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泥巴山无人区
与泥泞、冰雪为伴

截至2019年9月，四川三大特高压
直流线路，已累计向上海、江苏、浙江输
送电量6669亿千瓦时，相当于韩国或德
国一年的发电总量。近年来，四川越来
越多的水电等清洁能源，通过一条条架
设在群山之间的输电“天路”，源源不断
地送到全国多地。

“我参与建设的第一条输电工程，就
是运送水电。”11月初，途经雅西高速泥
巴山段时，今年32岁的国网四川送变电
公司建设者覃春来，回想起他9年前参加
的第一个建设项目——途经此处的500
千伏石雅线。

该工程全长42.8千米，有200多基
铁塔，是甘孜州九龙县和雅安市等地水
电外送的重要通道。该线穿越泥巴山重
冰区，此地冰雪期从每年11月至次年3
月底，是名副其实的“林海雪原”。

“2010年参加建设时，很多地方还
是无人区。”他说，在泥巴山上常常一待
就是数月，这里的天气是出了名的变化
难测，“可能早上还有太阳，但没到中午
就下起了大雨。”

覃春来说，山上除了泥泞和冰雪外，

在夏天还得防蚊虫、蚂蝗，由于当时工期
比较紧，这条通道的建设十分重要，“通
道尽快建成，可以让甘孜、雅安的水电得
以输送出去，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对
地方和用电城市的发展都具有长远意
义。”

川藏两地建天路
见证运输方式变化

泥巴山的建设岁月，只是覃春来参
与电网建设的开端。

2013 年，他接到任务前往巴塘等
地，参与全国关注的川藏联网工程。该
工程是国家“十二五”支持西藏的重大建
设项目，建成后可结束西藏昌都地区长
期孤网运行的历史，从根本上解决昌都
地区近50万人用电问题，同时支撑起西
藏昌都和四川甘孜州南部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用电需要。

覃春来说，当时去检查基础建设施
工，要在高原上步行5个小时才能到达，
加上很多地方地质破碎，运输成了一大
难题。

“很多建设前辈都知道，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开始，在崇山峻岭中运输建设材
料和食物，得靠骡马队。”因为长期在建

设一线，覃春来同骡马队也很熟悉。当
年四川建设第一条500千伏级的二滩输
变电外送工程，就是靠骡马运送物资，

“当时运的材料太重，人背不动，又没公
路，车根本进不去，只有骡马驮，好一点
的骡马一次能运13包水泥。”

“但在川藏联网工程中，很多地方连
骡马也去不到。”覃春来说，最终采用了
标准化索道运输的方式，“与建公路等方
式相比，索道更环保、能减少对地质环境
的破坏，建设成本更低。”当时他们的建
设工区，在群山之间架起了120多条索
道运输物资和建材，而这也为之后更多
地区的电网建设提供了更好的运输方
式。

参与建设重要电网工程
已超过9个

如今，覃春来参与建设的重要电网
工程已超过9个。这些年来，他也见证了
川藏两地建起一条条拔地而起、穿梭在

群山和高原上的电网“天路”。
无论是从新（都桥）甘（孜）石（渠）电

网联网工程，还是甘孜州的“电力天路”
工程，再到川藏联网工程等，四川电网的
发展已经从点到线再到面，“编织”起一
张覆盖各地的“网”，点亮万家灯火，影响
着9亿人的用电。

近年来，全球最先进输电工程，被称
为“电力高速公路”的特高压工程也在四
川不断开建。今年9月23日，在凉山州
盐源县，雅中-江西±800千伏特高压直
流输电线路工程四川段首基基础试点工
作顺利完成，标志着我省第四条特高压
工程已全面开建。

“四川水电资源十分丰富。”覃春来
说，四川电网的不断发展，可以大幅提升
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外送能力，不仅能为
上海等东部地区提供强有力的供电保
障，优化我国能源结构，还能带动水电输
送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共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摄影报道

闯入无人区与高原缺氧为伴

80后汉子在川藏两地建起输电“天路”

不管是沿“中国最美景观大道”国道318线
由川入藏，还是通过雅西高速前往西昌、攀枝
花，途中总能见到一道道震撼的风景线——矗
立在雪域高原上与崇山峻岭间的输电“天路”。

9年前，大学毕业的覃春来来到雅安泥巴山
上，加入电网建设队伍。这些年，他从盆地到藏
区，在无人区生活工作过数月，在高原缺氧环境
下埋头搞建设，目睹了偏远山区用上电，也见证
了四川电网走出盆地与全国多地紧紧相联。

在冰雪中前往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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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现将四川欣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洁
外包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一、招标人：四川欣闻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二、项目名称：四川欣闻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保洁外包项目

三、实施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
四、招标范围及服务期限
1.范围：四川欣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服

务的四川传媒大厦、集团员工文化活动中
心,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所列范围及要
求。

2.服务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
12月31日

五、资金来源：自筹
六、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保洁或

物业服务类企业。
2.2016年以来具有从事大型物业保洁

项目2个以上，服务年限在1年及以上。
3.2017-2018年财务状况无亏损。
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领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19年11月4日至11月8日，

工 作 日 上 午 9:00--11:30，下 午 14:
30--18:00。

2.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
媒大厦 12楼B区。

八、报名需带材料
1.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盖鲜章复印

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含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
件）。

九、公告期限：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5
日。

十、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廖女士，
电话：028-86968193。

四川欣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日

招标公告（保洁外包）
四川传媒大厦是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投

资修建的智能化写字楼，总面积67000平方
米，2015年初投入使用。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员工文化活动中心总面积 7800 平方米，
2016年9月投入使用。现将两幢大楼消防
系统维护保养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一、招标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二、项目名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消防

系统维保项目
三、实施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
四、招标范围及服务期限
1.范围：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消防系统

进行维护保养,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所列
消防维护保养考核评分表相关内容及相关
要求。

2.服务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
12月31日

五、资金来源：自筹
六、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资质等级为壹

级或临时壹级；
3.2016年以来具有从事建筑面积5万平

方米及以上大型建筑消防系统设施设备维
护保养服务业绩2个以上，服务年限在1年
及以上。

4、2017-2018年财务状况无亏损.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领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19年11月4日至11月8日，

上午9:00--11:30，下午14:30--18:00。
2.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

媒大厦 七 楼A区。
八、报名需带材料
1.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2.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资质等级证书。
以上资料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介绍信(原

件)。
九、公告期限：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5日。
十、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段先生
电话：86968260、86968269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9年 11月1日

招标公告（消防）

“坚持体育梦想做自己的冠军”
跳水皇后高敏携奥运冠军团回家乡捐资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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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水皇跳水皇后重回故乡后重回故乡
鼓励运动员突破自我

此次重回熟悉的故乡，让高敏想
起了最初的梦想。她说，“我当运动
员时，最骄傲的就是代表祖国征战，
让赛场上所有的对手都仰望我们的
国旗，听熟我们的国歌。”面对自贡
500余名业余体校和运动队的运动
员，高敏在演讲中坦言，自己成功的
秘诀在于善于规划。每天训练时，她
都会计算如何在同样的时间，比别人
训练得更多更好；参加比赛前，会通
过计算运动表现周期，把竞技状态调
整到最佳。因此，她鼓励大家一定要
写好训练日记，记录每天的训练心
得，在思考的过程中不断解决技术难
题，实现自我突破。

众所周知，通往世界冠军的道路
布满荆棘。据悉，在众多体校学生
中，只有5%能进入专业队，这其中也
仅有极少数能代表国家征战。高敏
希望在座的运动员坚持“做自己的冠

军”，训练中不断突破，挑战个人最好
成绩；赛场上即使明知会输，但依然
要坚持不懈；为保证集体成绩，牺牲
个人荣誉；退役后能调整心态，敢于
普通和平凡……诸如此类，都是做自
己的冠军，这是运动员对自身最基本
的要求，也是运动员最了不起的精
神。

奥运冠军奥运冠军现场授课现场授课
认真指导孩子们基本功

在“星能冠军助学项目-自贡行”
启动仪式上，奥林匹克精神宣讲员姜
琳用一个个生动的运动员故事，传递
奥运精神，宣讲在全场诵读《体育颂》
中掀起高潮。今年17岁的郭宗玲是
自贡人，经历6年举重运动的训练，目
前她正在省上参加集训。诵读《体育
颂》时，她几次流下感动的泪水，“我有
时也会迷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这
首诗又激发我想起了自己的初心，并
重燃信心。”郭宗玲说，“每位运动员都

有一个冠军梦，我的初心就是为了改
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断奋斗。”

此次活动，让运动员们最受益匪
浅的就是现场授课。国家队体能教练
佟春雨教授，讲解了体能训练对一名
运动员运动表现提升和运动生涯延长
的重要性。两届奥运会跳水冠军林跃
的训练课，让自贡跳水队的队员们体
验到了来自跳水“梦之队”的言传身
教。从奥运冠军进入体育职业院校任
教的陈龙灿、冯喆在严肃认真指导孩
子们基本功的同时，告诉大家要牢记
梦想、永不言弃。当天下午，奥运冠军
们还实地走访了2名贫困运动员家
庭，希望体育能赋予他们正义和勇气，
鼓励他们逆困难而上，改变命运。

高敏和奥运冠军团成员希望，年
轻运动员能勇敢追寻梦想，不忘初心、
不褪底色，“希望你们跳得比我们更
高，走得比我们远，做得比我们好，做
自己的冠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邓丹 摄影报道

30多年前，自贡市跳水运动员高
敏被选拔到国家队，创造了世界杯、世
锦赛、奥运会等世界大赛的7年全胜纪
录，为世界所瞩目，成为国人的骄傲。

11月2日，这位从自贡走出去的
跳水皇后回到家乡，携奥运跳水冠军
林跃，奥运体操冠军、“双杠王”冯喆，
中国乒乓球史上首个奥运冠军陈龙
灿，北京奥运会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
军崔文娟，以及国家队体能教练佟春
雨等人一起，共同为“星能冠军助学项
目-自贡行”活动助力，为家乡的贫困
运动员带来助学金，并送上精心准备
的冠军课和体能课，鼓励大家坚持体
育梦想，努力做自己的冠军。

奥运冠军给同学们签名。

高敏和同学们一起交流。

成都航空口岸
年度出入境旅客
流量突破600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
璐） 11月1日，乘坐CA413航班
前往泰国普吉岛的曾女士，幸运
地成为了成都航空口岸2019年
度第600万名旅客，标志着成都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2019年出入
境旅客检查量首次突破600万人
次大关，仅次于上海浦东、北京首
都、广州白云三大机场，继续位居
全国对外开放空港第四位。

目前，成都航空口岸已开通
国际、地区航线122条，与102个
国家、地区城市实现通航，航程终
点遍及亚欧美非澳五大洲，航线
数量、客流量、航点等均稳居我国
中西部地区和内陆省份之首。今
年截至目前，成都边检站已检查
出入境旅客600.73万余人次，检
查航班3.36万余架次，同比分别
增长 18.87%和 19.33%，预计全
年将突破700万人次大关。其中
使用自助通道通关旅客210.09
万余人次，占比34.97%。

近年来，四川对外开放合作
驶入“快车道”，成都航空口岸年
度出入境旅客流量分别在2010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2017年突破100万人次、200万
人次、300万人次、400万人次、
500万人次大关，出入境旅客基
本保持了每年近百万级增长，成
都建设西部门户枢纽城市成效进
一步显现。

今年1月1日，成都成为首批
施行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城
市。12月1日起，外国人144小
时过境免签停留范围将扩展至成
都、乐山、德阳、遂宁、眉山、雅安、
资阳、内江、自贡、泸州、宜宾11
个市，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正逐渐
从终点机场变为中转机场。今年
截至目前，已有3.99万余名旅客
享受了24小时和144小时过境
免签便利政策。

传承冷门“绝学”
川大古文字与先秦史
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
者 吴晓铃）11月2日，四川大学
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挂牌成立。在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
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
和冷门学科受到重视的大背景
下，中心将围绕古文字与先秦史
两大方向培养人才、组建学术团
队，并开启修订《甲骨文字典》等
重大学术项目的相关工作。

古文字和先秦史，堪称中华
文化的源头活水。只有掌握这两
方面的知识，才能把中国最早的
典籍读懂读透。对这些中华文化
基因的根源进行研究和探索，将
为树立文化自信奠定学术基础，
意义重大。然而，古文字的学习
难度大、研究门槛高。一个时期
以来，因古文字和先秦史的学术
研究和人才培养并不特别理想。
针对省内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学
科带头人退休、人才断层、后继乏
人的情况，中心挂牌成立，协调返
聘学科带头人彭裕商教授、面向
全国引进人才、招收博士后等，形
成6名教师、24名在读博硕士的
基本研究团队。

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教授彭邦本介绍，中心未
来在培养后继学术人才的同时，
将着手完成相关重大学术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甲
骨文的排谱、分类等工作正在进
行，有望在2021年完成。明年，
将争取启动《甲骨文字典》的修订
工作。中心首席专家彭裕商教授
介绍，30多年来，甲骨文在识读、
分期断代等方面已产生了很多新
成果。有的补充了原有研究的不
足，有的证明了原来的错误，因此
急需将新成果进行补充，重新出
一部能代表当前新的学术研究水
平的甲骨文字典。据介绍，这本
新《甲骨文字典》的修订，为期至
少5年。

记者了解到，中心未来还将
承担一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和一般项目，其中包括编撰《徐中
舒全集》，该书已被列为四川省
2019-2020 年度重点出版规划
项目，将由巴蜀书社于2020年出
版。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
出席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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