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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城际铁路自贡至宜宾段建设全面提速

“巨无霸”架桥机入川 成功架设首榀箱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菲 摄影报道

3月23日上午10点过，自贡
市沿滩区釜溪河双线特大桥施
工现场，随着一榀长 32 米、重
900吨的钢筋混凝土简支梁精准
落下，标志着川南城际铁路自贡
至宜宾段（以下简称“自宜段”）
首榀箱梁成功架设。自此，全线
施工由线下转为线上、线下同
步，建设全面提速。据悉，自宜
段架梁作业将于 2022 年 6 月底
完成，该段预计于 2023 年底建
成通车。

大桥将架设47榀箱梁

釜溪河双线特大桥位于自
贡市沿滩区与富顺县交汇处，桥

梁全长 1941 米，设计时速 350

公里，为双线高速铁路大桥，将

架设箱梁47榀。

此次架设的箱梁长 32 米、

重900吨，由中铁北京工程局集

团自宜铁路工程指挥部邓关制
梁场（以下简称“邓关制梁场”）
生产制造。该梁场承担着自宜
段 578 榀箱梁制造任务（分 32
米、24 米两种），占该段箱梁总
里程的43.7%。截至目前，该梁
场已生产箱梁80榀。

“首榀箱梁架设比我们设计

工期提早了两个月。”中铁北京
工程局集团自宜铁路工程指挥
部指挥长柴敬尧说。开始架梁
意味着施工由线下转为线下、
线上同步，为后续道床铺设创
造了条件，全线建设进入全面
提速阶段。

运架一体机首次亮相四川

22 日下午 5 点过，首榀箱
梁 提 前 从 400 米 外 的 邓 关 制
梁 场 运 至 架 梁 现 场 。 长 96.5
米、重 760 吨的运架一体机载
着 900 吨重的箱梁缓缓移动，
转弯、上坡等操作都能完成，
场面甚是震撼。

柴敬尧介绍，此次架梁采用
的是国内最先进的运架一体机

（也称流动式架桥机），这是该设
备首次在四川铁路建设中使用。

“这种设备第一个优点就是
占用的空间比较小，能够通过沿
线隧道的有限空间，符合川南地
区高铁建设桥隧众多、丘陵地貌
的建设需求。”柴敬尧说。中铁
北京局自宜一标的 36.5 公里线
路上，共有桥梁37座、隧道6座，
桥隧比高达69%。隧道净空低，
运架一体机过隧道更方便。

“运架一体机还能够满足桥
梁、隧道间距较短的路况。”柴敬
尧解释，传统的步履式架梁机作
业时需要伸出U型大支腿，有一
定的空间要求，而一体化运架机
依靠车轮支撑，不仅没有空间限
制，而且运输中可以转弯、掉头，
能够满足各种曲线半径的线路

施工要求。
据介绍，运架一体机可实现

隧道口零距离架梁，在桥隧相连
的隧道口架梁无需拆解任何部
件，不需要辅助机械和过多人工，
具有自动化程度高、安全可靠、简
单便捷、节约人力物力等优点。

内自泸段将于今年通车

川南城际铁路由内江经自
贡至泸州和自贡至宜宾段组成，
两段凑成了“人”字形状，内自泸
段设计时速250公里，自宜段设

计时速350公里。

目前，内自泸段已经完成铺

轨，将于2021年通车；自宜段开

始架梁，全线建设步入快车道，

预计于2023年底通车。

川南城际铁路是国家铁路

网八纵八横中的第六纵京昆线

（成昆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

渝客专第二通道（成都-自贡-

泸州-重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成贵客专第二通道（成都-自

贡-泸州-遵义-贵阳）的重要组

成部分。

全线建成通车后，川南内

江、自贡、泸州、宜宾将形成半小

时交通圈，至成渝两地形成1小

时交通圈，至成渝其他次级枢纽
城市形成2-3小时交通圈，将推
动沿线城市一体化发展。

川南城际铁路是国家
铁路网八纵八横中的第六
纵京昆线（成昆段）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成渝客专第二
通道（成都-自贡-泸州-重
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成贵客专第二通道（成都-
自贡-泸州-遵义-贵阳）的
重要组成部分。

航拍箱梁架设。

交警指导驾驶员使用“交管12123”在线快处。

3月22日，成都市金牛区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王某某诉
罗某居住权纠纷一案。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该案是

《民法典》施行后，成都市第一
起涉居住权纠纷的民事案件。

原告王某某是被告罗某的母
亲，第三人吕某某是罗某离异前
妻，两人育有一个亲生子罗某一。

案涉房屋是王某某和已故
丈夫的共有财产。1998 年，王
某某丈夫去世后，案涉房屋作
为遗产由王某某、罗某及王某
某女儿共同继承。

考虑到儿子罗某的终身大
事，2002年12月，王某某及其女
儿主动放弃了遗产继承权。与此
同时，王某某将属于自己的不动
产共有份额赠与儿子罗某。

为 保 障 自 己 居 家 养 老 权
利，在赠与合同中，约定了王某
某享有案涉房屋的居住权利，
直至王某某去世。

2006 年，罗某与吕某某结
婚，次年生下了罗某一。2020
年，两人离婚，孩子归吕某某抚
养。考虑到孩子抚养费问题，离
婚协议约定案涉房屋归吕某某
所有，以此来作为罗某应负担的
抚养费。

王某某体谅儿子与儿媳在
抚养费问题上的困难，但无法接
受自身居住权利受到损害，因此

诉请被告协助办理居住权登记
手续。

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在举
证、质证、辩论等环节，就共同保
障未成年人抚养权及老年人居
住权问题充分发表意见。

本案的焦点在于，案涉各方
均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及道义承
担，如何在保障未成年人抚养权
和老年人居住权之间取得平衡、
维护家庭和谐友善的良好氛
围，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法院将择期进行宣判。

《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
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
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
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这是法律首次以法条形式对居住
权的设立进行规定。不仅如此，

《民法典》还设专章对居住权合同
条款、登记生效制度、权利限制和
消灭等进行详细规定。

回归到案件审理，虽然在现
有法律框架下，居住权登记并不
构成办理房屋过户的限制条件，
但后续裁判文书的履行及房产管
理部门的居住权登记办理工作，
还需法院与相关部门做进一步沟
通衔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钟晓璐

3 月 23 日，成都交警二分
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人民北
路二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交
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这是一起
车辆追尾引起的小事故，驾驶
员完全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处
理。现场，交警指导驾驶员使
用“交管 12123”在线快速处理
交通事故系统，在上传完相关
信息后，即刻收到了在线交通
事故认定书。

据了解，成都“交管12123”
在线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系统
2018年1月20日就已启动，但
仍有许多驾驶员并不知道这个

“快捷操作”。对此，成都交警
对“交管 12123”道路交通事故
在线快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
等再次进行详细讲解。

10分钟完成事故认定
23 日下午，杨女士驾驶小

轿车在人民北路二段追尾吕先
生驾驶的货车，由于当时交通
拥堵，两人拍了现场照片后将
车挪到红花北路等待交警到场
进行事故认定。交警二分局四
大队民警詹志飞到场后，指导
两名驾驶员在“交管 12123”上
完成了事故认定，整个过程不
过10分钟。

“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仅造
成车辆损失的道路交通事故，各
方均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且当事人能够自行移
动车辆的，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
快速处理。”詹志飞介绍，这是进
一步简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和

保险理赔流程，实现道路交通事
故现场自行协商、在线认定，保
险快速定损、快速理赔，为市民
提供便捷、快速、高效的道路交
通事故在线快处服务。

如何使用在线快处？
据交警介绍，在线快处首

先需要下载“交管 12123”手机
APP，也可以在手机自身的应
用商店内搜索关键词“交管
12123”进行下载。APP安装成
功后，打开、进入APP后进行相
应注册。要注意的是，现使用
手机号码要与机动车登记时所
备案手机号码一致。

在实际操作中，打开“交管
12123”APP，点击“事故快处”
进 入 ，找 到 底 部 的“ 录 入 事
故”。要注意的是，只能在事故
现场录入，否则会将事故定位
到当事人录入时所处位置。

之后，根据提醒填写和上

传相关照片，照片审核通过后，
会提示撤离现场。若照片审核
不通过，需要按提示重新拍照。

在选择处理方式时，双方对
事故责任划分无争议，可以选

“自行协商”，如对责任不明确、有
争议，可选“申请交警在线认定”

在定责后，点击交通事故
认定书，可预览事故认定书信
息（拖动可查看全部）。需纸质
版认定书时，可以到快处中心
提交事故编号后打印。

成都交警提醒：驾驶员在
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时，符合
在线快处适用范围的，请使用

“交管12123”APP按照相关流
程进行快撤快处，提升城市通
勤效率，减少二次交通事故发
生率，共同维护成都市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有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姚箬君

小追尾还在等交警来现场处理？
成都交警指导驾驶员使用“交管12123”在线快处

儿子将房子过户给前妻，母亲的永久
居住权如何保障？

成都首例居住权案开庭

新 闻 链 接

母亲为儿子婚姻大事着想，在约定自身享有永久
居住权的前提下，将房屋赠与了儿子。结果儿子离
婚，在未告知母亲的情况下，将房屋协议赠与前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