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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曾梦园

近日，乐山市统一战线第三届合作
投资对接大会在乐山高新区举行。期
间，与会武术、文化界专家齐聚一堂，举
行了峨眉武术产业发展研讨会，大家围
绕峨眉武术产业与乐山文旅的融合发
展、峨眉武术主题文旅项目如何布局与
落地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研讨。

《中华武魂》栏目负责人 吴舜：峨
眉武术的传播推广，可以与峨眉山佛、
道、儒文化相融合，深入推进武术进校
园、进社区、进企业。借助世界传统武术
锦标赛承办契机，打造武术国风主题旅

游文化节，加强武术文化产业的交流与
合作探索。

成都体育学院武术学院院长 赵斌：
峨眉武术产业发展要做好四个“品牌”打
造，进一步塑造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为平台的“峨眉武术”品牌；进一步打
造自然景观与峨眉武术文化景观相得益
彰的“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拓展致力
于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峨眉武术“休闲、
健身、养生”品牌；进一步做强服务于区
域经济的“峨眉武术产业”品牌。

嘉州文旅领军人才、武术推广人 于

铁成：建议政府部门与中国孔子学院总部
（国家汉办）加强合作，在全球孔子学院和
孔子课堂挂牌峨眉武术培训基地，让峨眉
武术走向世界。每年可举办全球孔院峨眉
武术寻宗之旅活动，让全世界孔院学子来
乐研学旅游。同时还应促成乐山市峨眉武
术协会与世界咏春拳协会缔结友好协会，
双方在武术文化交流、联合举办赛事、共同
推进传统武术全球化等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使之成为乐山主题旅游的一大亮点。

中影阿满影视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三刚：组织相关人员创作峨

眉武术题材的影视剧本，出品院线电
影、网络电影、电视剧，将峨眉武术文化
推向世界，用纪录片和大电影助推峨眉
武术名扬四海。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副教
授 徐明：要发展好峨眉武术，建立乐
山市峨眉武术发展专项基金势在必
行。建议可由政府部门主导牵头，发
动热心公益事业和文化建设的大型企
业积极参与。以基金支持为依托，扶
持武术文化研究、培训、非遗保护、赛
事、文化交流等活动，对为峨眉武术传
播推广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单位进
行表彰奖励。

（于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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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把脉”峨眉武术 出谋划策话产业发展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经犍为县人民政府、峨眉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受犍为县自然资源局、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将在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西段607号三楼（嘉兴路与龙游路交汇处）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开出让下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及规划建设要求：

二、本次出让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自由竞价，价高者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独立竞买也可联合竞买，但拍卖、挂牌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须通过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实行网上报名。其中，2022-拍-16号地块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22年7月26日17:00前完成网上报名和缴纳竞买保证金；2022-挂-48号地

块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22年8月8日17:00前完成网上报名和缴纳竞买保证金。已完成网上报名的竞买申请人须在报名截止期限内凭竞买保证金交款凭据（以到账为准）及拍卖、挂牌文件规定的相关资料到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乐山市市中
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报名不接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口头竞买申请。

五、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挂牌文件，拍卖、挂牌文件可在四川乐山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szrzyj.leshan.gov.cn/sgtzyj/lstdkq/kq_index.shtml）下载。相关信息查询可登录以下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
com）、四川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202.61.89.138:800/）、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sc.gov.cn/）、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乐山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szrzyj.leshan.gov.cn/）。

六、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
联 系 人：0833-4222987刘先生（犍为县）、0833-5553344黄先生（峨眉山市）、0833-2442919彭先生（交易咨询）

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202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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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乐市土矿交公〔2022〕21号

序号

2022
-拍-
16号

2022
-挂-
48号

宗地位置

犍为县玉津镇新貌村
[YJZ21-3号]

峨眉山市胜利街道
红星村1组、7组、8组

[2021-81号]

宗地面积
(㎡)

69734
（合104.6亩）

20060.0
（合30.09亩）

宗地用途及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70年
零售商业用地40年

商服用地（批发市场用
地、旅馆用地、商务金融
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40年

起叫
（始）价
(万元)

23100

3158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7000

950

增价
幅度

200万元
及以上

20万元
及以上

规划指标要求

建设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居住和商
业，其中商业建筑面积不大
于总计容建筑面积的20%）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容积率

大于1.0且
不大于2.5

1.5及以下

建筑
密度

不大于
35%

40%
及以下

绿地率

不小于
35%

20%
及以上

建筑控制高度

不大于60米，临街建筑底
层室内标高不宜大于就近
道路中心线标高0.45米

24米及以下

出让
方式

拍卖

挂牌

报名起止
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
2022年7月26日

17:00止
（节假日除外）

2022年7月27日
09:00起至

2022年8月8日
17:00止

（节假日除外）

交易时间

2022年7月27日
10:00

2022年7月27日
09:00起至

2022年8月10日
10:00止

（节假日除外）

张中，男，生于1942年8月16日。住址：四川省犍为县石溪镇大坪
村1组13 号，公民身份号码：422723194208164030。2018年 6月 29
日走失，身高1米17左右，人偏瘦，患老年痴呆，走失时身穿灰色衣服，
蓝色长裤。如本人见到启事速回家或与家人联系，家人非常着急。如
有 知 情 下 落 者 请 与 张 良 波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13890615426、
18090349068。

犍为县石溪镇大坪村村委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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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启事

厚植未检情怀
以真情浇灌青春之花

蔡茜于2008年大学毕业后进
入检察系统工作，2018年初开始从
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积极投身于
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回访帮
教未成年人百余名；开展新“两法”
宣讲 10 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组建法治副校长宣讲
团，带领团队开展法律进校园活动
20余次；疫情期间，制作“云课堂”
小视频10个；深入各县（市、区）中
小学巡讲，被评为全市“法治进学
校”优秀巡讲员；开展多场主题“检
察开放日”活动。

蔡茜表示，未检工作于她来说
是一份值得坚守的事业，是情怀，也

是担当。带着对未检事业深厚的感
情，蔡茜竭尽所能挽救每一个失足
少年，办理未检案件百余件，均妥善
处结。

保持检察本色
以温情呵护受伤的孩子

“我也有孩子，对于女童，自然更
多一份关注。”采访中，蔡茜向记者讲
述了2019年的一起性侵案。被害女
童因家庭原因患有抑郁症而辍学，接
触中，蔡茜从女孩的眼中看到了恐惧
与无助，一旦触及案情，女孩立即从
平静中爆发，不让任何人靠近。女孩
的父母告知蔡茜，孩子已多次出现轻
生的行为，必须有人在旁看护。蔡茜
了解情况后，感到非常痛心，她意识
到，当务之急，要对受害幼女建立全
方位立体保护网络。

当时恰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

号检察建议”下发，蔡茜立即向教
育部门送达，会同七部门会签了关
于学校工作人员的从业限制制度，
联合教育部门对全区所有学校、培
训机构开展专项清查行动，对每一
个在校职工的个人信息进行核实，
若有犯罪前科将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并与“乐山市青少年心理健康
中心”达成合作，邀专业心理老师
介入，对有心理缺陷的学生进行专
业的开导；与公安机关建立“一站
式”工作机制并制定了证据指引，

“一站式取证中心”也在市中区人
民医院挂牌成立，希望可以通过这
些减少与被害女童类似案件的发
生。

奏响至善青春
以奉献守护每一个孩子

“如果我们再多一点点努力，就

可能挽救一个少年，成就他的美好
人生。”2019 年，蔡茜牵头成立了

“海棠花开”未检工作室，让青少年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更上一层楼。

蔡茜在回访一起校园欺凌案
的未成年人时发现，该孩子的案子
虽然被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但是
其被原学校开除后再也没有能重
返校园，辍学后的他一直跟着妈妈
在建筑工地打工，被学校拒之门外
后，孩子情绪一直低落，心灰意
冷。蔡茜知道后，便开启了学校、
教育局两头跑的历程，一趟又一趟
只希望为孩子找一条出路。终于，
在检察机关与市、区两级教育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孩子重新回到了学
校。

面对“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
进工作者”这个殊荣，蔡茜表示，这
不仅是她个人的荣誉，更是整个团
队齐心协力的结果。

蔡茜：未检温情向阳花开

强国复兴有我

近日，中国关工委、中央
政法委、司法部、共青团中央、
中国法学会联合印发决定，表
彰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市中区人
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二级检
察官、市中区新桥小学法治副
校长蔡茜被授予“全国青少年
普法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

作为守护公平正义的检
察官，传播法律知识的法治副
校长，蔡茜对“三尺讲台”有特
殊的感情，这源于她内心的未
检情怀，她热爱在这方讲台传
授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理念。

“向阳花开，温暖常在，我愿继
续担负起这份责任，用爱和法
治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蔡
茜说。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果子，这是
大果、这是小果。3天左右可以发
货，保证大家收到的都是刚从树上
摘的新鲜果。”……眼下正是李子上
市的时节，在犍为县富良广袤种植
专业合作社水果分拣包装集散中
心，每天都有10多个网络主播在车
间和田间直播销售李子。

“去年李子产量不多，只有2个
主播。今年李子产量上来了，我们
的主播达到了14个。”合作社技术人
员刘定全高兴地介绍，今年6月，合
作社上线了水果光电感应分选机，
李子分拣的效率提高了不少，20个
人可以分选2.5万余公斤李子，效率
是去年的3倍。

分拣机保证了水果的品质和
发货速度，合作社就能放手去干。

刘定全介绍，随着主播的增加，李
子销量也在去年基础上有了质的
飞跃，分选设备上线3天就卖掉了
10万公斤李子。如今，合作社基地
里的李子和生姜已经不够卖了，沐
川、马边等地的水果种植大户也纷
纷来与合作社合作，共同打开农产
品销路。

“目前我们的柑橘选果机正在
安装，预计 10 月投入使用。”刘定
全说，“预计今年水果的销售量将
达到 2000 万斤，销售额达 8 千万
元。”

刘定全是我市新农人的典型
代表之一。近年来，我市各地兴起
了新农人计划，吸引了很多新农人
投身农业，或承包土地、或承销农
产品、或养殖，在传统农业中不断
探索、创新，为传统农业注入新鲜
血液、让传统农业焕发活力生机。

新农人新农人：：
线上促销量线上促销量 线下保质量线下保质量

■ 李梦涵 记者 赵径 文/图

（截至7月4日）
注：7月4日无青少年组竞赛项目，奖牌榜

无更新。

体操是所有体操项目的总称，包括竞技体
操、艺术体操 、蹦床等奥运项目，以及竞技健美
操、技巧运动等非奥运会项目。

竞技体操是体操的一个分支，是一项在规定
的器械上，完成复杂、协调的动作，并根据动作
的分值或动作的难度、编排与完成情况等给予评
分的运动。

“体操”是对所有体操项目的总称。体操可
分为竞技体操、艺术体操和基本体操三大类。

运动中既有动力性动作，又有静力性动作。
基本体操是指动作和技术都比较简单的一类体
操，其主要目的、任务是强身健体和培养良好的
身体姿态，它所面对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
众，最常见的有广播体操和为防治各种职业病的
健身体操。而竞技性体操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
是指在赛场上以争取胜利、获得优异成绩、争夺
奖牌为主要目的的一类体操。这类体操动作难
度大、技术复杂，有一定的惊险性。

中国古代体操有两类：一类是强健筋骨预防
疾病的体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古代药学名
著《内经》中的“导引养身术”。出土的导引图，
距今已有2100多年之久，不仅年代早，而且内容
非常丰富：有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器械运动
等。另一类存在于古代乐舞、杂技、戏剧和流传
于民间的技巧运动中。 （据省运会官网）

体 操

省运会赛事项目介绍主播现场直播销售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