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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小惠 张清）金秋送
爽，硕果飘香。昨（23）日上午，乐山市
第八届运动会暨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
在犍为县体育中心隆重开幕。市委书
记马波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体
育局一级巡视员蒋显伦，省残疾人联合
会党组书记、理事长杨志远，市委副书
记、代理市长陈光浩分别致辞。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赖淑芳、市委副书记蒋刚出
席。

上午1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伴着
《祝福祖国》的激昂旋律，国旗护卫队队
员拥簇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市运会会旗
和市残运会会旗入场。随后，裁判员、
运动员在彩旗指引下，精神抖擞地步入
会场，全场响起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

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伴随着
铿锵的旋律，市运会会旗和市残运会会
旗徐徐升起。

蒋显伦在致辞中说，近年来，乐山市
坚持“体育+”融合发展思路，推动群众
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
协调健康发展，开创了体育强市建设新
局面。希望乐山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部署要求，
以举办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运动，做强竞技体育，做大体育
产业，为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作出乐
山贡献。

杨志远表示，乐山市第八届运动会
暨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充分体现
了乐山市委、市政府以人为本、残健融
合的发展理念。希望乐山精心组织、热

情服务，希望各有关方面积极配合、大
力支持，共同把本届运动会办成乐观向
上、自强不息、励志奋进的体育盛会、人
文盛会。

受市委书记马波委托，陈光浩代表
市委、市政府致辞。他说，近年来，我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把发展体
育事业摆在重要位置，协调推进群众体
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发展，成效明
显、成绩喜人。全市上下将以举办本届
运动会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体育精神，
深耕细作“体育+”文章，精心筹备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省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五
届特奥会，为增强人民体质、建设体育

强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随后，3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

宣誓。
10时 55分，马波宣布：“乐山市第

八届运动会暨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开
幕！”顿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经久
不息。

文体展演在激越的锣鼓声中拉开序
幕。演出由序篇“锣鼓喧天闹金犍”和

“儒学诗画沐犍为”“五环精神耀乐山”
“茉莉芬芳迎宾朋”三个篇章组成。来
自全市的文体爱好者们通过舞草龙、秧
歌、吟诵、武术、健美操、手语舞蹈等文
体活动表演，将民俗文化和体育文化相
融合，生动展现了嘉州儿女朝气蓬勃的
精神状态和嘉州大地体育事业蓬勃发

展的新气象，表达了乐山人民奋力开启
乐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的信心决心。

市领导郭正强、郭捷、夏玲，各县
（市、区）、乐山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各参赛代表团参加开幕式。

乐山市第八届运动会已于 4月开
赛，有来自11个县（市、区）、乐山高新
区、市级机关系统和企业高校共66个代
表团（队）的6295名运动员，参加田径、
游泳、举重、篮球、乒乓球等25个项目。
市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已于7月开赛，
有12个代表团的384名运动员，参加羽
毛球、聋人篮球、坐式排球等7个项目。
运动会所有比赛项目将于9月30日结
束。

乐山市第八届运动会暨
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马波宣布开幕蒋显伦杨志远陈光浩致辞赖淑芳蒋刚出席

2021年9月23日，中央第五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移交第
二十八批群众来信来电信访件 2
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2件。

第二十八批移交的信访件，涉
及2个县（区）。反映污染问题2个，
其中：水污染问题1个、噪声污染问
题1个。

经统计，目前移交我市的信
访件为 113 件，涉及各类生态环
境问题 113 个。其中：大气污染
问题 29 个、水污染问题 22 个、
噪声污染问题22个、生态污染问
题18个、土壤污染问题9个、辐
射污染问题 1个、其他污染问题
12个。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移交第二十八批信访件2件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昨（23）日
10点 30分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田
径4×400米决赛项目中，由杨磊、刘
英兰、牟春俊、杨会珍组成的四川队以
3分17秒41的成绩获得金牌，并创造
新的全国纪录。

比赛中，四川队第一棒刘英兰领先，

二棒牟春俊进入并道后一马当先，三棒
杨会珍是本次全运会女子400米冠军，
四棒杨磊是本次全运会男子400米冠
军。杨会珍和杨磊一路猛冲在前，四川队
最终以3分17秒41顺利夺冠，创造新的
全国纪录。原纪录是四川队今年六月份
冠军赛上跑出的3分18秒27。

打破全国纪录
夹江小伙杨磊再夺金牌

本报讯（记者宋宇凡）金秋时
节，五谷丰登，金口河区永和镇一
派丰收景象。日前，永和镇在“峡谷
第一村”胜利村举办庆祝中国农民
丰收节暨送文化下乡活动，村民们
载歌载舞庆祝丰收成果，与游客一
起庆丰收感党恩，展现乡村新面
貌。

活动以“凝心聚力谋发展·乡
村振兴谱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置
特色农产品展销区域。峡谷野蜂
蜜、高山老鹰茶、道林子贡椒和核
桃、花生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
深受游客青睐。活动中，歌曲、脱
口秀、中国舞等节目精彩纷呈，充
分展现了永和镇在乡村振兴中取

得的喜人成果。
据悉，近年来，永和镇坚持走

农旅融合发展道路，将深厚的农
耕文化、美丽的田园环境和休闲
的乡村体验有机结合，推动传统
农业向观光农业、休闲农业转型，
实现“产业＋旅游”双丰收。今
年，全镇种植花椒、葡萄、水蜜桃、
老鹰茶和道地中药材等特色农作
物5000余亩，累计开发高山老鹰
茶、道林子贡椒等“三品一标”特
色农产品品牌5个，发展壮大专
合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67个，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9万余元，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永和镇：庆丰收感党恩

本报讯（记者 宋戈）五通桥区冠英
镇将9月定为人居环境整治月，以“路整
平、地扫净、服务好、治污染、面貌新”为
目标，多措并举开展“五清”行动。

强化政治压责任。召开专题党委
会，镇村干部分别对各集镇、村存在的
环境、水域整治和生产领域等环保问题
进行专题汇报，形成“人居环境整治月”
专题方案，以“清单制+责任制”强力推
进落实。

突出自治破难点。通过微信群、农民
夜校等载体，广泛开展工作宣传和安排
部署，在进港大道和场镇入口等显眼位
置制作2个大型宣传展板，集镇20余个
LED屏开展滚动宣传，营造全民参与的
浓厚氛围；组织党员、群众对房前屋后、

庭院内外、道路两侧、溪河两岸进行全面
清理，组织召开重点点位现场会7次，进
一步理清铭惠公司、相邻村组各自职责，
切实消除“真空”地段；组织“红袖标”50
余人，全天候开展水、陆、空区域巡逻，发
现问题立即消化；修缮垃圾池30余个，
新购垃圾桶20个，切实做好基础保障。

加大惩治重长效。公布举报电话，
新增监控设备2个，引导党员群众争当

“监督员”和“千里眼”，加大对乱丢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和污水直排等行为的反
面典型曝光力度，发现立即严厉处置。
镇纪委成立专班开展督查，对河长制落
实、建筑工地、集镇卫生等全覆盖检查，
督促落实环保要求，对发现问题严格逗
硬处置。

压责任破难点重长效

冠英镇扎实整治人居环境

开幕式现场开幕式现场 记者记者 龚启文龚启文 摄摄

载歌载舞庆丰收 永和镇政府供图

本报讯（记者 付小惠）昨（23）日下午，七
届市委召开第204次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
精神，学习全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
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马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
化为推动乐山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力量。要深
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认真研究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下乐山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
具体路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要持之以恒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
教育、医疗、就业、文化、住房和“一老一小”等
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要深入开展“践行十爱·德耀嘉州”活动，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乐山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本地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

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
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强调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全面、系
统、整体地落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
面、全过程，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
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要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风廉政
建设和制度建设，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
委决策部署在乐山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各级
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十严禁”换届纪律和省
委“四必须”换届要求，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

会议听取了全市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对今
年以来取得重要进展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
公安工作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
对领导，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
从严治警，巩固拓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和公安队伍革命化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在乐山生动践行“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
求。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推
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扎实做好安全稳定、服

务保障工作，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大局稳定。全市各级党
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公安工作，关爱公安队伍、建强公安
队伍。

会议传达学习全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
篇”文章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六个导向”，聚焦“四项任务”，优化乡村国土空间规划，推
动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走深走实。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可持续发展，合理划分镇（乡）级片区和村级片区，推动城乡融合一
体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重视基层、关爱基
层、建强基层、服务群众导向，持续提高乡村善治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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