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跨锦江205米
成全市同类型跨桥跨度最大

日前，天府之声记者来到位
于正兴街道的云龙湾大桥建设
现场。

在川流不息的锦江江面上，整
座大桥的骨架已经搭建起来了。桥
面被立于河中的数十个钢架桥桩
支撑着。锦江一侧，一台大型的吊
车正在忙碌工作。

新区规划建设局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云龙湾大桥北起益州大
道南延线与规划道路交叉口，向南
依次跨越北岸滨江路、锦江、南岸
滨江路后下地，是益州大道南延线
跨锦江南北向的重要连接通道，项
目投资约10.4亿元。这座桥为自锚
式悬索桥，桥梁主跨跨度为205米，
桥梁全长约428米。主要包括主桥、
引桥、引道、慢行系统、底层道路、
绿化、排水、交通、照明系统、除湿
系统、永久性健康监控工程等。建
成之后，该桥将成为成都市同类型
跨度最大的桥梁。

“这是在进行主梁吊装。”项目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座大桥是
双塔自锚式悬索桥，现在看到的钢
架桥桩在后期都会全部拆掉。整座
桥将以一个优美的弧度直接横跨
锦江，水面上将没有桥墩支撑。“这
样的设计，将最大限度减少汛期对
桥梁安全的影响。”桥塔设计为门
型塔，塔柱竖直布置，北岸高67米，
南岸高65.3米。

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云龙湾
大桥今年11月底将完成桥塔主体

建设，12月底将完成主桥钢梁吊
装，而大桥预计于明年年底完工。

“建成后的云龙湾大桥，桥面
宽48.5米，双向8车道。”这位负责人
介绍说，桥梁与南、北两侧滨河路
形成立交，行人和非机动车经辅道
过桥后，在桥两岸经梯步下地。

加快前期工作
力争另外两座大桥尽快开工

新区规划建设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云龙湾大桥项目只是成都
天府新区锦江生态带综合整治工

程中的一个项目。
整个工程分期施工，其中一期

为10.8公里河道水工护岸、22公里
绿道、3座景观水闸、54万平方米景
观示范工程，已于2016年8月完工；
二期为景观桥梁施工，进一步加强
锦江两岸交通联系。

其中，二期景观桥梁工程将新
建三座跨锦江大桥：云龙湾大桥、
天保湾大桥和毛家湾大桥。

天保湾大桥西起益州大道，
横跨锦江，东接锦江东3线，是沈
阳路跨锦江东西向的重要连接通
道，项目投资约7.9亿元。桥梁全长
880米，其中主桥为跨径230米的钢

桁架拱桥。
毛家湾桥梁则是广州路跨锦

江桥梁，两岸滨江路下穿此桥，是
广州路跨锦江东西向的重要连接
通道，项目投资约9亿元。主桥采用
上承式钢箱拱肋桥，在主跨两侧设
四处桥头堡。桥梁宽度60米，总长
512.5米。该桥设计以简欧式建筑风
格为主，融入拱形门窗的特色元
素，形成丰富整体的立面效果；建
筑大气厚重，与拱桥形成视觉感官
的统一。“这两座桥正在进行前期
工作，我们将加快进度，力争早日
开工。”
天府之声记者 李娅 摄影 王天志

20182018 年年
底底，，益州大道南益州大道南
延线与锦江交延线与锦江交
汇点上汇点上，，一座美一座美
丽的双塔自锚丽的双塔自锚
式悬索桥式悬索桥————
云龙湾大桥就云龙湾大桥就
将美丽将美丽““绽放绽放”。”。
这 座 桥 横 跨这 座 桥 横 跨
200200 多 米 的 锦多 米 的 锦
江河面江河面，，造型优造型优
美美，，将成为成都将成为成都
市同类型中跨市同类型中跨
度最大的桥梁度最大的桥梁。。
该桥是成都天该桥是成都天
府新区锦江生府新区锦江生
态带整治工程态带整治工程
中的三座桥梁中的三座桥梁
之一之一，，另外两座另外两座
桥梁天保湾大桥梁天保湾大
桥和毛家湾大桥和毛家湾大
桥目前正在抓桥目前正在抓
紧前期工作紧前期工作，，力力
争尽快开工争尽快开工。。

传 达 政 令 / 宣 传 政 策 / 指 导 工 作 / 服 务 民 生

基层直击 2017年8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 郭庄 美编 帅健宏 04

新区安委办

召开安全生产监管
工作座谈会

8月14日，天府新区成都管委
会安委办召集各街道安监办主要
负责人，召开新区安全生产监管工
作座谈会。

会议听取了各街道职业卫生、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隐患排
查治理、监管监察等工作 1～7 月
情况汇报，分析研究当前新区安全
生产形势，并就抓好下半年重点工
作提出要求：一是各街道要认真对
照年初《关于做好 2017 年安全生
产工作的通知》逐项梳理，抓紧落
实各项目标任务；二是针对街道部
门职能调整后，按照安全生产“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的要求，进一步细化明确相
关职能科室安全生产职能职责并
抓好落实；三是落实领导干部和单
位安全生产职责，于9月中旬前完
成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履职档案
建设；四是结合汛期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职业卫生监管和粉尘涉爆
专项整治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工作，确保大检查取得
实效。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云龙湾大桥年底完成主梁吊装
将成为成都跨度最大的双塔自锚式悬索桥，明年底建成

构建信息化综治体系
全民参与社会管理

新兴街道辖区内有柏杨、井
坝、孔雀、油坊、凉水、小桥、庙山7
个行政村和1个场镇社区。正在建
设的新兴工业园已有30余家企业
入驻，部分企业已投产。复杂的地
理形势及大量涌入的流动人口，造
成人口密集，安全隐患、治安形势
严峻。今年以来，新兴街道采取强
化管理、突出重点、多措并举、全民
参与的方式，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新兴街道通过建设信息化的治
安综合治理防控体系，全方位了解
社情民意，倾听群众诉求，构建源头
治理、智慧治理的全新社会治理模
式，发动群众参与解决社会热点、难
点问题，消除各种“城镇诟病”，推动
城镇管理走向共建、共享、共治理，
实现新兴生活更美好的目标。新兴
街道推出了“天天看新兴”微信公众
号，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微信互动平
台管理创新了社会治理方式，深化
了平安建设的新路径。

“天天看新兴”现已通过“互联
网+社会治理”的有益实践，真正实现
了群众利益诉求和问题投诉能够“自
下而上”及时、准确地传递、掌握与处
理，切实做到了解民生之急、除社会之
乱，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同时，新兴街道坚持新旧宣传
模式常态化，干群参与度明显提
高。通过巡逻车宣传、标语宣传、入
户宣传和互联网等多种形式进行
高频率宣传。一是定期开展入户活

动。在今年3月、5月和7月份开展入
户大走访活动，对辖区8900余户居
民近距离接触，收集群众对社会管
理、民生方面的意见、建议，并逐一
抓好整改，入户率达到98%。二是开
展主题宣传活动。“致新兴街道父
老乡亲的一封信”以公开信的形
式，告知全街道老百姓推进新兴社
会治理精细化，推动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性。三是创
新宣传载体。街道各村（社区）还利
用本村（社区）信息平台以短信、微
信等形式将“天天看新兴，天天领红
包”的相关活动内容发送到群众手
机。通过一系列的推广宣传活动，吸
引1000余名微信用户关注“天天看
新兴”微信公众号，让所有人都能参
与到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中来，有效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度。

24小时“四级”巡防
打造平安新兴

位于孔雀村的孔雀小区，之
前只有2000多名居民，由于拆迁
和新兴工业园区的修建，外来人
口急速增多，在2016下半年左右
达到了4000余人，加之孔雀小区
又是一个开放型小区，治安环境
复杂，偷盗事件时有发生。今年3
月开始，新兴街道开始以“雪亮工
程”为重点的治安“打防管控”体
系建设，先是发动了群众参与到
综合治理工作上来，成立了一支
3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和综治队
员一起，白天不间断在街面巡逻。
综治队员、派出所民警和网格员
还一起逐一入户登记，掌握人口
信息便于管理。同时，孔雀小区在
原有4个监控探头的基础上，新增

了3个监控，整个孔雀村增加到12
个监控探头，做到无监控死角，有
效遏制了违法犯罪行为，为孔雀
小区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今年以来，新兴街道以“大联
动 微治理”为依托，构建以“雪亮
工程”为重点的治安“打防管控”
体系建设，在辖区内增设监控探
头50余个，同时加强治安巡逻，提
高见警率。坚持实行“网络化”24
小时巡逻，采取警车、摩托车、徒
步、网络视频“四级”巡防，加强社
会面特别是案件高发、易发部位
的巡逻防控工作。整合巡防队伍，
不定期在辖区主要道路及社区开
展巡逻活动，有效震慑违法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压缩犯罪空间。
新兴派出所狠抓破案打击工作，
今年来相继开展了打击防范“虚
假信息诈骗犯罪”、打击“涉毒违
法犯罪”等专项行动，为居民群众
安居乐业、辖区经济健康发展营
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同时，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
对街道9个网格实行日巡查，实现

“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在网
格中察民情、访民意、解民忧。组
织各网格员到外来人员相对集中
的工业区、居民区，分发综治平安
建设等宣传材料及宣传手册等。
集中开展“白昼清查行动”长达2
个月，对全街道范围内的实有房
屋、实有人口、实有单位及流动人
口进行逐户走访清查，有效预防
和减少出租房屋、流动人口引发
的各类案件。

李华勇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全民参与 24小时“四级”巡防
新兴街道多措并举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大 爷大 爷 ，，你你
们小区最近治们小区最近治
安怎么样安怎么样？”？”日日
前前，，新兴街道孔新兴街道孔
雀小区雀小区，，新兴街新兴街
道综治队员手道综治队员手
持问卷持问卷，，正在询正在询
问收集居民对问收集居民对
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民生民生
方面的意见方面的意见。。

今年今年 77月月，，
新兴街道开展新兴街道开展
入户大走访活入户大走访活
动动 ，，对 辖 区对 辖 区
89008900余户居民余户居民
近距离接触近距离接触，，收收
集群众对社会集群众对社会
管理管理、、民生方面民生方面
的意见的意见、、建议建议，，
并逐一抓好整并逐一抓好整
改改，，入户率达到入户率达到
9898%%。。而这只是而这只是
新兴街道多措新兴街道多措
并举并举，，狠抓社会狠抓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的行动之工作的行动之
一一。。

8月10日，成都市天府新区政
务服务中心自贸服务专区开设国
际人员往来单一窗口（以下简称

“单一窗口”），正式对外开展国际
人员往来业务咨询服务。

政务服务中心高度重视，制定
单一窗口设置方案，增添统一的标
识标牌、选拔优秀的外语专业人
员、制作双语电子化办事指南、配
备可进行40余种语言服务的职能
翻译官系统，并积极协调出入境大
厅、人事社保部门开展各类外籍人
员服务工作。

目前，单一窗口主要开展不
动产涉外销售（出租）、转让国家
安全事项审查，归侨学生、子女、
华侨子女升学加分审批，华侨回
国定居审批，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外国人居留证、各类性质的签
证等咨询服务。

通过窗口挂牌、宣传资料发
放、新区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微信
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进行公开，
加强宣传推广，让群众知晓自贸
服务专区设立单一窗口的信息，单
一窗口的办理事项及办理各类事
项所需的申请资料及办理流程等
内容，切实方便外籍人员办理相关
事务。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新区政务中心

开设自贸区
国际人员往来单一窗口

紧张施工中的云龙湾大桥项目工地

建成后的云龙湾大桥将为新区增添一道亮丽风景线

新兴街道开展入户大走访活动，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

新区气象局

预计新区暴雨结束期
在9月上中旬

8月14日，天府新区气象台发
布成都天府新区未来两月的防汛
预报：8月中下旬，成都天府新区以
多云天气为主，总降水量70-120毫
米左右，较历史同期正常略偏少。
主要降雨过程节点为：15-17日阵
雨或雷雨；18-19日中到大雨，个别
地方暴雨；25日、30日前后中雨，个
别地方大雨。9月，新区总降水量在
120毫米左右，接近历史同期水平，
暴雨结束期在9月上中旬，大雨结
束期在9月下旬。

预报中特别强调，今年汛期，
成都天府新区乃至整个成都降雨
异常偏少，不排除某次天气过程
短时强降水达50-150毫米以上的
情况。天府新区气象台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成都天府新区没有
出现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主要以
局地对流性降雨和雷电、大风、高
温天气为主，仅7月份出现过两次
单点暴雨，“一次是 7 月 18 日在合
江，一次是7月22日在大林”。

入汛以来，天府新区气象台发
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4次、雷电黄色
预警信号14次、高温橙色预警信号4
次，气象信息快报9期，累计发送短
信60万余条。

为保证天气预报信息迅速传
播到位，天府新区气象台将滚动发
布天气趋势预测，同时强化新区相
关部门的联动，做好气象次生灾害
风险的联防和预警服务工作。

李昕翼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Administrator
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