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第一版）在建川藏第一大
跨 径 钢 桁 梁 悬 索 桥 ，主 跨
1100 米;在建世界第一长隧
道式锚碇，雅安岸隧道式锚碇
长159 米;四川省内首次利用
无人机牵引先导索过江;国内
首次在高海拔峡谷地区、复杂
强劲风场条件下，采用缆索吊
装系统架设千米级钢桁梁;首
次将防屈曲钢支撑用作悬索
桥的中央扣;首次将波形钢腹
板与混凝土顶底板的组合结
构作为桥塔横梁……

大桥设计项目负责人牟
廷敏介绍，兴康特大桥在建
设中运用了不少新工艺、新

技术、新设想，涉及到的技术
创新和科技攻关项目超过 10
项，“在这里建这样一座桥，
相当于在康定建一座 150 米
的高楼。”

在兴康特大桥建设取得
“里程碑”式进展的同时，雅康
高速泸定至康定段其他工程
也进展顺利，建设方表示：将
力争在今年底实现雅康高速
全线通车。届时，这条高速公
路将真正成为内地和藏区之
间的经济大动脉、甘孜州脱贫
攻坚的交通大通道、稳藏安康
的政治大走廊。

泽措 记者 肖宵 文/图

（紧接第一版）字字珠玑，对我
州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践性，让
与会人员受益匪浅。

聆听讲座后，刘吉祥指
出，我州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和“中华水塔”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长江上游生态建设的
重任。按照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赋予甘孜川西北生态建设
示范区的定位，州委提出了创
建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的定
位，这事关甘孜人民的福祉和
全国的生态安全，事关我们能
否更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和协调推进“五
位一体”战略布局，更好地融
入全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
区域发展新格局，为全国、全
省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刘吉祥要求，各县（市）各
部门要深刻领会此次讲座内
容，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州委总体工作格局，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和省委
关于建设川西北生态建设示范
区的战略定位上来，认真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以
坚定的勇气和决心持续推动美
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建设。

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
员，不是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成员的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州政协副主席，不是州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成员的州委、州
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
副秘书长，州委各部门、州级
各部门、省州属行政企事业
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康定主会
场参会；各县（市）、海螺沟景
区管理局、亚丁景区管理局、
色达五明佛学院院务会、喇荣
寺管会主要负责人和各级干
部职工代表在分会场参会。

记者 陈斌

践行生态理念 坚持绿色发展

雅康高速兴康特大桥
建设取得新进展

要闻 新闻热线 0836-2835756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18年8月3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郑和玲 版式编辑陈相4

（紧接第一版）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从人心向背、治国安邦
的高度，把专项斗争置于“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中来谋划推进。

韩勇强调，中央扫黑除恶第
10督导组这次进驻四川省，重
点是围绕政治站位、依法严惩、
综合治理、深挖彻查、基层组织
建设和组织领导督导四川省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存在的问
题和短板。四川省各级党委和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打
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

彭清华指出，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支持配
合中央督导组工作，动真碰硬
抓好问题整改落实，举一反三、
标本兼治，把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和平安四川建设引向深入，
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营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央扫黑除恶第 10 督导
组成员，四川省党政班子相关

成员出席会议，四川省人大和
政协主要领导、党委和政府有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成都
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班子相
关成员列席会议，其他地级市
(直管县)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
以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当
地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
第10督导组督导进驻时间原
则上为1个月。督导进驻期间
(2018 年 8 月 28 日—9 月 28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8—
87306801、028—87306802、
028—87306803、028—8730
6804、028—87306805，专 门
邮政信箱：成都市 A110 号邮
政信箱(邮寄方式：到当地邮政
营业网点办理相关邮件寄递)。
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 8:00—20:00。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导组职责，
中央第10督导组主要受理四
川省涉黑涉恶方面的来信来电
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导地
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张守帅 记者 张磊

中央扫黑除恶第10督导组督导
四川省工作动员会在成都召开

（紧接第一版）注重质量与效益的
提升，关注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促进广大干部和群
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更加深
入人心，形成新共识，让众多积
极的生产因素成为建设新动力。

奋力开创新时代甘孜生态
文明建设新局面，就要让新作为
开创发展新格局。要让广泛的

“生态共识”转化为积极的“生态
行动”，要深刻认识到创建国家
生态建设示范区的重要性、紧
迫性和艰巨性，做到理念坚定、
行动有力、全州参与、全力投
入，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要有
政治担当，不坐而论道，做到思
想上与时俱进、行动上干在实
处，对照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
创建目标，补齐短板、勠力达
标；广大群众要履行公民责任，
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加快
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
康的方式转变，切实为生态文
明建设做出贡献。要让纸上的
宏伟蓝图变成现实的具体成
效，要继续实施《川西藏区生态
保护与建设规划》，借助天然林
保护20周年这一契机，开展“大
规模绿化全川·甘孜行动”；全

面加强生态制度、生态环境、生
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生活、
生态文化建设，构建政府、企业
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环
境治理格局和“山顶戴帽子、山
腰挣票子、山下饱肚子”的立体
生态格局，让“绿色化”实现“常
态化”，保持经济系统的“绿色
增长”、提高社会系统的“绿色
福利”、扩大生态系统的“绿色
财富”，实现我州经济社会的持
续发展。要让明显的生态效应
变成切实的富民效能，通过“
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走生
态路，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切实形成“全民参与、
共建共享”态势，实现生态惠民、
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探索经济
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
的新路，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
发展的“绿色银行”，走出具有甘
孜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

建设生态造福现在，保护
生态赢得未来。宏图已举，经略
既张，绿色发展接力赛从未停
步。我州将奋力开创新时代甘
孜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早日
实现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创建
目标，为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
康甘孜注入持续不断的动力。

奋力开创新时代甘孜
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生态核桃”结出“致富果”
巴塘县林业产业发展侧记

“我家的核桃，没‘上市’就卖完了，
五角钱一个，一棵树就卖了两千多元。”
8月24日，王大龙村村民多吉悠闲地喝
着茶，与村民“显摆”着。

多吉家的核桃属于优良早熟品
种，“多吉核桃”名声在外，每年都是别
人到家里来预定，到了核桃成熟时，买
主蜂拥至多吉家打核桃的场景成为一
道别样风景。

八月，正是旅游旺季，国道 318 线
一辆辆疾驰而行的车辆向西藏进发，作
为川藏南线重要节点、甘孜南大门的巴
塘成为旅游“热点”。作为“巴塘特产”的
核桃也靓丽登场，在巴塘既有包装精美
的核桃干果，也有停车服务点果香四溢
的鲜核桃。

8 月 24 日，在国道 318 线巴塘竹巴
龙乡段，一个核桃鲜果摊前，围着六七
个游客。“你家鲜核桃的确不错！给我再
来三斤，麻烦你也帮我夹开。”“这生核
桃可以，桃仁饱满，而且口感好、特别
香！”“巴塘核桃硬是不错，一捏就碎了，

还香。”大家议论着、选购着。摊主、竹巴
龙乡竹巴龙村村民桑批忙得不亦乐乎。

好不容易停下来，桑批告诉笔者，
今天卖了八百多个核桃，收入四百多
元。家里核桃还没卖到三分之一，已经
卖了六千多元。刚聊两句，又用来一批
游客，桑批又忙他的生意去了。

大大小小、遍布乡野的核桃树，不
仅改善着巴塘的生态环境，也是巴塘群
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栽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成都宋
通公司看上了王大龙村这块“宝地”，以
1000元/亩租赁村集体200亩土地栽种
核桃、石榴、花椒等经济林，村民每人每
年“分红”400元。

“昔日看山愁白头,今天眺望满山金”
是对巴塘发展林业产业的真实写照。巴塘
县以种植核桃为“引子”推动林业产业发
展，去年，人均林业产业收入达620元。

“生态核桃”结出“致富果”，巴塘
县念好“山字经”、种好“摇钱树”、打好

“绿色牌”，既绿了山头，又富了百姓。

8月巴塘，一片黛色。群山延绵、大江奔流，山川之

间郁郁葱葱，苍翠欲滴。

实施天然林保护20年来，巴塘取得明显成效，森

林面积达235618公顷、蓄积量28298890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30.7%，实现森林资源同步增长，绘就绿

色巴塘美丽画卷。

在建设绿色巴塘中，有一种果树居功至伟，那就是

巴塘核桃。一棵小小核桃有何作用？涵养水土保护环境、

发展产业致富群众，一棵棵核桃树长出“生态美”、结出

“致富果”。

充分利用实施天保工程经验，巴塘不只局限于天

然林保护，以种植巴塘核桃为“引”，在植林的同时做好

“营林”，“绿廊”“景廊”“果廊”三者合一，真正诠释了生

态就是财富、生态就是幸福的现代生态观。

8月22日，巴塘县昌波乡鱼
底村绿意盎然，一棵棵高大的核
桃树如一朵朵绿云飘荡在晨光
微熹的大地上。

村民降措正在采摘核桃。
“你没看到哟，原来这些山坡光
秃秃的，下一次雨‘剐一层皮’，
几场雨下来，露出的全是石头
山。”说起以往的情形，降措心
有余悸。

“不过现在好了，按照县里
规划，我们栽起了核桃，把这土
地保住了。”说起现在的成效，降
措满怀欣慰。

“我们地处金沙江河谷地带，
干坡多，水土流失严重，种上核桃
后，治理了水土流失，环境大改
观。”巴塘县甲英乡乡长陈幺妹说
起绒塔顶沟的治理效果，直说“核
桃种出了环境美。”

绒塔顶沟耕地表土流失，土
壤肥力下降、地力减退，沟壑冲
刷严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经过水土治理，环境得到了
彻底改变，现在绒塔顶沟入眼尽
是绿、举目皆风景。

沟壑纵横、山高坡陡、乱石
丛生，土地石漠化明显，水土流
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山穷水
尽”是巴塘以往诸多峡谷地带真

实的写照，通过植绿造林改变巴
塘生态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巴塘县环林局天保中心
主任扎西彭措介绍，巴塘县处
于金沙江中上游，属于长江源
头流域，金沙江流经县境 188
公里，县境内山势陡峭，沟壑纵
横，峡谷深切，以往严重的水土
流失，使峡谷在原来的基础上
密度不断增大，向金沙江的输
沙量逐年增加，危及长江下游
的生态和安全。

根据巴塘县水土流失的特
点和巴塘有着种植核桃三百余
年历史的实际情况，在做好天然
林保护的同时，充分用活退耕还
林工程政策，集中连片栽种3万
余亩核桃，后来县上又整合项目
资金，不断扩大核桃基地面积，
同时，又积极引导群众在庭前院
后、四边地“插花种植”，现在已
经形成7万余亩核桃基地，核桃
不仅绿化了巴塘，形成“绿廊”，
也涵养了水土，让输沙量成倍减
少，保护了“母亲河”。

一棵核桃种出生态美化环
境，今日巴塘已是一片生机盎然
的景象，到处披上了“绿装”，“绿
廊”成“景廊”，为巴塘旅游发展
增添“秀色”。

牢记总书记重托 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八月时节，走进巴塘县苏哇龙乡王
大龙村，看山山绿，看水水清。在沟梁上、
田野里，核桃树长势旺盛，青果累累。

“一亩地最多栽种25棵，过密了只
有数量没有质量；老品种要嫁接新品
种，不改良没质量没产量。”8 月 23 日，
巴塘县环林局总工程师肖庆喜正在该
村检查去年进行嫁接改良的核桃苗。

王大龙村去年改良嫁接了 400 亩
核桃，长势良好。“我们原来栽种的是巴
塘特有品种‘金核一号’，但品种老化
了，干核桃两块钱一斤也卖不脱，经过
嫁接的‘大优一号’，每斤干核桃能卖到
10元。”王大龙村支部书记土登介绍，
按照嫁接后第三年丰产每棵核桃产
100斤干核桃计算，一棵核桃最高收入
可达1000元。

巴塘县在苏哇龙和甲英乡进行嫁
接改良核桃 600 余亩，长势良好，随后
将对全县品种老化、产量较低的核桃进
行嫁接改良。“‘大优一号’个大皮薄壳

脆肉多味香，是典型的‘脆核’，全县将
逐步推广。”肖庆喜说，据统计，去年核
桃产量达 2000 吨，年产值 4000 万元。
如果全部嫁接改良丰产后，全县核桃产
值将成倍增加。

有了丰富的核桃资源，相关产业链
不断延伸。巴塘县熠祥林园产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核桃深加工企业，核
桃油生产设计产能为200吨规模，形成
核桃加工、营销集散地。该公司总经理
屈扎表示，现在公司每年消耗核桃原料
1200吨。随着巴塘核桃产业的发展，核
桃产量将成倍增加，公司正在准备提档
升级扩大产能。

在巴塘，林业产业核桃基地涉及苏
哇龙乡、中心绒乡、中咱乡、甲英乡、夏
邛镇等 13 个乡镇，全县累计发展核桃
基地规模达76800亩。核桃的发展带动
了巴塘林业产业的发展，去年，全县核
桃、苹果、石榴、木耳等林副产品产值达
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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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展示硕果累累的核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