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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第一桥”明年八月贯通
对岩至泸定段年内将建成通车，从成都到泸定只需3小时

■本报记者 杨杰 陈斌

自2月17 日动员部署大会召开以
来，短短一个半月，这场“思想大解放、
能力大提升、工作大见效”大讨论活动
的春风吹散了甘孜冬日的寒冷，一次次
吹响催人奋进的号角，擂响脱贫奔康的
战鼓。州委书记刘成鸣要求广大干部
要坚决克服“六气”，围绕州第十一次党
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勇挑重担，
攻坚决胜，锐意进取、实干实州，为全州
干部职工指明了航向，提振了全州干部

职工的精气神。各级各部门纷纷把大
讨论活动作为牵动全局的重要任务来
部署，紧紧围绕“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
升、工作大见效”大讨论，精心谋划、深
入推进、孜学求进，迈出了加快建设美
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的铿锵步伐。

在推进会上，州级各部门本着“清
除思想障碍、破除发展瓶颈、实现创新
发展”的原则，以“解决问题、破解难题、
促进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树
立精神标杆，树立新理念、引领新常态，
从根本上解决“怎么办、怎么干”的问

题，切实做到思想上有新认识、观念上
有新转变、思路上有新措施，确保行动
上有新作为、工作上有新突破，全力推
动全州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

刘成鸣仔细倾听大家的发言，并帮
助大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要求
大家要把问题讲透、把措施讲明，进而
建章立制，做到学用结合。在大家谈到
今后的整改措施时，刘成鸣特别强调，

“要将‘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工作
大见效’大讨论活动与‘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和落实中

央的治藏方略和省委的藏区工作思路
结合起来，和落实‘十三五’规划及州委
提出的各项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和自身
的工作岗位结合起来，绝不能把大讨论
活动搞成‘两张皮’‘走过场’。”

“我们说实现创新发展，就是要敢
于揭短亮丑，查找工作短板，提升能力素
质，及时对标先进，用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新战略、新理念、新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
动，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
抓落实’的干事创业局面，推动我州各项
工作落地见效。”（下转第三版）

对标先进找差距 学用结合抓整改
——全州大讨论活动州级部门推进会纪实（下）

按照州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
署，州委第二轮巡察工作于2017年4月6
日启动，州委五个巡察组进驻甘孜州林
业局、丹巴县、九龙县、泸定县、道孚县开
展巡察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巡察对象
甘孜州林业局党委班子及其成员，

丹巴县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
组班子及其成员，九龙县党委、人大常委
会、政府、政协党组班子及其成员，泸定
县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班
子及其成员，道孚县党委、人大常委会、
政府、政协党组班子及其成员。

二、巡察时间
丹巴县：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

5月10日；
九龙县：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

5月10日；
泸定县：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

5月10日；
道孚县：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

5月10日；
甘孜州林业局：2017 年 4 月 8 日至

2017年4月30日。
三、巡察内容
（一）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存

在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
大政治问题和省委、州委重大决策部署、
重要决议决定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党的
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失、管党治党不
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拉帮
结派等问题；

（二）违反廉洁纪律，以权谋私、贪污
贿赂、腐化堕落等问题；

（三）违反组织纪律，违规用人、拉票
贿选、买官卖官，以及独断专行、软弱涣
散、严重不团结等问题；

（四）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
纪律，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等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精神和州委州政
府七项规定的问题，特别是吃拿卡要、冷
硬横推、庸懒散浮拖，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不到位，正风肃纪专项治理不力的问题，

提升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满意度“消百”攻
坚工作不力的问题；

（六）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州十
一届党代会精神不力的问题；

（七）依法治州、“软环境整治”及“精
准扶贫”等工作推进不力的问题；

（八）开展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
暨“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工作大见
效”大讨论活动不力的问题，特别是各
级纪检组织落实“‘思想大解放、能力大
提升、工作大见效’纪委要先行”要求不
力的问题；

（九）落实州委、州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不力的问题。

（十）州委要求巡察的其它问题。
四、反映问题渠道
巡察期间，设立意见箱、举报电话，

接待群众来电来信来访。主要受理反映
被巡察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举报意见建

议反映。
（一）州委第一巡察组负责巡察丹巴县
电话：13518440279
电子邮箱：1454072930@qq.com；
（二）州委第二巡察组负责巡察九龙县
电话：13320797711
电子邮箱：xunchazuer@163.com；
（三）州委第三巡察组负责巡察泸定县
电话：15984739075，18048091973
电子邮箱：zwxczdsz@163.com
（四）州委第四巡察组负责巡察道孚县
电话：18508368080，13550537610
电子邮箱：18508368080@163.com
（五）州委第五巡察组负责巡察甘孜

州林业局
邮政信箱：州民干校活动中心隔壁

电梯口州委第五巡察组信箱
联系电话：13541471428

18990493071
电子邮箱：gzzxcb5@163.com

中共甘孜州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4月7日

甘孜州第二轮巡察公告

本报讯（实习记者 金鑫 见习记者 刘
小兵）4月7日，全州政法系统“讲政治、提
能力、铸忠魂”主题教育活动动员部署电视
电话会议在康定召开。州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罗振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罗振华指出，开展此次主题教育活
动，既是贯彻中央关于建设“政治过硬、业
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
的政法队伍的总体要求，又是对州委“干
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暨大讨论活动精神
的深入实践，也是解决目前全州政法队伍
突出问题的重要途径和加强全州政法队
伍建设的重要载体。

罗振华要求，对于此次主题教育活动，
全州政法系统必须高度重视、全面参与、精
准实施，确保活动落地见效。一要充分认识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既是解放思想的迫切需
要，又是提升能力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社
会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要站在全州“一盘

棋”中思考谋划，看主流、顺大势，做到适应
形势刻不容缓。二要深刻把握“五个过硬”
总体要求，着力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的甘孜政法队伍。整体而言我州政法队伍
在思想、能力和工上还存着诸多短板，尤其
是“六气”在整个政法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
存的现实，要找准“定盘星”对标先进、深入
整改。三要瞄准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等重点目标
任务，既要以破除“六气”，解放思想为重点，
又要聚焦短板，着力提升大走访、大调研、大
化解、大宣传、大服务、大落实等能力，力求
实现政治建警、素质强警、文化育警、从严治
警、从优待警的新突破，争取打好一套“组合
拳”，收获一串“好果实”。四是对于此次主
题活动，全州政法系统既要抓实“动员部
署、能力提升、查摆整改、巩固提升”整个环
节，又要紧扣“思想、能力、工作”三大内
容，还要注重统筹结合，（紧转第三版）

除“六气”提“六能”
全州政法系统启动“讲政治、提能力、铸忠魂”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宋志勇）4月7日，
全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工作会议在康
定召开。会议要求，坚定文化自信，精
准把势定位，聚焦能力提升，加力推动
全州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州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相洛主持会议并讲话，
州政府副州长程静作相关工作安排，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苏英、州政协
副主席蒋秀英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州文体基础
设施不断改善，文化人才队伍不断充
实，文化传承保护持续加力，文艺作品
创作成果丰硕，系列文体活动反响良
好，文化惠民服务覆盖广泛，文化市场
秩序监管有序，社会舆论生态持续向
好，各项文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上相洛对全州文体广电新闻出
版工作成效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强调
指出，当下我州文化工作既面临利好

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人文历史厚
重、文化资源独特是最大优势，文化特
性迥异、文化品牌多样是最大卖点，文
化素材丰富、民俗技艺精湛是最大潜
能，阵地建设乏力、文化服务不广是最
大现实，文化投入不足、专技人才匮乏
是最大掣肘，文艺精品不多、文产发展
滞后是最大软肋，文创能力不足、聚焦
市场不够是最大短板。

相洛要求，全州文化战线要牢
固树立“抓文化就是抓方向、抓文化
就是抓发展、抓文化就是抓民生、抓
文化就是抓未来”的全局意识，坚持
把文化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始终以先进文化为第一方向、以传
承文化为第一职责，大力繁荣文化
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精准实施
文化扶贫，全面推动文化事业大发
展大繁荣。（紧转第三版）

坚定文化自信 聚焦能力提升
加力推动全州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本报评论员

我州要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要实现长治久安、要实施

“六大战略”，关键要在锤炼干部队伍
素质上见实效。州委书记刘成鸣告诫
各级干部，一定要克服视野狭窄的“小
气”，自甘落后的“暮气”，以苦居功的

“骄气”，不讲原则的“义气”，作风不实
的“浮气”，消极怠工的“惰气”。要强

化对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正向激励
机制，积极努力在全州形成想干事、能
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我们一定
要认真领会州委精神，要在具体工作
中，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科学决策、群众
工作、执行落实、开放发展、应急处突
的能力，要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
建功立业。

锤炼素质见实效，必须要发扬脚踏
实地的务实作风。各级干部只有既拿

出“冲锋队”一往无前的勇气，又练就
“绣花功”一针一线的精准，大处着眼、
细处用力，才能实现能力大提升、工作
大见效，才能实现脱贫路上不落下一人
一户的铮铮誓言。各级干部要重在务
实，久久为功、绵绵用力。大家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
大，不是光喊喊口号、不费吹灰之力就
能实现的，必须层层压实责任、精准施
策、做过细工作。干事创业贵在有作

为、肯负责、能担当、善担当。领导干部
要带头勤奋工作，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努力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
促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广大
干部要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成其
事。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大胆地挑起相应
的担子、履行相应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
任。抓工作一定要思路到位、措施到位、
责任到位，增强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提高工作实效。（下转第三版）

锤炼素质见实效 求真务实树形象

本报讯（记者 张涛）4月5日，甘
眉工业园区第三次联席会议在眉山
市召开。州委副书记、州长肖友才，
眉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罗佳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甘孜州与眉山
市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区位、信息
和技术优势，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甘
眉工业园区发展成效初显。甘眉园
区要增强信心、主动作为，以更好更
快的速度推进园区建设。

州政府副州长何飚出席会议，
眉山市政府副市长唐宏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甘眉工业园区工作
情况汇报，审议了园区“十三五”发
展规划，确定了园区2017年目标任
务及发展项目，研究解决了当前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双方还就人事编
制、园区资金使用、留存电量分配、
重点项目入驻等推进园区发展的相
关事宜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友好协
商，达成了广泛共识。

会上，肖友才代表州委、州政府
对眉山市委、市政府关心、支持民族
地区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甘眉工业园区成立以来，在两市州
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州相关
部门和甘眉工业园区认真贯彻落实
市州党委、政府总体部署，以项目为
中心推动园区发展，圆满完成了各
项目标任务，为两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良好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肖友才指出，飞地园区是民族
地区发展工业的有效探索，是我州
与眉山市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省
内区域合作发展、支持发展飞地园

区”的重要举措。市州合作共建甘
眉工业园区，要善于算大账，园区要
积极承担市州赋予的发展使命，在
发展目标的确定上跳起摸高、自我
加压。要继续打好“民族牌”，用心
用情、通力合作，把国家、省支持民
族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研究透、享
受够，切实增强甘孜藏区经济发展
内生动力。要努力把甘孜的资源优
势和眉山的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助力甘孜藏区实现“走出一条产
业特色鲜明、生态环境良好、群众共
富和谐的发展之路”目标，为民族地
区发展“飞地经济”努力探索创造出
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藏区飞地
园区发展新模式，把园区建设成为
全省藏区飞地园区典范。

罗佳明指出，支持甘眉工业园区
发展就是支持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
眉山市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倾心
帮助园区发展，及时高效解决园区发
展的具体问题，努力让园区做大做
强。作为联系甘孜、眉山两地的友谊
桥梁，作为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载体，
甘眉工业园区要认真落实甘孜和眉山
两地党委政府的发展部署和对园区的
要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务实的作
风，推动园区经济加快发展。要坚持

“以甘为主”，体现民族特色，用好民族
政策；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提升园
区发展内生动力；要加强沟通协调，及
时解决合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合
力推进甘眉工业园区健康发展。希望
甘眉双方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实现合
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据了解，甘眉工业园区自建立
以来，（紧转第三版）

协力打造全省
藏区飞地园区典范

甘眉工业园区第三次联席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嗥）4月6日，中
共甘孜州委第二轮巡察工作动员部
署会在康定召开。州委常委、州纪委
书记、州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
组长谭晓政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州委组织部负责人宣布
了州委巡察工作组人员名单，州纪
委负责人宣布了巡察对象名单。

谭晓政指出，巡察作为巡视工作
在基层的延伸，必须提高政治站位。
巡察工作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要深入
审视被巡察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是
否得力，党的建设是否务实高效，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廉洁自律等情况是
否与州委部署一致。要深入审视党
员干部是否存在理想信念模糊动摇、
党性意识淡化、对党的事业缺乏信
心，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松懈、
宗旨观念淡漠、工作消极懈怠，个人
行为不端、“四风”习气浓厚等问题。

谭晓政要求，巡察工作要抓住

地区、部门和行业特点，切实做到善
于发现问题、如实反映问题、精准指
出问题、促进问题整改，发挥震慑作
用。要找准切入点，把握工作重点；
深化着力点，提升发现问题能力；把
握关键点，强化巡察成果运用。

谭晓政强调，巡察干部要保持
政治定力、强化责任担当，以严明的
纪律、严谨的作风、严格的要求、严
肃的态度挺起腰杆执纪。巡察组长
要带好队伍、管好干部、做好业务，
防止“跑风漏气”“超越权限”“以权
谋私”，防止“灯下黑”。州委巡察办
要强化统筹、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工
作要求，做好后勤保障和沟通协调，
确保巡察工作有力推进。

据悉，州委第二轮巡察工作共
派出5个巡察组，将分别对我州5个
县、8个州级部门和2个州属国有企
业开展巡察。

州委巡察办及各巡察组全体成
员参加会议。

州委启动第二轮巡察

人勤春来早。图为丹巴县关州村民正在春耕犁地。 （冯光福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成都电 雅康高速公路重
点控制性工程、被称为“川藏第一桥”的
泸定大渡河兴康特大桥，5日成功架设
首根主缆索股，标志该桥上部构造主体
工程施工正式启动。预计全桥主缆将
在今年8月完成架设，明年8月底全桥
建成贯通。

雅康高速公路是通往甘孜州的第
一条高速公路，建成后将成为进入藏
区的高速新干线。项目由四川盆地
向青藏高原快速攀升，全长 135 公里，
概算投资 230 亿元，预计今年底雅安
至泸定段 98 公里将提前建成通车。
对岩至泸定段通车后，从成都到泸定
只需3小时。

泸定大渡河兴康特大桥是雅康高
速“一桥一隧”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全

桥长1411米、主桥长1100米，是一座超
大跨径钢桁梁悬索桥。兴康特大桥距
泸定县城仅 15 分钟车程，两座高大的
主墩，分别耸立在大渡河两岸，沿着大
桥雅安端的“之”字形施工便道，汽车来
到制高点。从高处俯瞰，两座188米高
的主墩十分壮观。

雅康高速 C15 标段一分部副总工
张磊告诉记者，大渡河特大桥的主跨，
达到 1100 米，是川藏线上主跨最长的
桥梁。大渡河特大桥主墩高度达到188
米，桥面高度也比大渡河河面，整整高
出239米，将近70层楼高的高度。兴康
特大桥并未在大渡河中修建桥墩，它是
一座索桥，是用两岸的锚和主墩，来支
撑起整个桥面。大桥康定端的地形相
对开阔，因此修建了一个面积达 5000

平米重力锚，相当于 13 个篮球场大。
在大桥雅安端，地势陡峭，如果要修重
力锚，就得开山凿路，耗资巨大不说，将
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施工
队伍选择修建一个隧道锚：向山体斜下
方开凿一个长达159米的隧道，再把上
百根钢缆，固定在隧道尽头。目前，该
桥已完成下部构造“两塔两锚”施工，5
日完成首根主缆索股架设后随即进入
上部构造主体工程施工。

现场施工人员告诉记者，该桥主缆
为两根，每根主缆长度为1754米，单根
主缆自重 5234.6 吨，设计拉力约 2.6 万
吨；单根主缆有索股 187 股，每根索股
由91根高强度钢丝组成。全桥两根主
缆共有钢丝34034根，钢丝总长度超六
万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