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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并举
贯通发展“大动脉”

去年11月 18日，位于犍为县孝姑
镇的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船闸提前一
年实现施工期通航。

该项目总投资155.29亿元，施工总
工期65个月，是以航运为主，航电结合，
兼顾防洪、供水、环保的水资源综合利
用工程，也是四川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和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重要工程
之一。

“我经常到外地出差，自从高铁犍为
站建成投运后，在家门口就能坐上高铁
的感觉真好。”犍为居民李文说，随着成
贵铁路客运专线、乐宜高速、仁沐新高
速犍为段相继建成通车，犍为迈入“高
速”时代，到犍为来和他谈业务的客户
也多了起来。

水陆并举，犍为贯通发展大动脉。该
县将围绕构建“一航一港两铁四高速三
干线”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推进工程建
设，力争到2026年，县域Ⅲ级及以上内
河航道达到60公里以上；同时全力争取
绕城高速列入S45乐自犍高速延伸线建
设，积极打造“公铁水”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为建设市域副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干支互联
畅通境内“微循环”

罗城古镇旅游环线绕城公路工程
（一标段）起于仁沐新高速罗城互通，止
于罗城古镇游客中心路口。项目由两
部分组成，一部分为1.8公里的道路改
扩建，现有两车道将扩建为四车道；另
一部分为沿线的风貌改造及景观绿化
工程。

“项目计划于今年3月完工。”项目施
工方副经理张浩介绍，该项目致力于打造
中国最美乡村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
罗城镇旅游道路承载能力，改善罗城古镇

旅游整体形象，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去年以来，我们持续提升县乡村道

路等级，加速推进一批交通项目建设。”
犍为县交通局副局长王泽安说，全部项
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家门口的道路越修越好，群众增收
路也越走越宽。“路修好了，运输方便，
我们的农产品才能卖上好价钱。”犍为
县龙孔镇文峰村村民张乐昌高兴地说。

城乡统筹
连通民生“幸福路”

“以前，我们到县城办事很不方便，要
先坐摩托车再转乘客车；（紧转第2版）

犍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 李旭东 张斯捷

新春伊始，驱车犍为，条条道
路纵横交错，近 3000 公里的“发展
路”“振兴路”绵延铺展。

近年来，犍为坚持把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发展作为推动产业发
展、改善民生福祉的先导性工程，
加快推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构建“一航一港两铁两高速三
干线”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实现
了从“走得了”到“走得好”的跃
升。去年 10 月，犍为县继 2018 年
被评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后，被命名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
化”全国示范县。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登高、
赏雪、观日出……和好天气“不期
而遇”，春节假期结束后的峨眉山
景区依旧人气满满，前来游玩的游
客络绎不绝，好不热闹。

2月 1日，记者从峨眉山景区
管委会旅游文化局获悉，1月28日
至2月1日，峨眉山景区累计接待
游客14.89万人次，同比2022年增
加43.94%；同比2019年增加31%。

“蓝天云海、白雪皑皑……这
里的风景好美。”成都游客马女士
在乘坐索道到达峨眉山景区金顶
片区后，手里的相机就没有停止过
拍摄。她告诉记者，由于春节期间
加班，所以特意把假都休到节后，
希望错峰以后让自己的旅途更加
轻松愉快。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峨眉
山景区抢抓机遇，主动推出一系列

“宠游客”优惠政策，打造更丰富的
旅游新产品和新业态，成功吸引了
各地游客，让峨眉山成为游客心中
的冬季旅游向往地。“1月份累计接
待游客达79.92万人次。”峨眉山景
区管委会旅游文化局局长尧斌表
示，从元旦小长假开始，峨眉山景
区就持续掀起冬季旅游热潮，特别
是春节假期连续4天售罄高山区观
光车票。

当前，为了让更多游客体验
“南国冰雪世界”的魅力，峨眉山景
区“冰雪温泉欢乐季·五千万消费
券大派送”超级惠民活动仍在持
续，包含门票、索道、观光车票、酒
店、滑雪、温泉、茶叶、演艺等多重
好礼在内的福利，将让八方游客在
温馨到位的服务中，感受峨眉山从
寒冬到暖春的季节变换，领略从冰
雪世界到佛国花海的独特魅力。

节后错峰游
峨眉山景区人气不减

本报讯（张琳琳 记者 方方）
2月1日，全市法院工作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六次全会，以及
全国、全省法院工作会议和市委政
法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2年全市
法院工作，安排部署2023年重点工
作。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市两级
法院锚定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
作高质量发展目标，勇争一流，塑
造品牌，着力营造稳定和谐的发展
环境、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务实
为民的服务环境和高效廉洁的履
职环境，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

会议强调，2023年是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全市法院要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紧紧围绕市委“345”工作
思路，全面落实省法院“六个优质
化”工作要求，坚持“1234”工作思
路，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围绕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
力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沿着“实质
化运行、优质化提升”的发展路径，
赋能提质、培优晋位，在新征程上
谱写乐山法院优质化发展新篇章，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
提供高质量司法保障。

全市法院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近日，
乐山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按照全
省统一部署，以“政府牵头、部门协
同、统一组织、供需对接、全程管
控、安全温馨”为原则，在市交通运
输局的领导下，会同市人社局、市
总工会等部门开展“春风行动”，为
乐山籍返岗农民工送上暖心服务，
护航其平安、顺利返岗。

1月31日，夹江县交通、人社、
工会等部门联合开展了“点对点”直
送农民工返岗复工“春风行动”。农
民工带着家乡人民的祝福和对未来
的期许，踏上了返回浙江温州、广东
珠海的列车。据了解，自1月28日

起，夹江县已发送返岗专车2批次，
运输返岗复工人员93人次。

“从家门口出发，直达务工的
地方，非常方便，也很暖心。”2月1
日，犍为县、马边彝族自治县、五通
桥区陆续发送3批次、运送110人
次农民工顺利返回广东、福建、浙
江等地，农民工纷纷对“春风行动”
表示赞赏。下一步，各县（市、区）
将持续做好农民工返岗服务，促进
农民工稳岗增收。

截至目前，全市“春风行动”已
为 511 人次返岗人员提供运输保
障，助力我市农民工顺利返工返
岗。

“春风”助力
乐山农民工安全返岗本报讯（记者 吴薇）昨（2）日，浓浓

的年味还未散去，在高速乐山城区连接
线工程二期（全福连接线）施工现场，工
人们早已投入新一年的忙碌，挖掘机、
破碎机等大型机械轰鸣不断。

“1月 29日，项目正式复工，目前

每天有近30名工人奋战在项目现场。”
高速乐山城区连接线工程二期（全福
连接线）工程部主任赵亮介绍，为确保
安全施工，项目管理人员提前到位，开
展了安全生产检查。

“项目全线共有56孔桩基，11号、13
号、14号墩柱盖梁已完成混凝土浇筑，目
前正在进行桥梁主体结构、路基、排水管
网、引桥段挡墙等施工。”赵亮介绍，预计
近期将完成8号、12号桥墩墩柱施工，以
及11号、13号、14号墩柱盖梁施工，“我

们将加强科学组织，加大资源投入，力争
在今年6月分阶段开放交通。”

相关链接——

高速乐山城区连接线工程二期（全
福连接线）起于岷江二桥桥头红绿灯，

止于乐山友谊医院，全程 770 米，道路
红线宽 24 米至 42 米，其中高架层宽 17
米。工程跨线桥横跨桃园路，桥面设
计双向四车道、双进双出，桥下规划双
向六车道至双向八车道。项目建成后
可改善桥东片区道路交通拥堵状况，
加快车辆进出城速度。

高速乐山城区全福连接线有望6月分阶段开放交通

元宵佳节即将到来，2月2日，峨眉山市胜利街道白龙社区举办了一
场新时代文明实践“我们的节日·元宵节”庆祝活动，通过集体做灯笼、猜
灯谜等活动，让辖区居民感受团圆的喜悦，展现社区新生活、新气象、新面
貌。 官国平 记者 罗曦 摄影报道

■ 记者 张清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市委、市政府深入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顺应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民生工作作
为“一把手”工程摆在突出位置，围
绕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
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
有众扶等目标，推动各类惠民政策
落实到位、兜底到位、覆盖到位。

2022年，我市有力有效推进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城市建设、道路
畅通、乡村振兴、社会保障、生态环
境、质量安全、就业创业、营商环境

“十大提升行动”，“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对标补短三年行动计划年度
目标任务及 30 件民生实事全面完
成，民生“底线”越来越扎实，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

优教育强医疗
公共服务提质效

“我们见证了学校的发展变化，
2022年学校改扩建二期工程完成后，校
园焕然一新，大气、宽敞、漂亮。所有同
学在秋季整体搬迁到新教学楼上课，极
大改善了孩子们的学习环境。”谈起自
家孩子就读的市实验中学，该校学生家
长曹江燕高兴地说。

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
目标任务，2022年，我市全面深化教育
改革，加强优质基础教育供给，稳步推
动教育事业均衡发展。18个教育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8.9亿元，占年计划投资
的 114.3%，市实验中学改扩建二期工
程、新建肖坝实验学校等9个项目全面
完工。全市新增2所中小学和9所公办
幼儿园，新增公办学位 1 万余个。为
12.7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困难学生提
供生活费补助和营养膳食补助1.08亿

元，分别超目标13.4、7.5个百分点。
“以前我听说做心血管支架手术，

光支架就要一万多接近两万元，结果医
院使用的是国家集采的冠状动脉支架，
我只花了700多元钱，很实惠，给我们减
轻了医疗负担。”2022年 12月下旬，市
中区通江街道高墩子社区居民韩建明
在市人民医院顺利做完心脏冠状动脉
支架植入术康复出院。

韩建明享受到的是药品和高值医
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实惠。市医疗
保障局医药管理科科长吴丹倩介绍，自
2019年国家启动药品、耗材带量采购工
作至2022年底，我市已组织实施9批次
353种药品和7批次医用耗材的集中带
量采购工作，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
52%，最高降幅98%，挤出了药品耗材
价格虚高的“水分”，预计可为全市患者
和医保基金减负近3亿元。

我市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位置，强化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加快推进健康乐山建设。全面落实
新阶段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全力以赴保
健康、防重症。2022年，全市14个医疗

卫生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4.71亿元，占
年计划投资的119.65%。犍为县人民医
院、夹江县人民医院、乐山老年病专科
医院成功创建三级乙等医院，市中区、
沙湾区启动创建国家级慢性病防控综
合示范区，金口河区争创省级慢性病防
控综合示范区。扎实推进深化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试点，我市跻身全省十大中
医医疗区域中心。

稳就业促民富
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没想到42岁的我还能就近找到稳
定的工作。”日前，市中区绿心街道青江
社区居民林普兰在苏稽镇便民服务中
心一边工作一边介绍，她在进行失业登
记以及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后，获得了苏
稽镇政府提供的就近公益性岗位，从
2022年 9月开始在苏稽镇便民服务中
心负责大厅群众服务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牵动着千家万
户。2022年，我市深入推进“稳就业、保
就业”， （紧转第2版）

增进民生福祉 实事暖到群众心窝里
——我市高质量办好2022年度民生实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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