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编辑 许阳 见习编辑 崔曜 美编 黄小川

2018 年 7 月 12 日 星期四 4版

本报讯 （记者 曾立）7月6日，雨中
的武陵山像一幅静谧的水墨画。黔江武陵
山机场（简称黔江机场）旁，机器的轰鸣声
打破了山的宁静。这里，黔江机场改扩建
工程在紧张施工中，2020年建成后，黔江
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200万人次的需
要，综合保障能力将大幅提升。

黔江机场于2010年11月正式通航，
截至目前，已开通北京、上海、成都、昆明、
杭州、西安、重庆、宁波、海口、揭阳潮汕10
条航线，初步搭建起东进西出、南来北往的

“米”字型航线网络。

“黔江机场正朝着打造‘武陵山区重要
航空门户和旅游中转港’的目标迈进。”黔
江武陵山机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颜敏介绍，
今年6月15日，黔江区旅游发展大会上明
确提出，深入实施“旅游大区”战略，全力打
造旅游业发展升级，“黔江机场将充分发挥
航空安全、快速的特性和机场的带动效应，
为黔江全力构建‘快旅慢游’新支撑助力。”

为此，黔江机场改扩建工程正在加快
推进。据介绍，本次扩建工程按满足2025
年旅客吞吐量7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150
吨、飞机起降8333架次的目标设计，计划

投资4.76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航
站楼12000平方米、机场综合用房3600平
方米、机场业务用房2700平方米、改造现
有航站楼、改扩建消防综合楼和其他配套
设施、扩建7个C类机位、建设一条垂直联
络滑行道、增设航油供应站等设施。

“该工程预计2020年建成，届时，黔江
机场的机位将达到11个，而现在可用机位
只有4个，保障能力将大大提高。”颜敏介
绍，截止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79亿
元，征地拆迁工作已实现清场交地，完成飞
行区场道土石方工程65%。

除了加快推进扩建工程，黔江机场还
将进一步优化现有航线网络布局，逐步新
增厦门、深圳（珠海）、青岛、武汉等重点城
市航线。

颜敏称，其中期目标是依托设立的黔
江海关等机构，适时启动口岸机场建设步
伐，充分利用黔江高铁站零换乘枢纽，实施
陆空对接和联运，逐步释放渝东南中心城
市的集聚效应。

远期目标则是以武陵山地区区域一
体化为基础，随着未来高铁等交通条件的
充分改善，逐步构建有中转联程功能的区
域性综合性支线机场，成为连接东部及沿
海发达地区城市、西部重要中心城市及其
他旅游城市的重要航空门户和旅游中转
港。

另据悉，今年上半年，黔江机场共安全
保障运输飞行架次0.24万架次，完成旅客
吞吐量19.62万人次，全年有望达到40万
人次。

黔江武陵山机场扩建工程有序推进
2020年建成后年旅客吞吐能力可达200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钻孔、爆破、装
车、运输、回填、强夯……7月11日，武隆机
场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操作机械，紧张有序
地进行施工。重庆日报记者从武隆机场建
设指挥部了解到，武隆机场在完成试验段
建设后，目前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有望明
年建成，2020年投用。

武隆机场位于仙女山镇，距武隆城区
约45公里。从武隆仙女山镇驱车前往武
隆机场施工现场，大约需要40分钟的车
程。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飞行区场道
工程 4个标段工作面已经全面铺开，数
辆大型挖掘机正在开挖土石方，工程运
输车穿梭其中，将开挖的土石方送至低

洼处回填。大型地基夯实设备举起成吨
重的“铁饼”，不停地重复举起、砸下两个
动作。

据武隆机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胡一俊介绍，武隆机场为4C支线机场，按

照满足2025年旅客吞吐量60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1500吨进行规划。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新建跑道2800米、航站楼6000平
方米、站坪机位10个（6个C类、4个A类）
以及其他辅助设施。

为保证项目有序推进，指挥部倒排施
工计划，并分解到每个标段、每个月份。“高
峰时每天有400台机器和上千人员进场作
业。预计今年内，能够完成土石方总量的
八成，并在下半年开工建设航站楼和航站
区。”胡一俊说。

据了解，为保护生态环境，武隆机场
建设始终贯彻生态发展理念，不仅在所有
钻孔机上增加了吸尘设备，减少钻孔扬尘
的产生，还采用洒水车降尘、配置一体化
污水处理设备等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

在绿化修复方面，武隆机场在工程建
设伊始，就将草皮土、种植土分类集中堆
放，为场区绿化预留充足土源。

“土石方施工过程中，我们将同步推进
高边坡覆土，恢复边坡绿化。”据介绍，待平
场完成后，还将对土面区进行绿化覆土，撒
播适宜当地生长的草种。房建工程基本完
成后，还将对航站区进行绿化，做到与自然
相融合。

据介绍，武隆机场在2020年通航后，
将为武隆的旅游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方
式。

“比如成都的旅客到武隆旅游，现在通
常是坐动车到重庆主城再转到武隆，一般
需要5个小时，而坐飞机从成都到武隆，只
要40分钟。”据介绍，更加重要的是，武隆
机场还可以与巫山、张家界等旅游热门地
区进行航线串飞，从而形成空中旅游黄金
环线，进一步提升武隆旅游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武隆机场全面开工有望明年建成
2020年通航后可与巫山、张家界航线串飞

本报讯 （记者 廖雪
梅 实习生 杨千帆 刘
欣）中铁大桥局桥梁特种技
术有限公司7月11日透露：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大修整治
工程已完成上游幅（靠近渝
澳大桥的车道）路面铺装等
工作，预计本月下旬前可提
前转场至下游幅施工。工期
比原计划提前半个月左右。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是主
城首座城市跨江大桥，去年
11月启动大修整治工程，今
年4月21日开始实施大桥
桥面系大修整治，桥面系整
治工程计划11月7日结束。

桥面系大修工程为期
200天，分两个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为4月 21日至 7月
30日，将封闭牛角沱嘉陵江
大桥左侧（上游幅）车道及人
行道进行桥面系整治施工，
剩右侧6米车道和人行道供
车辆、行人通行；第二阶段为
7月31日至11月7日，拟封
闭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右侧
（下游幅）车道及人行道进行
桥面系整治施工，剩左侧6
米车道和人行道供车辆、行

人通行。
重庆日报记者在牛角沱

嘉陵江大桥大修整治工程现
场看到，目前上游幅车道的
沥青桥面、车行道盖板已安
装完毕，灯杆也进行了更
换。接下来，大桥大修整治
工程将进行沥青路面找平、
路灯调试等，预计上游幅施
工将在本月 15 日前后结
束。本月下旬之前，施工人
员将转换到下游幅车道进行
施工，主要整治内容包括对
下游幅路面、灯杆、栏杆等进
行拆除，并对钢桁梁进行涂
装、维护和保养；再将预制好
的钢桥面铺上、合龙等。

按照计划，牛角沱嘉陵
江大桥桥面系大修整治工程
结束后，还将进行钢桁梁修
复和涂装以及荷载试验、场
内设施恢复及验收等工作，
这些后续环节将持续到明年
1月2日前后。待整个牛角
沱嘉陵江大桥大修整治工程
完成后，该桥的安全性和行
车舒适性将大大提升，桥梁
维护管理将变得更加智能、
方便。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
完成上游幅路面铺装
本月下旬前将进行下游幅施工

武隆机场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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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吃得放心长寿
加大排查力度，把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长寿，因其史上多有长寿之人得名。在这座饱含百姓对生活美好寄望的城市，对吃的标准要求自然不低。
民以食为天。要长寿，自然必须吃得放心。在今年持续开展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四大行动”中，长寿区着眼社会热点，突出预防为主，不断撒开排查大网，消除社会食品药品安全隐

患。同时，从内部管理上挖潜堵漏，以建立案审工作领导小组为突破口，着力解决依法行政问题，最大限度排除监管执法安全隐患，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外向市场，缜密排查除隐患

今年4月，广东医生谭秦东因网
络撰文称鸿茅药酒是“毒药”，被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警方跨省抓捕，
引发全国普遍关注。

4月24日-25日，针对这一社会
热点事件，长寿区食药监分局对辖区
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展开全面风险
排查。

此次风险排查，执法人员对辖区
“鸿茅药酒”经营企业的进货渠道、数
量金额、批号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
查和记录。同时，对全区相关生产经
营企业是否存在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
违规广告、处方药违规销售，或登记、
药品分类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拉
网式排查，督促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严格按照说明书（功能主治）所规
定的文字表述发布广告，严防误导消
费者情况发生。

就在此次全面排查约一周之后，
名为“仁合胰宝”的有毒保健食品被央
视曝光。新闻提及，其二级批发商程
某的经营场所正好位于长寿。

长寿区食药监分局闻风而动，立
即组织执法人员对该经营场所“吴吴
超市”展开现场执法检查，并致函承德

警方了解涉案产品进销情
况，最大程度减少对消费者
的伤害；核实犯罪嫌疑人伙
同妻子吴某、父亲程某通过
淘宝网购销含有西药成分
的“仁合胰宝”，销售金额达
132万元。目前，警方已移
送起诉。

长寿区食药监分局局
长莫元明说，在持续推进的
食品药品监管“四大行动”
中，“大排查”是基础，缺乏
这一前置条件，后面的整
治、执法、督查便无从谈
起。“无论信息源来自哪里，
只要发现隐患苗头，我们必
须及时介入排查取证，对辖
区食品药品安全状况做到

心中有数。”莫元明说。
今年以来，长寿区食药监分局着

眼社会热点，突出整治重点，不断撒开
排查的大网。

该局首先督促企业自查。通过会
议、QQ群、电话通知、现场检查等方
式，要求企业对照各环节排查重点，认
真开展风险隐患自查。

按照全区四大专项行动方案要
求，长寿区19个街镇负责各自辖区、
食药监分局各科室负责各自牵头环
节，集中力量开展专项行动，主要针对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易发多发品种、区
域、场所和薄弱环节，大力开展排查整
治。

同时，监管部门将专项行动与日
常监管、与各项食品药品安全重点、与
既定各类专项整治、与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创建等工作有机结合，做到了“两
促进、两不误”。

截至目前，长寿共出动执法人员

1200人次，排查食品药品安全隐患
510个。其中，对个别食品添加剂生
产企业曾经的无证生产产品及时进
行了排查整改。对去年底今年初发
现的白酒小作坊发展迅猛、可能存在
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排查，对75家白酒
小作坊实行全覆盖抽检，在已送检的
43批次白酒产品中，目前发现不合格
产品5个，正在抓紧风险源头治理。
对群众反映较多的美瞳等医疗器械、
校园周边“五毛”食品、网络订餐三个
方面的风险问题通过排查整治，已对
网络订餐的第三方平台提请有关管
理机关进行备案登记审查和查处，与
检察机关对网络订餐供餐单位138家
进行了排查整治，对39家进行责令整
改，1家给予行政处罚；对美瞳等医疗
器械和“五毛”食品，与检察机关一起
进行了样品抽检和市场整治。对一
度出现的火锅底料舆情进行了风险
排查整治，对3户火锅经营店进行了

立案处罚，对1户经营店购进的火锅
底料发现的风险隐患函告其生产企
业加强监管、依法处罚。对举报投诉
反映出的监管风险问题，通过加大处
罚、加大培训、停业整顿等多种形式，
防范消除风险隐患。

内强队伍，健全机制保平安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长寿区食药
监分局新一届领导班子看来，食品药
品的安全隐患在市场，但同样也可能
隐匿于执法监管队伍自身。

莫元明的案头摆着一摞130余页
的资料汇编。今年，长寿区食药监分
局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将从2013
年到截至今年4月该局所经办的行政
处罚案件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等基
本情况整理成册，形成“大数据”。

积案有账可查，责任有据可追。
新发案件的侦办，则变得更为规范和

缜密。
6月26日，长寿区食药监分局案

审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今年
该局从自身实际出发，解决依法行政
问题，最大限度排除监管执法安全隐
患的一大重要举措。

该小组由一名副局长担任组长，
成员包括法制、餐饮、食品生产、食品
流通、药械、保化品等监管科室主要负
责人。

该小组将对拟从重、减轻、从轻
或免于行政处罚的案件；情况复杂、
违法情节严重或涉案人员多、涉案金
额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案件；拟
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产停业的案件；
涉案财物货值金额5000元以上或拟
给予2万元以上罚款的案件；上级机
关挂牌督办，影响较大的案件；拟对
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
纠正的案件六类案件进行审查。审
查内容包括违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
是否确实充分、处罚实施是否符合法
定程序、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种
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当事人陈述和申
辩理由是否成立等。

根据工作要求，案件审理工作会
必须由小组半数以上人员参加，决定
方可生效。集体形成的处理意见，一
般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允许保留
不同意见并载于会议纪要，参会人员
签名认可。非法定理由或未经法定程
序，处罚性质和裁量幅度不得擅自改
变。

显然，案审工作领导小组的设立，
分散了案件侦办过程中单个监管执法
人员的权力，并促使让整个执法过程
变得更加透明、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莫元明并不在小
组中任职。这样一来，在有效避免其
作为“一把手”意见影响集体决策的同
时，也让他能以“局外人”的身份，更客
观地对小组决策作出研判和监督。

莫元明表示，长寿将坚持以“四个
最严”为总要求，以“群众满意”为根本
标准，继续以食品药品安全隐患大排
查引领“四大行动”，力争通过两年时
间，建设成为“产得安全、管得到位、吃
得放心、产业良性发展”的食品安全示
范城区。

彭光灿 刘玉珮 朱渝
图片由长寿区食药监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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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
芹）G50沪渝高速忠县互通
扩能改造工程完工，7月11
日18时试通行，双向6车道
投入运行，其余6车道有望
下周通车。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
速公路第四支队六大队
称，G50沪渝高速忠县互通
扩能改造项目包括改扩建1

条二级沥青混凝土路面道
路，以及管理房、高速执法办
公用房、绿化等附属工程，同
时增设了ETC车道和整车
称重系统等。忠县互通扩能
改造后，由原来的“2进4出”
扩能至“5进7出”，共12个
车道。执法人员提醒，由于
相关设施设备尚在完善中，
大货车暂时限行。

G50沪渝高速
忠县互通试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