，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支付宝的
全球化拓展、自主科研投入和
全球顶尖人才的招募，从而提
升支付宝及其合作伙伴向全球
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提供普惠金
融服务的能力。此外，资金也
将用于培育新兴市场的本地科
技人才，助力当地的数字化转
型，让普通民众也能享受数字
经济带来的红利。

太平镇岔角村峭壁上
的盘山路上，一辆辆大型
水泥罐车和装载车来来
往往；赤水河畔近乎笔直
的山崖边，两根塔柱节节
攀升。河对面就是贵州省
习酒镇，两根高耸入云的
塔柱已巍然屹立。

6 月 8 日，记者从叙古
高速赤水河特大桥四川岸
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历
时8个月的施工，大桥四川
岸隧道锚已完成左右两个
锚体洞开挖。6月底，四川
岸塔柱横梁将封顶，届时，
赤水河两岸的桥梁悬索将
在无人机的牵引下，安装
到两岸的塔柱上。明年
底，这座目前国内最高的
山区悬索桥将建成通车。

朱茂钟旭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华刚摄影报道

服务企业新模式
昭化纪委发放“廉心卡”

华西都市报讯（刘绍凯 记者
陈静）“这是我的电话，以后有什
么问题可以随时向我们反映。”6
月7日，广元市昭化区监委委员
王珏来到香香嘴食品有限公司，
一边将“昭化区纪委监委服务企
业廉心卡”贴上墙，一边对企业
负责人说。

今年来，昭化区纪委监委开
展纪检服务企业活动，将“廉心
卡”送进企业，纪检监察干部和
特邀监察员“组团”上门一对一
为企业服务，进一步为全区企业
发展清礁排障，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

向全区企业发放的服务“廉
心卡”，印有联系企业的纪检监
察干部和特邀监察员的姓名、联
系方式、“效能投诉方式”以及投
诉范围，实现纪检企业沟通“零
距离”，服务“零障碍”，损害发展

“零容忍”，合理诉求“零等待”。
“如果你们遇到区上行政执

法部门有服务不优、办事不力、
效率不高、违规检查、吃拿卡要
等问题，都可以打上面的电话，
发短信都行。”特邀监察员马晓
鸿对广元翔宇酒业副总经理王
开建说。

“纪委、监委是真正在为我
们企业考虑，反映的问题都能及
时得到处理，我们很满意。”蜀惠
农业负责人徐基贵对纪检监察
干部上门为企业服务的做法连
连称赞。

截至目前，为40余家在昭企
业发放服务“廉心卡”，各级纪检
监察干部走访企业100余次，协
调解决问题28件（次）。

叙古高速赤水河特大桥隧道锚已完成开挖。

关于
叙古高速

总投资 亿

叙古高速全线长65.739公里，
设互通枢纽4处、服务区1处、收费
站3处，总投资79.66亿元。

“拉长耳朵”“瞪大眼睛”
青白江全程监督高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罗田怡）高考于6月8日结束，成
都市青白江区共有2294名考生
参考。为确保高考公平公正，派
驻区教育局纪检组将监督执纪
问责贯穿于招生考试全过程，紧
盯关键环节、重要岗位和重点人
员，扎实开展事前、事中、事后监
督，用铁的纪律确保高考在阳光
下运行。

自招考工作启动以来，青白
江区教育纪检组及时掌握考务
工作动态,全程参与高考筹备和
考试实施的监督工作,先后开展
现场督查20余次。同时，加强对
招考办、监考老师、阅卷老师等
人员的纪律教育培训，通过典型
案例警醒考务人员遵规守纪。

“高考关乎广大考生的前
途，心系千万家庭的期盼，我们
一定要‘拉长耳朵’‘瞪大眼睛’，
主动履行监督责任，狠刹高考中
的歪风邪气，营造风清气正、公
平公正的高考氛围……”派驻区
教育局纪检组长罗隆彬说。

高考期间，派驻区教育局纪
检组采取实地察看与远程监督
相结合的方式，利用高考巡考系
统对考场、试卷保密室、设备控
制室等90余个点位考务人员履
职情况开展实时监督。试卷在
区期间，局纪检干部对区招考委
试卷保密室工作人员履职情况
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督，严防试
卷泄密等问题发生，全力保障高
考安全平安。

下一步，派驻区教育局纪检
组将着力查办高完中学校利用
高考进行不实宣传、炒作高考状
元、泄露高考成绩、宣传高考升
学率等行为。

79.66 年全线贯通

叙古高速公路项目末段预
计2020年全线贯通，将成为出
川出海的高速通道。

2020 大重点控制性工程

叙古高速三大重点控制性工程：太平渡隧道、
赤水河特大桥和天堂河特大桥，其中赤水河特大桥
长2009米，预计投资15.5亿元，建设工期4年。

3

叙古高速赤水河特大桥两岸塔柱已巍然屹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艾晓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杨金祝

罗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