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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乐山’的宜居代表——白果滩板块” 系列报道之二

定调——大城向东！最乐山的“宜居白皮书”就在岷江东岸

回首千年，山水人城和谐共生之下，岷江
东岸犹如画卷般顺江延绵。

把脉当下，新城东如同一本打开的书，每
一页都可以看到它的抱负。

在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以及政府规划加
持下，岷江东岸所需要的，就是在原有居住模
式之上再次拔高。幸运的是，近年来乐山城东
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区域规划重新定位了沿
江沿溪道路、景观及建筑物之间互融共生关
系，交通建设、基础配套逐步完善并延展了区
域生活半径，进一步明确了城东板块在整个城
市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至此，掀起乐山全新高端居住区的建设呼
声，尤其是以岷江三桥为核心的新中产生态人
文圈层正在以大城向东之势、用实景诠释了一
部最乐山的“宜居白皮书”，彰显出了一座城市
应有的人居雄心。

一座“公园生态城”

营造“湿地公园+滨江生活”体系

乐山城东，浓郁千年的人文积淀，享受着
山水赐予的温馨与厚重。江枫渔火，层峦叠

嶂，不可计数的动人传说，造就了这片让我们
喜爱的城市一隅：青山、绿水、白鹭，宁静、滋
润、唯美……“居者有其福，观者有其乐”是城
东千年传承的真实写照。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作为城东城市开
发“最上游”的白果滩板块秉承自然禀赋，其所
在区域的功能被定位为“城市近期发展的重点
区域，城市滨水生态居住示范区，以高品质生
态居住功能为主的城市生活性片区”。按照区
域的绿地系统规划所示“一园、一轴、两廊、多
节点”绿地网络格局中的一园，就指向覆盖板
块的“白果滩湿地公园”。

如今，城东白果滩湿地区域打造的“下沉
式”滨江公园已经呈现，这里不仅有郁郁葱葱
的绿植、种类繁多的花丛，更设置有健康跑道、
活力球场、童趣乐园等。市民在这里不仅能散
步休闲，也能娱乐锻炼。2公里白果滩碧波江
岸线搭配600多米的超宽江距，开阔的江面加
上层次分明的河滩地形，也让“白果滩三大项
目”在打造外部滨江公园和住宅社区的时候有
了更多可能性。在白果滩板块对岸的江心处，
还有一座“桃花岛”。据悉未来岛上还将种植
成片的桃树，待到来年春日桃花开放，江心一
片红，空气里带着淡淡的甜味，是多么舒爽、惬
意。

惊喜，远不止于此！2022 年初，翡翠路
堤防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启动。记者从市水
务投资有限公司获悉，目前该工程已完成总
进度60%以上，水下工程基本完工。工程建
设主要内容包括综合整治堤防3477米（上起
岷江三桥上游160米处，下至芋河沟沟口），
其中新建堤防 205 米，整治堤防 3272 米，沿
线设置 5处强排井。堤防工程级别为 4级，
设计防洪标准20年，排涝标准10年。此外，
还将通过打造护坡、增加马道及亲水平台，
增加市民休闲去处。工程建成后将极大提
高翡翠片区防洪、排涝能力，综合提升城市
面貌。

未来，城东将升级营造“湿地公园+滨江生
活”体系，一座滨江“公园生态城”从梦想照进
现实。

一座“中产舒居城”

城市级配套，学校、商业一个都不能少

既然是讨论宜居性，除了师法于自然的优
越滨江景观，与之配套的城市级资源也是中产
人群选择白果滩的重要理由。

记者了解到，在岷江二桥至三桥的区间
内，共配套多处社区商圈（包含社区管理、医
疗、养老及文化设施，其中还有以翡翠新天地
为代表的大型商业体）以及独立占地的农贸
市场，区域范围内还有大型生活超市银行、餐
饮店、百货服饰等。另外就是各个楼盘附带

的社区商业，现在都基本投入运营，业态也相
对较齐全。总体来说，基本生活所需还是能
够在片区范围内达成。若想去万达广场或者
乐山广场，一刻钟的时间也能到达。与此同
时，嘉州长卷·天街作为乐山的重要文旅配套
之一，为城东人居提供了最便捷的日常休闲
地。教育方面，私立学校部分是比较完善的，
斯坦丁国际幼稚园、翡翠幼稚园、翡翠小学、
乐山翡翠实验学校等早已进驻开课；公立教
育方面，马边河小学，牟子学校及关庙中学也
可以就读。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为了弥补区域长久
以来在公立学校方面有所欠缺的痛点，今年4
月24日、4月25日，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公共服务平台分别发布了两篇《新建乐山
市徐家扁小学翡翠校区项目》的招标公告，并
于5月23日公布了项目勘察设计评标结果公
示。建设地点位于乐山市中心城区MZ(D)-05
地块，项目占地约42亩，新建小学及幼儿园校
舍共约29000平方米。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片区最新规划还将新
建相应的小学和中学，可以看出，政府对城东
的公办教育资源建设还是相当重视的。

一座“快慢生活城”

掌握自由节拍，交通路网全面升级

经多年的发展，城东区域在交通上迎来了
从量到质的飞跃，目前已拥有完善的交通体

系。
首先是拥有立体交通网：翡翠路、东城路和

桃园路，既是城东片区商业圈的重要枢纽带，也
是出行的主要通道；岷江二桥、岷江三桥、岷江
四桥、以及在建的致江路大桥连通岷江两岸；乐
山的二环快速通道，可直达五通桥、犍为等地。
同时，为了有效缓解城东片区和全福方向交通
拥堵，提高车辆通行率，从6月27日开始，高速
乐山城区连接线二期（全福连接线）工程正式实
施。该项目整个工期计划在2023年清明前完
成施工改造任务，建成后将极大改善道路交通
拥堵状况，方便周围居民出行，同时加快车辆进
出城的速度。

其次，待建的天眉乐高速也将在片区设立
出口，将来城东片区自驾出行也是极为方便
的，同时也告别城东片区上高速需要绕行城区
的历史。除了便捷的自驾线路外，在公共交通
网络上乘坐202、204、21、4、5、10路等公交车
可途经乐山城区各区域。

采访手记——

多年以来，城东板块的规划纲领中相继出
现过“东控”、“东抑”、“东优”等措辞，总的态度
就一个：供地、开发，省着点儿来！当然，保护
性规划的背后并非意味着东岸发展有所制约，
相反的，以“天眉乐”高速、岷江四桥、岷江二桥
交通线等城际交通的利好纷纷落子城东。生
态资源发达的白果滩生活圈未来将承担起城
市会客厅的功能，区域居民也将无缝融入大成
都生活圈，经济发展契机彰显。

记者 倪珉（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江景怡人

优美环境 教育配套

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新规来了

本报讯（黄靓亮）“你好，请帮忙提高我的手机
银行转账限额……”日前，某客户急匆匆来到农业
银行乐山广场支行，要求该行工作人员提高她的
手机银行转账限额。该行当班员工按照业务操作
流程对其转账用途进行核实，在详细了解该客户
结算需求及账户历史交易详情过程中，发现该女
士神情慌张，其交易详情与本人描述完全不符。

随后，工作人员在查阅客户账户交易流水时发
现，该客户最近的几笔交易对象为外省某建筑劳
务公司，交易备注为生活费，账户余额还剩余45万
余元。凭借多年丰富的工作经验，银行工作人员
初步断定客户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为避免客户的财产损失，银行工作人员将其请
进办公室，为其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案例，以案
说法稳定客户情绪。同时，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
报了警，在银行和公安机关的帮助下，客户成功识
破骗局，避免了被继续诈骗的损失。

农业银行乐山广场支行

成功堵截电信网络诈骗

近年来，部分信用卡用户“以卡养卡”、
违规套现问题突出，商业银行应严控过度
授信，防范信用卡债务风险。对此，《通知》
对规范信用卡业务发展做出了明确规定，
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中心各方面操作，包括
但不限于获客营销、分期业务、贷后催收、
信息存档、单一渠道获客、信息披露等，从
而有利于保护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降
低分期付款费率，并进一步降低信用卡中
心违规操作风险、展业风险。

关于发卡管理方面，《通知》提出严格
规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直接或间
接以发卡量、客户数量、市场占有率或市
场排名等作为单一或主要考核指标。强
化睡眠信用卡动态监测管理，连续18个
月以上无客户主动交易且当前透支余额、
溢缴款为零的长期睡眠信用卡数量占本

机构总发卡量的比例在任何时点均不得
超过20%。超过该比例的银行不得新增
发卡。

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通知》要求银
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
审查制度和工作机制。充分披露和严格
明示信用卡涉及的法律风险、法律责任，
不得进行欺诈虚假宣传，并确保销售行为
可回溯。

同时，《通知》还明确提出将按照风险
可控、稳妥有序原则，通过试点等方式探索
线上信用卡业务等创新模式。将按照高质
量发展导向，优先选择人民群众服务认可
度、信任度高，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信访投诉
要求落实到位，经营理念和风控合规审慎
严格，各项整改工作达到监管指标的银行
业金融机构参与试点。

用卡业务更规范
权益更有保障

“分期‘零成本’却要收手续费”“办卡容易解绑难”……近年来，信用卡业务高速发展，在方便群众支付和日常消费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理念粗放，服务意识不强，风险管控不到位，部分信用卡出现了频繁发卡、不

合理收费和用卡等乱象，侵害了客户的利益。
7月7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银行业

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和有效覆盖风险前提下，按照市场化原则科学合理确定信用卡息费水平，切实提升服务质效，持续采取有效措施，降低
客户息费负担。

当前，信用卡业务收费项目
较多，包括年费、手续费、利息
等。对此，《通知》明确要求银行
业金融机构切实提高信用卡息费
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在合同
中严格履行息费说明义务，以明
显方式展示最高年化利率水平。

以信用卡业务“套路”较多
的“分期业务”为例，《通知》对全
面加强信用卡分期业务规范管
理做出规定，要求除个性化分期
还款协议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不
得对已办理分期的资金余额再
次办理分期。不得对分期业务
提供最低还款额服务。不得仅
提供或者默认勾选一次性收取
全额分期利息的选项。

《通知》明确，银行业金融机
构应当审慎设置信用卡分期透
支金额和期限，明确分期业务最
低起始金额和最高金额上限。
分期业务期限不得超过 5 年。
客户确需对预借现金业务申请
分期还款的，额度不得超过人民
币 5万元或者等值可自由兑换
货币，期限不得超过2年。

此外，《通知》还要求银行业
金融机构切实提高信用卡息费
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在合同
中严格履行息费说明义务，以明
显方式展示最高年化利率水平，
并持续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客户
息费负担，积极促进信用卡息费
水平合理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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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祝贺)为持续促进
定点帮扶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大
香村农产品和服务消费，日前，乐山
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乐山商行”）
组织开展助销大香村脆红李消费帮
扶专项活动，全行累计采购脆红李
2500公斤。

大香村作为脱贫村，按照集体经
济产业发展要求，立足当地土地和自
然资源发展了280余亩改良脆红李种
植基地。由于受疫情影响，今年脆红

李价格低、销路受阻，大香村4000多
公斤脆红李亟待采摘出售。乐山商
行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研究助
销工作，该行工会在全行发起爱心助
农号召，银行职工食堂及全行员工积
极认购大香村脆红李。

持续深入推进消费帮扶，是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也是深化新阶
段对口帮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的重要抓手。自 2015 年定点帮

扶大香村以来，乐山商行不断建立
和完善基础建设、产业帮扶、捐资助
学等帮扶机制，2020 年在大香村建
立了“党建+金融”示范基地，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通过以购代
捐、消费帮扶等方式帮助销售价值
38万余元的干竹笋、小米椒、脆红李
等农副产品，实现消费助农、消费兴
农，有效激发了大香村产业经济发
展和脱贫群众增收致富的内生动
力。

乐山商行 消费帮扶助力彝区乡村振兴

信用卡用户请注意

乐山商行员工采摘脆红李乐山商行员工采摘脆红李 乐山商行乐山商行 供图供图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彭山支公司在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山支行办理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6657000000707）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彭山支公司
2022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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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记者 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