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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上午，川黔大通道古蔺至习水
段高速赤水河大桥首块钢桁梁开始吊装，正
式进入桥梁上部结构建设阶段。预计赤水
河大桥将在今年内建成通车，届时古习高速
将成为四川又一条南向出川大通道。

赤水河大桥全长2009米，横跨四川古
蔺县太平镇和贵州习水县习酒镇。其中，
主跨1200米，主塔高243.5米，为世界上山
区同类型钢桁梁悬索桥梁中第一高塔、第
二大跨的峡谷大桥。这样一座“庞然大
物”，其钢桁梁也十分巨大。

记者在贵州岸看到，3块深红色的钢桁
梁即将拼装完成，每一块均高7米、宽27
米，长度不等，重量超过200吨。“全桥共有
81个这样的节段。”四川路桥赤水河大桥项
目贵州岸施工处技术人员李俊威介绍，钢桁
梁每一节段巨大，不便于运输，其结构杆件
均在工厂生产完成后，拖到工地进行现场组
装。杆件拼装完成后，通过高强度螺栓连
接，对精度要求极高。

钢桁梁拼装完成后，通过专门架设的
缆索吊装系统进行吊装，最先吊装的将是
位于大桥最中间的钢桁梁阶段。“这块节段
重239.8吨，最大起升高度120米，吊装至
预定位置后距河面高度350米，相当于116
高楼。”李威说，将有30余名工人参加吊
装，为确保万无一失，还首次采用缆索吊装

整体联动智能控制系统，对锚固应力值、钢
绳相对位移、风速等点位进行实时数据监
测，“一旦出现偏差，与理论数据不吻合，系
统将自动预警。”

吊装一个节段，需时仅两三小时，但赤
水河大桥位于峡谷地区，气象环境极其复
杂，且桥面投影下方分布有居民区和赤水
河旅游公路，安全控制极其严格，待准备充
分后，才进行首片钢桁梁吊装。四川路桥
赤水河大桥项目党委书记蹇林介绍，按照
进度安排，春节前夕将完成3片左右钢桁
梁吊装。

“若大桥建成，仅需一两分钟就能跨过
赤水河，将川黔两地相连。”蹇林说，从古蔺
至习水的高速公路，如今仅剩赤水河大桥
未建成通车。经过一年多的建设，目前大
桥钢桁梁吊装正式开始，拉开项目决胜之
年的序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涛 摄影报道

目前，四川建成和在建的高
速公路赤水河大桥共有三座，分
别是成自泸赤高速赤水河大桥、
纳黔高速赤水河特大桥和川黔
大通道古蔺至习水段高速赤水河
大桥。

川黔大通道古蔺至习水段高
速公路，是四川参与国际陆海贸
易新通道建设布局中，成都—贵

州（重庆）—珠三角、北部湾出海
走廊建设的一条在建高速公路。
该路段正在建设中的赤水河大
桥，位于川黔交界的乌蒙山区和
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革命
老区，西连四川古蔺，东接贵州习
水，横跨赤水天险，紧扼川黔咽
喉，是川黔大通道上的重点控制
性工程和关键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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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
大桥开工建设；

■2018年6月底
两岸高达两百多米的主墩索塔

成功封顶；

■2018年8月12日
无人机牵引先导索过江任务顺

利完成；

■2018年10月12日
猫道架设顺利完成；

■2018年12月5日
主缆架设完成；

■2019年1月18日
缆索吊装系统完成；

■2019年1月28日
首块钢桁梁开始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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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习高速赤水河大桥

赤水河大桥建设时间表

盆地持续5天区域污染结束

未来三天
空气质量转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

茜）1月 28日，记者从省环境监
测总站获悉，受持续静稳、逆温等
不利污染气象条件影响，盆地23
日起出现区域性污染过程。昨
日，全省21个市（州）政府所在地
城市PM2.5的日平均浓度较前
一日下降24.1%，其中宜宾为重
度污染，自贡、乐山、资阳3市为
中度污染，泸州、遂宁、内江、南
充、广安、达州、雅安、巴中8市为
轻度污染，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27 日-28 日，受冷空气影
响，盆地大部城市的污染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截至28日16时，
宜宾、泸州、自贡为中度污染，广
安、南充、巴中、内江、资阳、达州
6市为轻度污染，其余城市为优
或良，区域污染结束。

本次区域污染过程共持续5
天。污染期间，达州、宜宾出现3
天重度污染，乐山、巴中出现2天
重度污染，自贡、南充出现1天重
度污染；广安出现3天中度污染，
南充、德阳、资阳出现2天中度污
染，成都、自贡、乐山、宜宾、泸州、
内江、达州出现1天中度污染；泸
州、遂宁、内江、绵阳、雅安出现4
天轻度污染，成都、资阳、巴中、自
贡出现3天轻度污染，南充、眉
山、乐山、德阳出现2天轻度污
染，广安、宜宾、广元、达州出现1
天轻度污染。主要污染物均为细
颗粒物PM2.5。

受冷空气影响，29 日-30
日，盆地局部城市空气质量维持
良至轻度污染，31日，盆地大部
城市空气质量维持优或良。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128元、22135元

2018年，成都市全面提升高品质公
共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民生福利，城
市发展与市民福祉紧密相连、共兴共
荣。“城镇新增就业27.6万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3.4%。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实现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128 元、
22135元，分别增长8.2%、9.0%，连续四
年稳定在8.0%、9.0%以上。城乡收入差
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1.9：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24.2
亿元，增长9.4%

数据显示，成都市财政收入平稳增
长，税务系统组织总收入突破3000亿
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24.2亿元，
增长9.4%。其中税收收入1067.8亿元，
增长15.1%，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提高至75%。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单位
GDP能耗下降5%以上，为近6年最大降
幅，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下降8.2%。

实现旅游总收入 3712.6
亿元，增长22.4%

成都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成都调
查队有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市着力重塑

城市产业经济地理，以高质量发展为取
向，大力转变经济工作组织方式，规划建
设66个产业功能区和28个产业生态圈，
构建以五大先进制造业、五大现代服务
业和新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先
进制造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8.5%，工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37.1%，拉动经济增长3.0个百分
点。

现代服务业支撑增强，增加值增长
9.0%，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1.3%，拉动经济增长4.9个百分点。“三
城三都”加快建设，文旅产业加快发展，
接待游客2.4亿人次，增长15.8%；实现
旅游总收入3712.6 亿元，增长 22.4%。
会展经济持续繁荣，实现会展总收入
1091.9亿元，增长17.2%。现代物流功
能提升，完成全社会运输总周转量532.4
亿吨公里，增长13.3%；快递业务量增长
26.6%，业务收入增长31.0%。

都市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深入推进
乡村振兴“十大重点工程”“五项重点改
革”“七大共享平台”。落地开工乡村振
兴项目490个，完成投资600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3000
家，产值突破1万亿

数据显示，成都市全社会研发投入
增长12%，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22
件，增长15.8%。市场主体快速涌现，新
增市场主体54.1万户，增长12.8%。高
新技术企业超过3000家，产值突破1万
亿元。

新增上市企业11家，为历史最好成
绩。A股新增数量居全国城市第四、副
省级城市第二、中西部第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扎实推动，成功举办全国“双
创”活动周主会场活动，新建成创新创业
载体36家。人才新政成效明显，深入实
施“人才新政12条”，新引进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34人，人才新政累计吸引超
过26万名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落户。

实施“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大
力推动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城市重
点区域加快发展，“东进”区域投资增长
14.9%，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投资增长
12.4%。

进出口总额4983.2亿元，
增长26.4%

数据显示，成都市双向开放合作有
效提升，对外贸易持续繁荣，实现进出口
总额4983.2亿元，增长26.4%。其中，出
口总额2746.9亿元，增长33.0%。持续
提升自贸区建设水平，外商直接投资
26.9 亿美元（商务部口径统计），增长
44.1%；外商投资实际到位76.3亿美元，
增长17.5%。对外交往不断深入，获准
实施部分国家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17个国家获批在成都设立领事机
构，友好合作关系城市93个。

同时，成都市开放通道不断拓展，加
快构建“陆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
立体大通道体系，保持全球通达性领先
地位。开通航线355条，其中国际（地
区）航线数量114条，居中西部地区第
一。双流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5295.1
万人次，成为我国内地第四个、中西部首
个跻身全球“5000万级机场俱乐部”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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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成绩单”
空气优良251天
为近六年最高水平

一个城市的生态“成绩单”，体现着
市民的幸福感。成都市坚持生态优先原
则，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美丽宜
居公园城市。持续抓好“三治一增”，全
面打响防治污染“十大攻坚战”，实施突
出环境问题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污染防治成效显现。深入实施“治霾十
条”和大气污染防治“650”工程，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2018年空气优良天数达
251天，比上年增加16天，为近六年最高
水平。

其中，PM10、PM2.5浓度同比分别
下降8.0%、8.9%，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量分别降低32.0%、22.1%，清洁能源
占比达58.8%。深入实施“治水十条”和
水污染防治“626”工程，重拳治水取得成
效，地表水断面Ⅰ-Ⅲ类占比75.5%，同
比提高7.2个百分点，县城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锦江水生
态治理成效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座谈会上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邱静静

（上接01版）
彭清华指出，全省各级党委

（党组）必须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根
本政治责任，坚持思想教育从严、
正风肃纪从严、惩治腐败从严、监
督管理从严、制度执行从严，持续
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为推动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提供坚强保障。
要坚定用党的创新理论强化思想
武装，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同落
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部
署结合起来，持续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要坚决整饬“四风”
弘扬优良作风，严格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持之以
恒抓具体、补短板、防反弹；改进
督察检查工作方法，提高质效、注
重实效，防止增加基层负担，防止
产生新的形式主义。要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靶
向治疗、精确惩治，突出重点削减
存量、零容忍遏制增量，深化标本
兼治，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
纵深推进。要进一步强化主体责
任、健全完善监督体系，常态化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
小、动辄则咎，高质量推进巡视巡
察全覆盖，让党员干部习惯在“探
照灯”下工作生活。要向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亮
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坚决铲除黑恶势
力滋生土壤。要扎实做好蒲波严
重违纪违法案件“以案促改”工
作，对照省委《工作方案》一项一
项抓好落实，加强自查自纠，认真
开展“带病提拔”、党员干部“赌博
敛财”、“利用地方名贵特产谋取
私利”等专项整治，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整改任务。

彭清华强调，全省党员领导
干部要进一步强化自律意识、标
杆意识、表率意识，带头严守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执行
党中央决策部署指示要求，带头
发扬民主正确集中，带头保持清
正廉洁政治本色，为全省党员干
部群众作出示范。全省纪检监察
系统要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
的职责，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
法治化规范化，严格教育监督管
理，努力建设让党放心、人民满意
的模范机关，建设忠诚干净担当
的纪检监察铁军。广大纪检监察
干部要发扬光荣传统，讲政治、练
内功、提素质、强本领，成为立场
坚定、意志坚强、行动坚决的表
率。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领导和
支持纪检监察工作，在政治上工
作上生活上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
部，为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当
好坚强后盾。

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
记、省监委主任王雁飞传达了十
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代
表省纪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与
会同志进行了分组讨论。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
检察院检察长，各市（州）党委书
记，省直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中央驻川机构及在川企事
业单位、部分省属科研单位、高等
学校、国有企业和部分医院党委
（党组）书记等参加会议。

根据会议安排，29日上午，
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将向全会作述责述廉报告，
并进行现场问答和民主测评。

2018年成都经济“成绩单”出炉

现代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4.9%

一桥跨两省一桥跨两省
赤水河赤水河大桥开始吊装大桥开始吊装

年内建成年内建成通车通车

1月28日下午，2018年成都市经
济运行情况发布，全市经济呈现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据成都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成都
调查队有关负责人介绍，经四川省统计
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审定，
2018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342.7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8.0%（下同）。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增加值522.59亿元，增长3.6%；第二产
业增加值6516.19亿元，增长7.0%；第三
产业增加值8303.99亿元，增长9.0%。
三次产业结构为3.4：42.5：54.1。

制图/杨仕成

1月28日，赤水河大桥首块钢桁梁吊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