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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针对近期海
南、西藏等地疫情形势，8 月 9
日，州委副书记、州长、州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指挥
长冯发贵视频调度巴塘、白玉、
德格、石渠等县疫情防控特别
是入州卡口的防控工作，听取
相关汇报，安排部署工作。

冯发贵强调，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复杂，尤其是西藏
等地疫情发展迅猛，我州紧邻
西藏，来往人员多，疫情防控任
务重。各级各部门必须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批
示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中央和省疫情防控方针政
策，从容有效，科学精准，时刻
做好打赢疫情防控遭遇战阻击
战的思想准备、人员准备、能力
准备，坚决筑牢“外防输入”坚
固防线，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冯发贵强调，要摸准情况。
巴塘、白玉、德格、石渠等县要
及时准确掌握每天从西藏方向
入（返）州的车辆及人员，认真
排查核对是否有风险地区的入

（返）州人员。同时，各县（市）
要从快从细全面排查 8 月 1 日
以来西藏入（返）州人员，准确

掌握行动轨迹，并及时将信息
推送全州，确保不漏一人。要
严管卡口。毫不放松执行“入
川即检”，科学精准的严格管
控西藏方向“入省”“入州”通
道，每日更新入（返）州人员信
息台账，坚决守住“省门”“州
门”。要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科学研判，分
类施策，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保通保畅工作，绝不搞一刀
切，确保货运物流运行畅通无
阻，有效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要落细措施。入州首
站和末端节点要严格落实风险
地区人员入（返）州防控要求，
严格执行扫码看码、看行程
卡、查核酸检测报告、问出发
地和途经地的刚性要求，制定
发放疫情防控要求告知单，督
促风险地区来州人员遵守“三
天两检”健康管理措施。即日
起，全州要设立防疫督导员，
督导扫码看码、查验核酸、督
促戴罩、排查风险“四件事”。

州政府副州长、公安局局
长李强，州政府秘书长，州级相
关部门及巴塘、白玉、德格、石
渠等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

记者 张涛

冯发贵在视频调度疫情防控
工作时强调

加强风险人员排查
坚决筑牢“外防输入”坚固防线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针对
我州地广人稀，尤其牧区政务
服务半径大，服务方式难以有
效满足群众需求的难题，我州
将创新政务服务作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
进家庭”实践活动重要内容，积
极探索“马背政务服务”等政务
服务新模式，有效解决群众热
点、难点问题。

聚焦需求，精准定位事项。
聚焦农牧民群众需求强化调
研，采取问卷调查、上门征求意
见等方式，梳理医保、户籍、教
育等群众高频办事事项53项，
精准掌握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期
盼和需求。

结合实际，开展“马背”服
务。按照政务服务下基层活动
总体安排，各县（市）成立马背
服务小分队，定期、不定期到
牧区乡镇开展“马背政务服
务”，通过“马背宣讲”“背包警
务”“背包法官”为偏远地区农
牧民提供各类政务服务。理塘
县马背政务服务小分队深入农
牧区，发放宣传资料，收集偏
远地区办事群众的办证资料，
解答线上申办、婚姻登记、农
村分户、营业执照办理、子女
读书、生病就医、农村房地一
体确权登记等问题。石渠县马
背宣讲队为牧民群众宣讲国家
大政方针和群众日常高频办事
服务事项，针对生态保护政策
和牧民群众日常高频办理事
项，印制藏汉双语宣传手册和
办事指南，让更多牧民群众知

政策、懂政策、享政策。白玉县
“背包法官”将法律门诊开到
村民家门口，紧盯婚姻家庭、
邻里关系、土地资源权属等纠
纷问题，就地立案，审理村民
们的“急难愁盼”案件。色达县

“背包警务”带着警务工具包
骑马、步行赶路，为牧区群众
办理身份证。

拓展优化，扩大服务范围。
将服务民营企业纳入“马背政
务服务”机制，不定期组织发
改、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深
入牧区，主动了解企业现状，
靠前服务化解企业难题，营造
亲商便商利商的发展环境。石
渠县马背宣讲队以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为主线，宣讲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树牢上游意识，强化上游担
当，加强流域生态保护，筑牢
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理塘
县积极收集解决企业群众最
急、最盼、最缺的问题 154 个，
架起政府与企业群众之间连心
桥。德格县在夏季骑马为牧区
群众转移牧场护航，搭送牧
民、寻找走失牲畜、协助牦牛
转场迁徙。

在广袤的大草原上，我州
马背巡防队、马背调解队、马背
宣传队、马背协商队等“马背上
的服务队伍”发挥着其自身机
动、便利优势，连接了县、乡、村
之间网络，编织了一张政务服
务大网，让政务服务更加精准、
便利、亲民。

州行政审批局

我州积极探索“马背政务服务”等
政务服务新模式

有效解决群众
热点难点问题

全覆盖开展民族团结进家庭实践行动

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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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8月10日，记者从州水利
局获悉，近年来，我州聚焦管好“盛水的盆”
和“盆中的水”，纵深开展河湖长制工作，全
力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有能有效”强化河湖管护。紧盯重点
工作，采取旬通报、督导检查、提示单和通
报约谈等方式，督促资金落实、项目推进，
完成882条河流和144个湖泊管理范围线
划定、规模以上48条河流和19个湖泊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19条州管河流健

康评价，正开展48条河流6个湖泊健康评
价工作。同时，启动实施甘孜智慧水利工
程，完成州管河湖划界APP运用，大渡河
视频监测系统试点成效显著，出台《甘孜州
水电站生态流量管理与考核办法（试行）》，
强力监管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升级改造
甘孜州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在线监管平
台，深入开展入河排污设置审批，全州规模
以上入河排污口实现监测全覆盖。

“有力有序”抓实河湖治理。秉执“零容

忍”态度，持续保持水政监察执法高压态
势，强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
全州纳入小水电清理范围电站376座，进
一步规范河道采砂乱象，印发采砂场管理
指导性文件，规范砂石加工场管理，审批采
砂规划13个和18个年度实施方案编制审
批，依法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10个。

“有声有色”开展宣传教育。统筹整合
州内传统和新兴媒体、线上和线下力量，
多途径、广角度、大范围、立体式宣传报道

全州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的新进展、新做
法、新成效，积极引导社会主流舆论，不断
扩大宣传覆盖面，形成河湖长制人人参与
的良好局面。累计刊载刊播各类河长 制
工作信息稿件 500 多条，开展河湖长制

“七进”活动宣传230余场次，印发各类宣
传资料2万多份，竖立大型户外广告牌19
个，悬挂横幅400多条，滚动播放LED宣
传标语2000多幅。

记者 兰色拉姆

我州纵深开展河湖长制工作

难度高、挑战大
新技术助力完成目标任务

当天，笔者在水井湾大桥建设现场看
到，工人正进行横梁吊装及桥面板焊接。

“泸石高速建设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安全
保障艰巨、生态环境脆弱、工程建设困难，
桥隧比高达 86.5%。”四川泸石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泸定代表处处长闫红光表
示，尽管建设难度大，但建设者们“拼经
济、搞建设”劲头十足，“我们铆足干劲，传
承弘扬长征精神和‘两路’精神，保持昂扬
的姿态、必胜信心，肯定能顺利完成年度
建设目标任务。”

信心的支撑，来源于一项项先进技
术。“跨越磨河沟的水井湾大桥是泸石高
速首个施工的钢箱梁桥，是首次采用无粘
结预应力大跨径钢混组合梁结构的桥梁。
这是综合考虑桥梁抗地质灾害能力、抗震
能力、灾后可恢复能力以及经济性的更优
方案。这种结构较常规混凝土结构具有跨
度大、质量可控性强、安装速度快、抗震性
能好、灾后可恢复性强等优点。”四川路桥
华东建设有限公司泸石高速C1总包部总
工程师胡盼介绍，从5月份开始项目结构
的架设，历时两个月，就完成大桥的架设，
更重要的是，“大桥成功合龙的建设经验
能为后续同类型桥梁施工提供重要参考
价值。”

水井湾大桥全桥长210米，下部结构
采用混凝土桩柱基础，上部结构为3跨70
米的简支钢箱梁。在大桥施工过程中，采

用模块化制造、装配式施工方式，将每跨
钢箱梁拆分为14节段，预制厂内加工、现
场总体组装，仅 7 天便完成单跨安装。水
井湾大桥在设计上采用钢结构桥梁，全桥
总重量约 2480 吨，较常规混凝土桥梁自
重减轻一半以上。

新技术运用比比皆是。泸石高速 C1
标项目副经理肖木介绍，枢纽互通项目现
浇箱梁采用新技术盘口施工，在施工安全
得到有效保障的同时能提高施工效率，降
低成本及各项配套费等；路面下部高墩
柱，采用高墩液压爬模施工，施工速度快
且安全。

热情高、加油干
人员器械铆足干劲施工建设

沿着211省道，在泸石高速TJ3项目
经理部二里坝综合场区，碎石加工厂、混
凝土拌和站、钢筋加工厂三大主要功能区
各司其职，一辆辆运输车来回穿梭，一派
繁忙景象。

“拌和站是通宵工作，人员几班轮流；
钢筋加工是上午 8 时开工，晚上 8 时结
束。”钢筋加工厂工人万安明说，“虽然气
温高，但工人们的建设热情更高。我们一
定会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在万安明的操作下，一条条钢筋源源

不断产出，将很快装载运往各处。笔者在
现场注意到，除器械生产时发出的噪音，
却不见灰尘满天飞的情况。为何这个场区
看不到扬尘？

“得益于现场的水环保设施。”泸石高
速公路 TJ3 项目经理部支部书记兼项目
总工程师杨涛道出原委，“二里坝综合场
区紧邻大渡河，目标要求是‘零排放’。场
区配备喷淋降尘措施、雾桩设备、雾炮等
设施，有效防止粉尘污染。同时，场区内水
沟水系布置合理，清污水系分明，注重水
循环多次重复利用。”

该场区还严格设置了主要功能区、工
地试验室办公区和生活区。在主要功能
区，混凝土拌和站每天要加工上千立方米
的混凝土，有效保障施工进度；钢筋加工
厂每天大致要生产50吨钢筋，用于桥梁、
隧道或涵洞建设。

“截至 7 月，泸石高速公路今年累计
完成投资23.02亿元，占今年下达目标的
54.8%，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目
前，已累计完成路基工程 39.7%、桥涵工
程37.1%、隧道工程51.1%，高位推进伞岗
坪等全部7处互通、全线18座隧道及重要
涉水桥梁等重点工程节点的施工建设。”
四川泸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雷开云说。

7处互通、18座隧道、重要涉水桥梁全线施工——

泸石高速建设“高速跑”
◎张莹 兰珍

罐车来回穿梭，泵车浇筑作业，现

场焊花闪烁。8月7日，笔者来到泸石

高速公路（泸定段）项目伞岗坪枢纽互

通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挥汗如雨加紧

施工。

泸石高速公路是一条与红军长征

路径高度吻合的“红色之路”，起于泸

定县泸桥镇咱里村伞岗坪，止于石棉

县大杉树，全长约97公里，是衔接雅

西、雅康两条川西交通大动脉高速的

联络通道，将于2024年底全线建成通

车。8月1日，泸石高速水井湾大桥成

功合龙。这是泸石高速全线首座合龙

的桥梁。

藏族女子格绒初，胸前挂着导游的胸
牌，站在甲居藏寨的三号观景台。

甲居藏寨地处丹巴县，“甲居”是藏语
百户人家之意，整个寨子从大金河谷层层
向上攀缘，一直延伸到卡帕玛群峰脚下。
从观景台上鸟瞰，山寨依着起伏的山势迤
逦连绵，在相对高差近千米的山坡上，一
幢幢藏式楼房散落在修竹绿丛中。炊烟袅
袅，烟云缭绕，灵动的山谷，清澈的溪流，
在远处皑皑雪峰的映衬下，整个甲居藏寨
如诗如画，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

“中国最美六大乡村古镇”。
欣赏一个地方，得从欣赏一个人开

始。格绒初，一个中学女孩的母亲，笑起来
自己反倒像个女孩。她是甲居藏寨全寨推
荐，又经过正规培训的 20 多个本土导游
之一。从三号观景台开始，格绒初带着我
们踩着青石板路，穿树林溪涧，绕着寨子
参观。解说时，格绒初笑意盈盈，温婉纯
净，如一只寨子里正在欢歌的喜鹊。我们
在“歌声”里辨花识草，了解当地风情，记
录一些优美传说。印象最深是藏式楼房的
四个角，如果垒上白石头，再插上经幡，表
示这户人家经历过乔迁，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山寨的日新月异。

多年前的格绒初，每天跟着阿爸阿妈
忙农活，那时候她也喜欢笑，那是对生活
充满憧憬。多年后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
略，寨子里修起了水泥路，以农旅融合带
动乡村振兴，家家户户的楼房“长”出了四

个角，飘着彩色的经幡，格绒初笑得更灿
烂，因为她家也建起了民宿。现在，她和她
的姐姐拉姆一人轮值一天导游，为天南地
北的游客讲解山寨的今与昔，而另一天就
在家务农，大片的梨子、苹果、李子、核桃

挂满枝头，地里的苞谷林也绿油油的，十
分诱人。

甲居藏寨的寨楼，一般是一户一幢，多
为坐北朝南，整座藏寨及其100多户寨楼，
独具特色，彰显出十分鲜明的嘉绒藏族建

筑风格与文化气韵。游览完毕，我们和美丽
爱笑的格绒初告别，自行去选择了一处晚
上下榻的民宿，这儿山势旖旎，凉风习习，
背靠整个寨子，又能远观金川峡谷。一个身
着民族服装的藏族女子热情欢迎我们，她
家的民宿干净整洁，新摘的蔬菜和自制香
肠腊肉就是为我们专备的晚餐。

傍晚，藏族女子的妹妹忙完一天回
家，我们一看，是爱笑的格绒初，原来我们
无意中选择的，竟是格绒初和她姐姐拉姆
合开的民宿。一份亲切拉近了距离，晚上
喝茶我们无话不谈。

格绒初指着灯光点点的山寨说，整个
甲居藏寨，春天百花盛开，美不胜收；夏季
林木葱葱，气候宜人，是避暑胜地；秋天瓜
果飘香，采石榴，摘苹果，砸核桃，吃野菌，
乐在其中；冬天雪山起伏，银装素裹，整个
寨子变成了童话世界。

说到这儿，格绒初深情地看着远方，
思绪回到了从前。她说，其实甲居藏寨不
仅有底蕴深厚的康巴文化，还有脉络清晰
的红色文化，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
丹巴，在甲居藏寨设红五军团政治部。当
年格绒初的爷爷就为红军带过路、煮过
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更让他们懂得珍
惜，感恩幸福时代给山寨带来的巨变。

近年来，甲居藏寨人均收入持续提
高。懂得感恩与珍惜，让甲居藏寨处处充
满欢声笑语，也让灵秀如格绒初一样的山
寨女子的脸上始终笑意盈盈。

白云生处有人家

笑意盈盈格绒初
◎杨力

甲居美景。本报资料库图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
马耳他圣玛格丽特中学“中国
角”师生，鼓励更多马耳他青少
年积极参与中马人文交流。

习近平指出，在中马双方共
同努力下，圣玛格丽特中学“中
国角”为增进马耳他青少年对中
国的了解、促进中马友好发挥了

积极作用。希望“中国角”越办越
好，欢迎师生们来华交流学习。

习近平指出，天下大同、协和
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
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我
们生活的世界历史和现实交织、希
望和挑战并存，人类命运休戚与

共，唯有守望相助、合作共赢才能
让人类共享发展成果。为破解全球
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中
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广泛凝
聚共识、汇聚力量，以实际行动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复信马耳他中学“中国角”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