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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7日，记者从乐山大佛景
区管委会获悉，从8日起，乐山大佛景区白天水上旅
游项目、凌云路观光体验项目、夜游三江项目、巨型
睡佛观光游线项目将正式开启冬季运营时间，广大
游客可根据自身出游需求调整安排。

开启冬季运营时间后，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白天水上旅游项目
冬季运营时间：每年10月8日至次年3月31日

8：00—17：00（17：00后不能取票，1.2米以下免票）
购票地址：乐山大佛游江售票大厅
登船地址：嘉州渡码头
下船地址：八仙洞码头
注：受水位变化及天气影响，游船发班时间会有所

调整。

凌云路观光体验
冬季运营时间：每年10月8日至次年3月31日

8：00－22：00
购票地点：大佛文化广场、景区游客中心、八仙

洞游船码头、乐山大佛（北门）、花湖湾等站点均可
购票

票价：单次 20 元/人，多次 30 元/人（10 分钟一
班或滚动发班）

注：1.2米以下儿童免票，其余人员无优惠政策。

夜游三江
冬季运营时间：每年10月8日至次年3月31日
第一班游船时间：19：30（发班）—20：30（返港）
第二班游船时间：21：00（发班）—22：00（返港）
购票地址：乐山大佛游江大厅（请提前半小时

购票）
票价：220元/人（1.2米以下半票，一周岁以内免

票）
登船码头：乌尤寺码头
下船码头：嘉州渡码头
注：受水位变化及天气影响，游船发班时间会有所

调整。

巨型睡佛观光游线
冬季运营时间：每年10月8日至次年3月31日

9：30-17：30（每60分钟发班，采取双向对开方式）
运行线路及站点：八仙洞码头⇌上中顺码头
票价：10元/人（1.2米以下免费）
注：巨型睡佛观光游线在每周周末（星期六、星

期日）和法定节假日（元旦节、春节、清明节、劳动
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运营。因天气、水位等
不可抗力因素，具体开航时间以海事部门通知为
准。

乐山大佛景区这些项目
8日起开启冬季运营时间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4日凌晨1时30分，四
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四分局五大队民警
在乐雅高速路上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
车道，半边车身压在行车道上，后方没有放置警
示标志标牌，民警立即上前查看。

民警在该车副驾驶室外看到，一男子在驾驶
室睡觉，便敲打车窗试图叫醒驾驶员，敲了近1分
钟，驾驶员没有任何反应。随后，民警尝试拉动车
辆门把手，打开了驾驶室车门，此时一大股酒味扑
面而来。叫醒驾驶员后，民警让其熄火下车并接
受酒精测试。经过初筛，驾驶员涉嫌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民警将其带至该大队作进行进一步处置。
民警对该驾驶员罗某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

试，测试结果为156毫克/100毫升，罗某涉嫌醉
酒驾驶机动车。按照规定，民警依法将他带至峨
眉山市中医医院进行抽血。

经了解，驾驶员罗某和朋友驾车去眉山旅
游，晚上共喝了6瓶啤酒。酒后，他心存侥幸独
自驾车返回峨眉山市，驾车上高速后感觉特别疲
惫，于是临时决定把车停在应急车道睡觉，没有
想到那么晚还有民警上路巡逻。

目前，罗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

男子醉酒驾车 还在高速路上停车睡觉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8日12时许，四川省
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四分局三大队接警称，G93
成渝环线乐宜高速乐山往宜宾方向768公里处，一
辆轻型仓栅式货车侧翻在超车道，6头猪掉落在路
面乱跑，此时过往车辆较多，情况十分危险。

接警后，该大队犍为南警务室民警迅速赶往
现场，同时通知路安、高速执法等部门一起救
援。到达现场后，民警做好后方预警并对道路进
行渠化，迅速对逃到路上的猪进行围堵，经过半
个多小时的周旋，终于成功“抓获”逃跑的猪，避
免发生二次事故。

经询问，驾驶人喻某驾驶号牌为川LC✕✕
✕8的轻型仓栅式货车装载6头猪由五通桥收费
站上高速，准备到宜宾。途中，猪不知为何打斗起

来，致使车身剧烈摇晃发生侧翻，猪也从车上掉了
下来，幸亏处置得当，没有造成严重事故。

猪猪打架致翻车 高速公安迅速处置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 摄影报道）8日上
午，记者接到市民报料称，乐山中心城区春华
路中段一棵行道树树枝摇摇欲坠，有安全隐
患。

记者随后赶到现场，只见出现隐患的行
道树树枝长约五六米，和主干部位已经裂开，
似乎随时都会断开一样。附近居民告诉记
者，前几天一辆大卡车因为行驶不慎刮到树
枝才造成这样的情况。如果树枝断裂掉落，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了乐山市城市绿化保
障中心，该中心工作人员马上赶到了现场，对
出现断裂的树枝进行了修裁，及时排除了这
一安全隐患。

树枝摇摇欲坠 部门及时排险

逃跑的猪 高速交警供图

现场消除安全隐患

森林消防员浪漫求婚
本报讯（记者 罗曦）7日，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森林消防支

队驻防峨眉山市分队的营区，上演了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
消防人员何州和他的山西籍女友樊丽英结束5年的爱情长
跑，在异地许下了牵手一生的承诺。

据了解，何州和女友相识相恋后，因为森林消防员工作
的特殊性，五年来聚少离多，见面时间不足8个月。深感歉
疚的何州一直想找机会来一次浪漫的求婚。

今年国庆假期，樊丽英来峨眉山市探望男友。得知这一
消息后，何州向单位汇报希望能在营区来一次浪漫求婚。他
的想法得到了单位的支持，队友们积极出谋划策，很快敲定
了一套惊喜浪漫的求婚“方案”。

为了能达到预期效果，队友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
领，吹气球、摆爱心蜡烛、录视频……很快，一切都布置到位。

7日晚上，何州“骗”女友来到营区，一打开学习室的门，
樊丽英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只见何州手捧鲜花出现在
她面前，站在蜡烛摆成的“心”里，室内响起轻柔的音乐声，音
箱内开始播放何州提前录制的深情告白。随后，何州单膝跪
地，举起戒指向女友求婚。在浪漫的氛围中，樊丽英感动落
泪，欣喜答应。在一片祝福声中，两人幸福地相拥在一起。

求婚现场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记者 赵径）近日，在市中区剑峰镇群团村的通村主干道
边，一排排崭新的太阳能路灯拔地而起，夜暮中柔和的灯光照亮了村民
回家的路。

“我们从8月开始启动村道亮化工程，于9月26日全面完成了长达
6.8公里的村道太阳能路灯安装工作。”剑峰镇群团村党总支书记郑超
林说，去年群团村获村内爱心人士捐赠60盏路灯，亮化了部分村道，方
便了周围村民夜间出行。于是，尽早实现村道全部亮化成了全体村民
最大的愿望。

为切实解决村民诉求，群团村两委将村道亮化工程作为乡村振兴
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联系到乐山市商业银行筹措资金20万元，新购
置太阳能路灯114盏，目前路灯已全部投入使用，惠及全村6个村民小
组1500余人。

村道亮化工程彻底解决了村民夜间出行难的问题，得到了村民的
认可和赞扬。“出行比以前方便多了，晚上出来散步、开车回家都比较安
全，这是真正为民办实事！”村民郑林雨有感而发。

本报讯（记者 龚启文）在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井研县公安局依
托“一村一辅警”平安工程，创新推出“研为百姓——办事不出村”便民服务工
作，把整理出的13项户政、交管业务下放到村级代办点，百姓不用出村就能办
理相关业务。

高滩村、新兴村、三教村等50个村作为第一批试点村，当地村民率先
体验了代办带来的便利。“以前办证很麻烦，现在到代办点提交申请后就可
以回家等消息，再也不用担心办事难、空跑腿了。”近日，家住研城街道新兴
村的曾大爷到代办点申请办理业务。很快，驻村辅警汪红杰背上警务背
包，将代为办结的证件送到了曾大爷手中。

记者了解到，井研县公安局按照“全域通办、一网通办”要求，梳理出新
生婴儿出生入户、边境通行证等5项户籍业务，以及补换机动车行驶证、机
动车号牌等8项交管业务，下放到村级代办点，并精简申报材料和办理流
程，便于代办。每周一和周五，驻村辅警都会来到村级代办点。百姓只需
带齐相关证件资料前往村级代办点，填好代办业务申请单，确认签字后就
完成了代办手续。受理申请后，驻村辅警会将审核后的资料统一提交给公
安业务窗口，并把办好的相关物件送至百姓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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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10月6日晚，正值国庆黄
金周返程高峰期，一辆峨眉山至成都的旅游大巴
因机械故障滞留在成自泸高速自贡至成都方向第
三绕城高速匝道上，成自泸高速交警快速反应，处
置得当，车上乘客得到平安转运，及时消除了安全
隐患。

事发当晚，成自泸高速车流量持续增大，21时左
右，高速路政巡逻队员在自贡至成都方向进行巡逻
时，发现一辆旅游大巴停靠在第三绕城高速匝道应
急车道内，车内满载乘客，驾驶员围绕车辆走来走
去，周围车辆疾驰而过，十分危险。接警后，成自泸

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将车上乘客疏散至护栏外安全
地带，同时通知高速公路救援人员增援。

民警向驾驶员询问得知，车上司乘人员共25人，
包车从峨眉山至成都，行经此处时发生故障，已经滞
留了半个多小时。10月5日开始，成都平原出现断
崖式降温，事发时气温降至14摄氏度，护栏外穿着单
薄的乘客冻得瑟瑟发抖，人群中不时传出不安的声
音，得知救援车辆在执行另一起救援任务，短时间内
无法赶到，民警一边安抚乘客，一边向值班室汇报现
场情况。带班领导果断决定：在转运车辆不能到达
的情况下，调集周边警车和路政执法巡逻车进行转

运。
很快，附近警组的警车到达现场，将乘客分两批

次转运到文宫收费站外侧。同时，就近调集拖车将
故障客车拖移高速，警车断后，进行安全警示，半个
多小时后，故障客车及滞留乘客被安全转移出高速，
有效地防止了二次事故及道路大面积拥堵的发生。

在文宫收费站外侧，民警为乘客找来了热水、饼
干、感冒药等物品。22时30分，该旅游大巴所属旅游
公司的转运客车到达文宫收费站，民警又帮助乘客将
行李转移至转运客车上才放心离开。临行前，25名乘
客向高速交警竖起了大拇指，向他们致谢。

旅游大巴突发故障 高速公安紧急救援

开展今冬明春农民工服务保障活动
用心用情解决农民工烦心事
本报讯（记者 罗曦）8日，记者从乐山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获悉，为扎实做好农民工群体疫情常态化精准防控，用心用情用力解

决农民工的烦心事揪心事，经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将在全省开展做好今冬明春农民工服务保障五件实事活动。
据了解，这五件实事活动分别为走访慰问、就业招聘、根治欠薪、证照办理、旅途暖冬。

各级农民工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疫情防
控和农民工服务保障工
作，赴省内外对农民工及
其家庭开展全覆盖走访慰
问，努力做到疫情防控不
松懈、服务保障不停
步。

走访慰问

将充分利用东
西部劳务协作、川渝
劳务协作和省内对口
帮扶机制，在车站、乡镇
等农民工集中场所，持续
开展农民工就业线下专场
招聘活动，并按照“谁主
办、谁组织、谁负责”原
则，切实做好疫情防
控措施，确保招聘
活动安全有序。

就业招聘

各地要 把 握
关键时间节点，对
根治欠薪法律法规政
策贯彻落实情况进行
再排查再梳理，要依法查
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对重大典型欠薪案件挂牌
督办，建立健全工作台
账，要畅通举报投诉渠
道，拿出实招硬招，确
保根治欠薪工作取
得实效。

根治欠薪

各级公安、司
法、市场监管等部门
要在春节前后农民工
集中返乡时段开辟“绿
色通道”，设置专门窗口，
配备专门人员，为农民工办
理身份证、出国（境）证件、
证明材料等各类证照。要
积极采用互联网+、区块
链技术、主动上门、快
递等渠道，为农民工
线上办理各类证照
提供方便。

证照办理
各地交通运

输、铁路等部门
（单位）负责在火车
站、汽车站、码头等场
所设置农民工购票窗
口，提供集中代购票、预留
车船票服务。要统筹组织
运力调度，做好省市县交界处
和铁路、公路、水路、机场等交
通集散地接驳和服务工
作。要在交通显著位置张
贴欢迎标语，提供防疫
物资、茶水药品、交通
资讯、车辆检修、道
路救援等便捷高
效的服务。

旅途暖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