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孜日报讯 4 月 12 日，
泸定一男子因酒后醉酒驾
驶，构成危险驾驶罪，被泸定
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3个月，
并处罚金3000元。该案为泸
定县公安局破获首例危险驾
驶罪案。

“幸亏你们发现了我，当
时真的太危险了，现在想着
都在后怕。”在看守所肖某某
对办案民警说。

笔者从泸定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了解到，2 月 19 日 17
时许，肖某某饮酒后驾驶车
辆，行至泸定桥广场（红军
路）邮政局门口附近路段中
间，被执勤民警发现浑身酒
气后，送至县医院采集血液
送检。随后，民警将肖某某带
回交警大队办案区，对其使
用“呼吸气体酒精含量检测
仪”进行体内酒精测试，测试
结 果 为 202.9mg/mL。面 对
民警多次问询，肖某某依然
矢口否认。没有料到的是，肖
某某还声称：“我胃子不好，
喝的是藿香正气液。”抱着一
丝侥幸心理的他，试图逃避
法律打击。

经 查 ，2 月 19 日 15 时
许，肖某某到一村民家“帮
忙”（因该村民母亲去世）吃
饭时，喝下两瓶啤酒和大半
杯白酒。在明知饮酒的情
况下，肖某某将停放在该村
停车场的面包车开至泸定
船头村取“油锯”，在行至泸
定桥广场时，被执勤民警当
场抓获。

“ 家 中 还 有 年 迈 的 父
母，娃娃还在读小学，喝酒
开车，真的不应该。”肖某某
深感懊悔。

民警提示，危险驾驶罪
属于抽象危险犯罪，只要行
为人实施了醉酒驾驶的行
为，不需要发生危害公共安
全的具体结果可确认为有

罪。危险驾驶罪中的机动车
不限于汽车，也包括摩托车
和农用车等机动车。

周鹏

小贴士

构成酒驾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饮酒驾车：车辆驾驶

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
或等于20mg/100mL（大致相
当于一杯啤酒）的驾驶行为。

2、醉酒驾车：车辆驾驶
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
或等于80mg/100mL（大致相
当于 3 两低度白酒或者 2 瓶
啤酒）的驾驶行为。

3、饮 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
的，扣 12 分，并处暂扣驾照 6
个月，罚款1000元至2000元。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
罚，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的，
将处 10 日以下拘留，并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
款，吊销驾照。

4、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
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
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5、饮酒后驾驶运营机动
车的，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
5000 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

6、醉酒后驾驶运营机动
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10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运营
机动车。

7、饮酒或醉酒驾驶机动
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
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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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石渠县平
均海拔4526 米。广阔的面积
和分散的居住人口，加之高
海拔，这里长期以来交通建
设落后，交通出行和货物运
输至今还大量使用马匹和牦
牛的方式。

交通建设成为石渠脱贫
攻坚的首要任务。然而，石渠
因地处超高海拔地带，自然
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每
年落雪期长达7至8个月。在
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年平均
气温零下1.6℃，最低气温零
下 46℃，空气含氧量仅有平
原地区的 60%。有效施工期
不足半年，交通建设成为石
渠最难啃的硬骨头。

石渠县常务副县长朱小
林说，为抓好脱贫攻坚农村
公路建设，县里从2015年开
始规划了农村公路 3 年建设
攻坚战。3年来，围绕“交通先
行”战略，推进农村公路建
设，截至目前，全县境内已基
本建成“三横一纵”交通路
网。在这场交通扶贫战中，中
铁一局高标准完成和在建农
村沥青油路 293 公里，占石
渠县通乡通村公路总体规划
的58.6%。

乡村公路的建设，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公里”
奠定了基础。“之前乡里群众
到县城大都是骑马，路修好
后，现在骑车、开车就可以
去，非常方便。”石渠县虾扎
镇党委书记土登颜批说。

据了解，公路修建前，
虾 扎 镇 人 均 年 纯 收 入 为
3000 余元，路修通后，人均
年 纯 收 入 提 高 到 6000 余
元。交通的改善不仅方便当
地的物产顺畅向外输出，也
让偏僻乡村繁华起来——
乡下超市货架上的产品日
益丰富，一些村里的孩子开
始到县城读书……

交通改善带动了特色产
业的发展。石渠县长沙干马

乡 5 个贫困村借助大道通畅
的优势，迅速组建成立了雍
达合作社，打算做收购药材
的生意；在曾达乡的普玛村
和敖宜村，土壤和环境非常
适宜种植人参果。由于之前
道路状况差，人参果挖出来
后因不能快速运出而烂掉，
影响了村民的种植积极性。
随着道路的畅通，种植人参
果的村民逐渐多起来。

石渠县交通脱贫攻坚战
是甘孜州交通扶贫的缩影。
甘孜州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之一，受交通不便
等因素影响，全州 18 个县

（市）都是省级重点贫困县，
有贫困村 1360 个。2018 年，
甘孜州推动“四好农村公路”
建设和“交通+旅游”融合发
展，全州完成通乡油路 200
公里、通村硬化路 6000 公
里，到年底全州所有乡镇都
通了油路、所有建制村通了
硬化路，基本达到两个“百分
之百”。

作为中央企业，中铁一
局是石渠县交通扶贫的主力
军，也是甘孜州农村公路建
设 的 先 锋 队 。在 平 均 海 拔
4000多米的甘孜州，他们已
坚守7年，在参建完世界最高
海拔特长公路雀儿山隧道
后，又先后参加了甘孜州甘
孜县、石渠县、白玉县、色达
县等 8 个县区的村村通公路
建设。中铁一局四公司石渠
项目负责人唐明治说，2016
年、2017年，该公司完成通乡
油路 481 公里，占甘孜州通
乡油路里程的25%。

截至目前，中铁一局已
经承建了甘孜州 128 条通乡
通村公路建设，累计 1035
公里，造福沿线 40 个乡镇
206 个村寨近 17 万村民。随
着一条条通村公路的建成，
有效带动了甘孜州经济社
会发展。

经济日报记者 乔金亮

石渠县

打通“高原天路”

泸定首例

男子醉驾被判处拘役

(上接3月27日第五版)
九龙藏语称“吉日宗”，并有奇卜龙、结署

绒之称。设置九龙设治局时，所划辖地包括：
三岩龙、八窝龙、麦地龙、洪坝龙、湾坝龙、速
窝龙、菩萨龙、甲拖龙、雪洼龙等9个村寨，均
含“龙”字而得名。九龙是一个以藏、汉、彝为
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九龙县既有藏区特
有风貌，又有彝区独有原始与古朴。

乃渠乡水大坝地处九龙河沿岸，通县油
路穿村而过，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气候宜人。
乡党委书记郑显亮介绍说：“水大坝全村现有
耕地1104亩，退耕还林847亩，林地83613
亩，草地78874亩，水域、滩涂450亩。全村
334户1055人。2016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9218元。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47户180
人实现摘帽脱贫。”

走进水打坝村看到一座座黑色大棚排
列的错落有致，乡长蒲光秀介绍说那就是
我们的羊肚菌种植基地。

卓杰毕业于四川广安职业技术学院，是
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看到
家乡盛产绿色农特产品，因为销售问题始终
出不了大山，在九龙县委、政府呼吁并扶持大
学生回乡创业的大好机遇面前，卓杰发现利
用家乡合适的海拔栽培羊肚菌和天麻是一条
好路子，既延伸了高端食用菌和中药产业链
条，又增加了当地农户收入。2013年，他牵头

成立了益翁格勒羊肚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分
别在乌拉溪乡偏桥村和乃渠乡水打坝村成立
天麻和羊肚菌种植基地，有效带动了当地贫
困群众增收致富。充分利用“互联网+”、电商
平台等资源，大力推销农副产品，有效解决了
3个专业合作社产品销路的问题。

来到种植基地，卓杰说：“合作社成立以
来，2015年在乃渠乡水打坝村种植20亩羊肚
菌，亩产值达到300公斤。2016年在现有基础
下将羊肚菌规模扩大到100亩，基地解决了
30来户农户的就业问题、其中包括12户精准
扶贫户。另外，我们在乌拉溪乡偏桥村湾子组
试种20亩天麻取得成功后，天麻基地扩大为
50亩，产值达到15000公斤。干货羊肚菌市价
1600元到2000元一公斤；干货天麻市价为
400元到600元一公斤。现在老百姓生活是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

看完羊肚菌基地，乡长蒲光秀指了指远
处的白色大棚说：“水大坝村种植蔬菜大户陈
云强每年收入都在4万多，在他的带领下已经
有4户贫困户种植蔬菜，现在都实现了年收入
1万多元。乃渠乡距离九龙县城40公里，2320
米，种植蔬菜也是我们下步发展的重点产业。”

郑显亮说：“乃渠乡作为全县首批脱贫
摘帽乡镇，大胆创新，变过去‘输血式’为‘造
血式’帮扶模式，探索形成了‘三领’扶贫新模
式，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致富能手和新风正气

作用，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取得较好成效。全
乡94名党员每人联系帮扶1—2名贫困户，
实现帮扶工作全覆盖。积极争取扶贫项目和
资金，实施整村推进、新区新寨、易地扶贫搬
迁等民生项目，建成通村硬化路16公里、民
居167户，新建安全饮水工程2处，移民搬迁
安置12人；组织23名劳动技能型党员到成
都、西昌、云南等地考察学习农牧业先进生产
经验和管理技术，帮助贫困户提高种养殖技
术。在双富花椒油厂、益翁格勒羊肚菌种植合
作社、迎春蔬菜种植合作社等专合组织从事

“一事一议”项目5个，核定工资120元/天。
同时建立外出务工互助队。由乡内18名致富
带头人带领有劳动能力的22名贫困人员到
广东、深圳等地务工，月工资不低于 3000
元。收入的增加，更要引导新风尚的建立，完
善村规。按照勤俭节约原则，把厚养薄葬、弘
扬婚育新风写入村规民约，并与农牧民享受
惠民政策挂钩，明确女儿出嫁聘礼不能超过
8万元，老人去世宰牛不能超过3头等；制定
村民环境卫生评比制度，各村妇联、村妇女小
组长组成工作队，每周深入贫困户家中，从

‘叠被子、抹桌子、扫院子’等细节方面做好
示范指导，每月进行 1 次村民家庭环境卫
生检查评比活动，对评选的‘环境优美示范
户’给予表彰奖励，形成了家家讲卫生、人
人爱干净的文明新风。” (未完待续)

折多山是国道 318 线通往
西藏的必经之路，站在山顶环视
贡嘎群峰，山峦叠嶂，白雪皑皑，
十分壮观。走过折多山的人都
说：折多山，身体在地狱，眼睛在
天堂。而折多山隧道通车，山上
的很多风景将消失在车上行人
的视线中，折多山垭口的美景将
成为另一种体验。“折多山隧道
建成后，老路是否废弃而造成折
多美景随之消失呢？”河北邯郸
市丛台区的骑行客龚方堃发出
这样的疑问。

州交通部门有关人员介绍，
5 年以后折多山隧道建成通车，
会保留原有老路，将移交给康定
市加以管理。老 318 国道将作为
战备公路加以管理，会继续对路
面进行养护。许多自驾游爱好
者、骑行的朋友从垭口经过，看
风景摄影不受影响。更重要的
是，折多山隧道内还有可能预留
骑行通道，这也是甘孜州打造全
域旅游的一个体现。换言之，折
多山旅游环线并不会因此荒废。
从康定城到木格措，经红海子再
到康定机场或塔公草原、江巴草
原的线路也将继续存在，甚至还
要有所提高，绝美的风景将一直
陪伴在旅行爱好者的身边。除了
折多山环线，到子梅垭口和贡嘎
雪山周边也将更方便。

国道国道318318线折多山隧道工程建设纪略线折多山隧道工程建设纪略（（下下））

折多山隧道建成后，将带来哪些“红利”？
交通“堵点”将消失，交通压力将缓解，更重要的是折多山隧道的打通将带来一路

“风景”，助推旅游发展。
一条隧道的贯通，带来的是一条道路的通畅，带来的是一方经济的勃兴，带来

的是一个地方的发展。隧道穿折多，带来无限期盼。

““关门关门””洞开天地洞开天地宽宽
◎甘孜日报记者 谢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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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完工后，不但使康定到新都
桥的时间大大缩短，而且可以避免汽
车在堵车时雪山上过夜的尴尬。”州交
通运输局建管科负责人刘正德说，雅
康高速全线试通车后，折多山隧道工
程是内地经康定进藏的一个节点。

折多山隧道将打破川藏线“入关”
瓶颈。根据设计，隧道通车后，8分钟左

右就可以穿越折多山，少走50公里以
上的山路，节约1.5小时以上。

“海拔高、道路窄、坡度陡、冰雪
路、暗冰多这些情况所带来的险情随
着折多山隧道的修通将消失或者大大
缓解。”王洛让说，未来折多山隧道修
成后，将显著提高通行车辆的行车安
全，事故发生率将大大下降。可以说，
折多山隧道就是一条“生命通道”。

交警部门的彭措说新都桥中队有
警员10名，相对于其它路段而言，人员
配备较多，但现在维护交通安全的压
力真是太大了。折多山隧道建成后，压
力减小、人员也就可以相对减少了。

加

打开“关门”百业兴

乐

景观大道真是“爽”

问

折多美景尚存否？

神奇的光线，无垠的草原，弯弯的小
溪，金黄的白杨，山峦连绵起伏，藏寨散
落其间，牛羊安详吃草……这就是新都
桥的日常。这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卷，在
川西高原上美丽绽放，从而赢得了“光与
影的世界”“摄影家天堂”的美誉。

但因为折多险隘，一些“仰慕者”
只能望而叹止。

折多山隧道一旦建成，“关门”洞
开“风景”来。

江西宜春市上高县的邹敬荣是摄
影爱好者，每年都要跑川藏线，对新都
桥情有独钟，但每次过折多山“爬得很
累”。听说折多山要建隧道了，他说以
后会带更多的人来拍新都桥。

折多山隧道建成后，沿线交通条件
将得到大幅改善，能够加快城乡间的贸
易流通，促进沿线第三产业的兴起和资
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必将增加农牧民
收入、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是条不折
不扣的旅游路、经济路、致富路。

康定市折多塘村村民张布处说：
“隧道打通后，肯定来的游客多，我们
就可以搞旅游找钱了。”

新都桥镇村民更是“闻风而动”，
都在“盘地”建客栈。新都桥二村的多
吉说：“要赶紧修建客栈，当隧道通了
再修就迟了，人家都把生意做在前头
去了。”

据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人员
介绍，折多山隧道和康新高速的修建，
将为甘孜全域旅游插上腾飞的翅膀，
使新都桥这个川西旅游环线上的“关
节”发挥更大的作用。

笔者从成都康辉旅行社工作人员
李连芳处获悉，康辉旅行社已经把“成
都-新都桥-丹巴川西旅游小环线”作
为未来的重点旅游线路推出。

这只是“局部”效应，更多的来自
“大局”。我州作为一个藏民族为主
的地区，各民族的团结和谐、经济社
会的平稳发展对于国家安全、地区
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折多山隧道的
实施，可以极大改善进出甘孜州周
边地区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打造川
藏经济走廊，通过通道经济促进整
个藏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折多山隧道地处 318“最美
景观大道”，由于是隧道内部施
工，不会影响公路外部景观。同
时，在设计上注意加强隧道内部
景观的营造，使内外景观保持协
调一致，达到人工与自然的巧妙
融合，做到移步换景、一步一景、
处处是景。

据悉，除了折多山隧道，雅
康高速今年将全线贯通，始于雅
安终于康定；沿康定到新都桥，
将续建康新高速公路。州交通部
门相关人员介绍，全长90余公里
的康定至新都桥高速公路共分
两期建设：一期是康定至新都桥
高速公路康定过境试验段，目前

正在施工；二期是70多公里的榆
林新区至新都桥段。项目估算总
投资 32 亿元，计划 2020 年建成
通车。“全部建成后，成都至新
都桥将实现全高速。”

国道318线在四川段共有折
多山、高尔寺山、剪子弯山、卡子
拉山、脱洛拉卡山和海子山 6 座
海拔超过 4000 米的高山。目前
除折多山隧道在建外，只有卡子
拉山无隧道。加上已经通车的高
尔寺山隧道、剪子弯山隧道、脱
洛拉卡山和海子山隧道隧道（理
塘隧道），内地游客经国道318线
自驾进藏，将少翻五座 4000 米
以上的大山，节约10小时以上。

折多山隧道、康新高速除
了对甘孜州影响巨大，对整个
川藏公路沿线，也将带来不小
的改变，准备自驾川藏线的驴
友们有福了。

扶贫路
跃马扬鞭

甘孜州精准扶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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