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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方方

■ 山野

夯实“三大基础”
带领群众“跟党走”

脱贫攻坚怎么干？乡村振兴
如何兴？党组织是堡垒，党员干部
是先锋！

无论是在“啃硬骨头”的脱贫
攻坚战场，还是在“谋新篇”的乡村
振兴大道上，福来村积极夯实“三
大基础”，引领群众坚定“跟党走”。

巩固组织基础——为选好乡
村发展“领头雁”，该村严格选好配
强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新选的党
支部委员有4名为大专以上学历，
平均年龄36岁，形成了村党支部
负总责、村委会抓落实、村监委全
面监督、驻村工作组（队）全程参与
并指导协调的良性互动工作机
制。建好用好村级阵地，新（改）建
占地1500平方米的村级阵地，包
括党群服务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幼儿园、卫生室、文体活动广

场。
打牢干部基础——在市委和

县委组织部、镇党委的指导下，福
来村党支部结合实际，从组织生
活、志愿服务、矛盾纠纷化解、产业
发展引领等方面对全村31名党员
进行评星定级，通过图文信息实时
公布、动态考核评分等形式进行监
督评比，进一步强化党员责任意
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村里党员
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凸显。

夯实党员发展基础——为进
一步抓好党员发展这项基础工作，
福来村党支部细化党员发展工作，
对党员发展各个环节全程监督把
关，确保程序规范到位。

夯实基础，汇集力量，激发干
劲，迸发活力，福来村人心齐、变化
多，甩掉了穷帽子、提振了精气神，
文明乡风徐徐吹。

2015年至今，全村新(改)建通
村、通组、产业和连户道路近30公
里，新建5个集中安置点。全村实
施了农村电网改造，户通电率

100%；全村通网络，安全饮水有保
障。《福来报》《村规民约》提升村民
文明意识，丰富精神生活；“五类示
范户”评比、“积分超市”、爱老护幼
系列活动，形成向贤思齐、互帮互
爱的良好氛围……

发展“三大产业”
带动群众“奔小康”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发
展什么产业？如何发展产业？是
村民最关心的问题。

福来村党支部对全村道路、水
源、地形等进行全面勘察调研，广
泛走访群众，四方学习“取经”，努
力把家底摸清、把群众发展意愿摸
清、把市场摸清，绘就出以绿水青
山为底色、以发展生态和生态农业
为主导、以生态养殖、种养循环、茶
旅融合“三大产业”为支撑的福来
乡村振兴新蓝图，奋力打造“一核、
两带、三片区、多基地”的新产业发
展空间布局。

如今，在福来村绿树成荫的高
山上，村集体经济带头建成自繁自

养标准化养猪场和生态跑山鸡场，
养猪场内猪粪尿液变身有机肥，实
现零污染、零排放，跑山鸡轮息分
区饲养，鸡粪实现自然消纳。

总计 2000 余亩的桃树、李
树、核桃、柑橘等“绿色银行”，已
经成熟的1500余亩“小荣丁标准
化示范茶园”，让福来村基本实现
人均 1亩茶园、1亩果园的梦想。
80余亩乌皮樱桃体验采摘园“新
鲜出炉”，仅 2021 年就吸引上万
人次入园，实现销售收入约30万
元。

向土地要效益的同时，福来村
在村党支部带领下，积极拓展“绿
色能量”。坚持党建引领，以“党支
部+茶旅融合”模式，积极发展“茶
园+养生”“茶园+采茶”“茶园+研
学”“茶园+销售”。通过“彝乡归
雁”回引优秀人才成立高山茶叶有
限公司，采取“公司+支部+农户”
模式，带动产业提档、农户增收；依
托福来美丽乡村产业扶贫项目，发
展乡村旅游，让村民吃上旅游饭。
村民的增收渠道多了，腰包鼓了，
发展意愿也更强了。

福来村：党建引领聚合力 脱贫奔康谋振兴

强国复兴有我

“福来福来，福从何来？
党带来、勤中来，干部群众干
出来！”在马边彝族自治县劳
动镇福来村村委会的墙上，
这句质朴的话，表达着最生
动的红色实践。

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
福来村干部群众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以党建为引
领，汇聚起脱贫奔康的合力，
在组织建设、基础设施、产业
发展等方面奠定下坚实基
础，基本形成“种养结合、立
体循环，农旅相融、产村一
体”的新发展格局。昔日贫
穷落后的省定贫困村，顺利
实现脱贫奔康，在希望的田
野上奏响乡村振兴的奋进凯
歌。

（截至7月6日）
注：奖牌榜无更新。

在连续两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后，昨
（6）日 9 时许，市气象台将气象预报升级为高温
红色预警信号。气温持续升高，天气更加干燥，
提醒广大市民在防暑降温的同时，务必紧绷“安
全弦”、严把“防火关”。

炎炎夏日是用电的高峰期，无论是冰箱、空
调还是热水器，每一样夏季必备的电器都是“烧
电侠”，容易导致电线线路超负荷运行，避免大功
率电器同时使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不乱拉
乱接电线，多台电器不使用同一个插座；定期检
查电气线路，重点检查线路的接头部位是否有老
化现象；正确使用电器，尽量避免长时间连续使
用等等，这些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

除了用电安全，还有用气安全。夏季也是燃
气事故多发季节，例如，炎热天气在厨房做饭常
常汗流浃背，部分居民会紧闭厨房门窗让空调冷
气进入厨房，或者在开火煮菜时，自己到其他空
间乘凉；正值暑期，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可能会
偷偷操作燃气灶或者热水器……这些做法都存
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我市森林覆盖率
达 60.98%，名列四川省前茅，这也给高温天气下
森林防灭火工作带来压力。广大市民和游客在
进山游玩时，务必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
区吸烟、不要在山上野炊，更不能炼山烧荒、让特
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等等。

夏季防灭火要时刻紧绷安全弦，作为地方政
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安全用电、用气，森林防
灭火知识宣传，落实责任、完善制度、明确职责分
工，加强消防救援和森林防灭火演练、完善应急值
班，做到防患于未然，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各项防灭火工作。

紧绷“安全弦”
严把“防火关”

本报讯（记者 王倩）记者日前从乐山市心连
心服务中心获悉，乐山市心连心服务中心2022
年第二季度“人民群众最满意区县、部门”评选
已于近日开始，群众网络投票环节已于7月5日
正式启动，持续至本月9日。

据了解，评选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乐山心连心
服务上接党心下连民心作用，助推全市政治生态
和政风行风建设，促进各级各部门更好地服务人
民群众。活动通过工作综合数据评价、群众网络
投票、社会各界（媒体代表）评议三个环节，评选
出人民群众心中最满意的单位和区县。

目前，乐山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已完成工作综
合数据评价环节，群众网络投票环节于7月5日
至7月9日进行。群众可通过扫描海报所示二
维码参与投票，或点击网址 http://55drsb.v.
vote8.cn/m参与投票。也可关注乐山心连心微
信公众号、乐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及乐山新闻网微
信公众号参与投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群众网
络投票，选出自己心中最满意的区县、部门。

乐山市心连心服务中心2022年第二季度
“人民群众最满意区县、部门”评选开始

射击可解释为发射枪械，射击运动。发
射枪械，即射手用枪支对既定的目标进行精
准发射和命中的过程。射击运动，是用枪支
对准目标打靶的竞技项目。

国际比赛有男女个人项目，也有团体项
目，使用枪支射击的人叫射手（射击运动员）
或叫神枪手。射击运动员的技术叫射击
术。最初枪支用于狩猎和军事目的。现在，
射击被当作是一种娱乐活动。射击首次列
入现代奥运会在 1896 年雅典奥运会。1897
年举行了首届世界射击锦标赛。1907 年世

界射击联盟成立。
射击项目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国

家有中国、美国、匈牙利、俄罗斯和德国。
射击运动要求（运动员）具有平衡，注意力

集中，协调，心理稳定和时间感觉等项素质。
在现代奥运史上，除了 1904 年第 3 届奥

运会和 1928 年第 8 届奥运会外，射击在其余
各届奥运会中都是正式比赛项目。1896 年
在雅典举行的第1届奥运会上，射击比赛设5
个项目。1920 年第 7 届奥运会上增加到 21
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历届奥运会中射击设
项最多的一次。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击项

目设置了15个比赛项目。
从1968年起，允许女子运动员参加奥运

会射击比赛，但当时并没有设专门的女子项
目，她们可与男子同场竞技。从1984年奥运
会起，开始设立部分女子项目，1996 年奥运
会开始将男、女射击比赛完全分开。

（据省运会官网）

射 击

为保障“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顺利开展，切实提升我市环境卫生质量，进一步促进各区、市、县、自治县“周末卫生
大扫除”活动再上新台阶，现将第二季度开展周末卫生大扫除先进名单通报表扬。

先进县城：马边彝族自治县县城主城区；
最整洁机关：市人民政府机关、市中区人民政府机关；
最整洁单位：高新区公共服务局、马边彝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沙湾区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犍为县新城小

学；
最干净街道：峨眉山市三台山街、井研县研城街道迎宾大道；
最干净背街小巷：金口河区静雅路、夹江县杨公堰巷；
最整洁居民小区：五通桥区丽水天城小区、峨边彝族东风新城小区；
最规范（无违章建筑）居民小区：沐川县熙泰名苑、马边彝族自治县观澜国际2期。
希望受到表扬的各单位珍惜荣誉，树立典型，再接再厉，争创新的成绩。全市各单位、街道、小区要以先进为榜样，

深入开展“周末卫生大扫除”工作，务实求真，力争先进,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做出新的贡献。
特此通报

乐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7月4日

广告

乐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第二季度周末卫生大扫除先进名单的

通 报
我中心于2022年7月6日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成交结果如下：

以上成交结果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违规、违纪现象，请于2022年7月18日前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833）2442219 2278385
举报地址：中共乐山市纪委监委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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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

广告

成 交 公 示
乐市土矿交示〔2022〕15号

序号

2022-
挂-43号

2022-
挂-44号

地块位置

乐山市市中区
悦来镇荔枝弯村2组
[乐中挂〔2022〕3号]

井研县宝五镇
曙光村一组、三组
[JG2022—1号]

土地面积
(㎡)

33355.35
（合50.03亩）

45915.7
（合68.87亩）

宗地用途及
出让年限

旅馆用地、餐饮用地
40年

公用设施用地
50年

起始价
(万元)

1655

2000

成交价
(万元)

2050

2000

竞得人

乐山嘉和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研泰资产
经营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本报讯（李帅 记者 鲁倩文 文/图）昨（6）
日，为期6天的“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
届运动会“金石新能源杯”群众体育项目桥
牌比赛在沐川县圆满结束。

桥牌比赛最后一天，进行了男子团体和
混合团体决赛，现场参赛运动员隔板相坐，
或屏息凝神，或泰然自若，双方斗智斗勇，上
演着一场场无声且精彩的较量。经过激烈
角逐，由刘念东、冯玉蓉、马萱、罗以德、肖
旭、郭玉玲组成的乐山市代表队荣获混合团
体冠军，成都市代表队和省级机关代表队分
别夺得亚军和季军。在男子团体决赛中，金
牌被自贡市代表队收入囊中，绵阳市代表队
获得银牌，成都市代表队获得铜牌，由蒋俊
威、何古艺、乔洪、周适博、石崇艮、魏新华组
成的乐山市代表队获得第八名。

至此，“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
动会“金石新能源杯”群众体育项目桥牌比
赛完美收官，决出了男子团体、混合团体、男
子双人、混合双人和青年公开双人5个组别
的冠亚季军。在此前的比赛中，自贡市代表
队、绵阳市代表队、成都市代表队分获男子
双人比赛金、银、铜牌；成都市代表队、绵阳
市代表队、乐山市代表队分获混合双人比赛
金、银、铜牌；南充市代表队、遂宁市代表队、
成都市代表队分获青年公开双人赛金、银、

铜牌。
此次桥牌5个小项比赛中，乐山市代表

队共获得1金1铜优异成绩。乐山市代表队
教练员王雪旭在赛后表示：“这次我们在省

运会桥牌比赛中取得了1金1铜的好成绩，
这是我们运动员通过艰辛努力取得的，感谢
运动员的付出，也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回去后
继续训练，争取下一次取得更好的成绩。”

群众体育项目桥牌比赛圆满结束
乐山市代表队获得1金1铜优异成绩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