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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赵径

责任 结出硕果

“最大的责任就是安全，监所安
全责任重于泰山。”这是夹江县看守
所的铁律。刘涛说：“全所民警都有
高度的责任心和危机感，不论是收
押、提审、管教还是巡视监控岗位上
的民警，只要一上岗，就会高度警惕、
百倍谨慎，做到‘在岗一分钟，安全六
十秒’。”监所安全连续28年无事故，
是靠全所民警这样一分一秒的责任
坚守守住的。

责任的精髓还在敢于担当，自
2020年 6月14日，该所作为全市隔
离过渡监所承担全市集中收押任务
以来，高强度的工作使各岗位都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全所人员并
没有退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直面问题和困难，筑牢了疫情
防控的坚强堡垒，取得了“入监无输
入、在押无事故”的成绩，展现出夹
江监管忠诚、过硬、担当的战“疫”精
神。

为全力确保法院庭审工作，该所
承担了“5·21”涉黑套路贷案、“闵云
强等人”涉黑犯罪团伙案、“驳骨堂”

非法行医案、“4·06”诈骗案等全市
大要案的羁押任务，在严格的疫情防
控措施下，既确保了监所“零感染”，
又保障了出所庭审的顺利进行。

精细 管出安全

管理是精细还是粗放，根本在于
管理者是否舍得下功夫，管理越精
细，就意味着管理者越要下苦功。多
年来，夹江县看守所就是靠精细化管
理，管出监所和队伍双安全。

精细化管理体现在监所安全工
作方面，该所创新安全教育常态化、
安全清查制度化、安全预防前置化、
安全勤务联动化、安全绩效分数化

“五化”安全管理法，有效破除粗放管
理，实现安全警务科学化，促进监管
更精细、更规范。

精细化管理体现在队伍建设方
面，该所创新“一包四化”管理法。即
领导结对包监，促进干部作风转变；强
化思想工作，坚持警示教育常态化；定
人定岗定责，坚持岗位责任明晰化；强
化规范养成，坚持民警行为规范化；以
情拴心留人，坚持关爱民警从优化。

奉献 涌现先进

近年来，夹江县看守所收获荣誉

无数，涌现出“全国优秀监管民警”
“全省优秀监所所长”“全省深挖犯罪
工作先进个人”“全省优秀监管民警”
等一批先进模范，这些荣誉的背后是
他们无私奉献结出的硕果。

每个所领导都是民警的领头羊，
都坚持做到学习理论、真抓实干、廉
洁自律、遵章守纪、关爱民警带头，用
自身模范行为带动民警，从而形成强
大的向心力，使得全所上下拧成一股
绳。

每天早上交班后，各所领导都沉
在监区，与管教民警一同管理、检查
各监房，一同找在押人员谈话教育或
处理监内事务。内勤民警胡兰，丈夫
是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这对

“双警”夫妻从疫情开始，便匆匆将年
幼的女儿交给父母照顾，毅然决然地
返回工作岗位。 辅警何俊杰，在接
到战时勤务模式时妻子即将临盆，在
妻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没能尽到做
丈夫的责任，封闭42天出所后，孩子
已经出生……

夹江县看守所就是凭着无私奉
献精神，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
不平凡的业绩，获得一个个属于他们
的集体和个人荣誉，向着全国看守所
等级建设的最高峰不断攀登。

平凡岗位创造不平凡业绩
——夹江县看守所获评“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

强国复兴有我

夹江县看守所是全国
一级看守所，先后荣立集体
二等功两次，书写了连续28
年无监所安全事故、连续30
年无民警违法违纪、连续 6
年荣获“全国一级看守所”
称号。近日，在全国公安系
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
大会上，夹江县看守所获评

“ 全 国 优 秀 公 安 基 层 单
位”。获得如此殊荣，有何

“秘诀”？夹江县看守所副
所长刘涛说：“我们的秘诀
在于‘责任、精细、奉献’六
个字中。”

（截至7月10日）
注：7月10日无青少年组竞赛项目，奖

牌榜无更新。

本报讯（记者 张清）生态环境部
于今年4月启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二期）工
作，我市成为第二批全国53个驻点跟
踪研究城市之一。7月8日，我市启动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二期驻点跟踪
研究工作。副市长张德平出席启动
会。

据了解，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驻点跟踪研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长江“共抓大保护”批示指
示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强化科技
支撑服务，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的一项具体行动。

我市2019年成为第一批全国58
个驻点跟踪研究城市之一，开展了为
期2年的一期驻点跟踪研究工作。乐
山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在一期工作中
先后开展50余轮次现场调研，产出4

批共35项专题成果，建成乐山市水环
境管理平台，有力推动了我市“三磷”
行业整治和茫溪河流域治理修复，服
务了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市二期驻点跟踪研究工作为期
2年，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
心牵头实施。乐山驻点跟踪研究工作
组将围绕长江保护法实施的新要求和
强化长江水生态保护的新任务，以水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以专家团
队驻点跟踪研究为抓手，在一期工作
的基础上，开展水生态调查评估和修
复、重点流域水环境问题治理与技术
应用、生态环境清单更新完善及重点
水域水质改善等专题研究和一期驻点
跟踪研究效果评估，进一步推动解决
我市水生态环境问题，为深入打好长
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推动我市水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提供科技支撑。

我市启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二期驻点跟踪研究工作

本报讯（刘俊宏 记者 曾梦园 文/图）7月 9日，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
健身气功比赛，在峨眉山市中信国安体育馆开赛。
来自省内各市（州）、县（市、区）、企事业单位的37支
代表队250余名参赛选手，在7月9日-11日展开为
期3天的角逐。

此项赛事共分为市（州）组、县（市、区）组和企事
业单位组的集体赛和个人赛，设“易筋经”“五禽戏”

“十二段锦”“六字诀”“八段锦”“太极养生杖”“大
舞”“马王堆导引术”“导引养生功十二法”9个项目
32场比赛，共产生32枚金牌。

比赛中，选手们精神饱满，伴随着悠扬的音乐，

动作柔和有力、身形刚柔相济，动静结合的态势和
婉转连绵的表演，将健身气功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
致。

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截至10日，乐山市已取得
2金3铜的成绩。在县（市、区）组健身气功·易筋经集
体赛中，乐山市峨眉山市代表队获第一名；在县（市、
区）组八段锦集体赛中，乐山市夹江县代表队获得第
三名；在市（州）组健身气功·易筋经个人赛中，乐山
市代表队迮军获第一名；在市（州）组健身气功·太极
养生杖集体赛中，乐山市代表队获第三名；在县（市、
区）组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集体赛中，乐山市峨眉
山市代表队获第三名。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健身气功比赛举行

乐山代表队捷报频传

本报讯（李帅 记者 鲁倩文）昨
（10）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
四届运动会“金石新能源杯”群众体
育项目国际象棋比赛，在沐川县开
赛。来自全省10个市（州）的65 名
选手汇聚一堂，展开为期3天的脑
力激战。

当日9时许，裁判长宣布首轮
比赛开赛。比赛中，裁判员在赛场
内流动执裁，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
参赛选手两两对坐、自信满满，行
棋、思考、落子，沉着冷静、步步为
营，共同在“方寸”之间展示自己的
棋风、棋艺，一幅幅智力交锋图徐徐

展开。
乐山市代表队运动员李红在赛

后表示:”首轮比赛对手是个教练，
棋艺非常好，我提醒自己沉下心，走
好每一步棋，最后赢得了胜利，希
望在下一轮比赛中发挥得更好。”

此次国际象棋比赛执行中国
国际象棋协会审定的《2020 版国
际象棋裁判手册》，进行男子个人
组、女子个人组、男子团体组、女子
团体组、混合团体组 5 个项目比
拼；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通
过循环赛和交叉赛，最后将产生5
枚金牌。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
国际象棋比赛开赛

国际象棋又称西洋棋，是一种
二人对弈的棋类游戏。

棋盘为正方形，由 64 个黑白
（深色与浅色）相间的格子组成；棋
子分黑白（深色与浅色）两方共 32
枚，每方各 16 枚。虽然汉语称之为
西洋棋或国际象棋，但是实际上它
起源于亚洲，后由阿拉伯人传入欧
洲，成为国际通行棋种，也是一项智
力竞技运动，曾一度被列为奥林匹
克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

19世纪中期，国际象棋开始成为
正式的比赛项目。1924年曾被列奥
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同年成立了

“ 世 界 国 际 象 棋 联 合 会（国 际 棋

联）”。国际棋联主办或委托成员国
协会举办的重大世界性比赛有：国际
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世界国际象棋
团体锦标赛、男女个人世界冠军赛、
大学生世界团体赛、少年世界冠军
赛，以及各大洲的国际象棋团体赛。
至于各种杯赛、邀请赛、大师赛、特级
大师赛、等级分赛等更是不可胜数。

中国在 1956 年将国际象棋列
入正式体育比赛项目。

（据省运会官网）

国际象棋

乐山市峨眉山市代表队在健身气功·易筋经集体赛中获得第一名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天气炎
热，大家一定要多喝水、防疲劳，虽然
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安全必须要保
证。”近日，位于市中区的光大环保能
源（乐山）有限公司内一大早便忙碌起
来，趁着该公司一二期项目衔接之际，
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检验人员组织
技术人员，对该公司的垃圾焚烧炉及
其附属管道和压力容器进行首次检
验。

光大环保能源（乐山）有限公司由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与乐山市国资
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主要运营乐山市
城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对我市
垃圾分类处置、资源回收利用、环境保
护等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保证进度，检
验员被分成三组，分别安排在不同的
设备楼层开展检验，最高处超过 20

米。由于高温天气加上室内闷热的环
境，检验员在开工不久便大汗淋漓。

“我们这次主要检验设备包括两
台垃圾焚烧炉及其200米左右的附属
管道，还有一些压力容器，这些设备都
是属于使用后首次检验。”市特种设备
监督检验所检验员汪四新告诉记者，
垃圾焚烧炉是光大环保能源（乐山）有
限公司的重要运行设备，负责焚烧垃
圾并将产生的能量传送到发电设备，
进而产生电能，一旦出现问题将严重
影响正常运行，“由于炉膛内长时间高
温、高腐蚀，更容易对设备造成损伤，
定期检验非常必要。”为此，在接到光
大环保能源（乐山）有限公司的检验需
求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立即安
排专业技术人员制定检验方案，并在
尽可能少影响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开展
检验。

检验特种设备 护航环保安全

本报讯（喻健 记者 谭晓勇）“报
告！螺栓防脱销已插入到位，最后一
相导线覆冰在线监测装置传感器加装
完成。”近日，随着螺栓防脱销的落位，
国网乐山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在金
口河区蓑衣岭，对220千伏汉音一二
线安装覆冰在线监测装置顺利完成，
这也是国网乐山供电公司首次带电安
装覆冰在线监测装置。

记者了解到，220千伏汉音一二
线起于雅安汉源，止于峨眉清音变电
站，此次作业所在的金口河区蓑衣岭

即为该线路冬季覆冰最为严重的区
段。提前加装覆冰在线监测装置能够
防患于未然，在冬季实时监控输电线
路导线覆冰情况，有利于及时开展融
冰工作并防止倒塔断线等隐患发生。

接下来，国网乐山供电公司还将
通过带电作业方式，开展220千伏输电
线路重要交叉跨越零值绝缘子检测、
行波测距装置检查与更换、引流板发
热处理，以及10千伏配网缺陷消除、通
道处理、线路检修等工作，为迎峰度夏
乐山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做好保障。

国网乐山供电公司：

首次带电安装覆冰在线监测装置

（上接第1版）

建强组织 强村富民

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堡垒。
“我们深知，党建引领是产业成功

的保障。”驻村工作队队长祝伟告诉记
者，“特别是像光荣村这样前期发展受
过挫折的地方，党建引领更显重要。”

“村党支部书记因产业发展受阻，
宁受处分不再干；村民看不到‘钱途’，
信心全无不愿干。”刚到村，驻村工作
队遇到的是这样的状况。

如何解决村干部、党员的思想认
识问题？

驻村工作队先后召开3次党员大
会，深入剖析问题根源，严格执行“三
会一课”“会前学法”“四议两公开”等
制度，干部党员的思想认识得以统一。

如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

驻村工作队鼓励村党支部书记李
易坤带头，副书记和党员同志积极参
与跟种蔬菜20余亩，示范带动。

怎么让群众重拾信心，吃上“定心
丸”？

驻村工作队创新开展党员“一对
一”结对模式，即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中党员同志一对一结对农户，在不
收取任何利润的前提下，为种植户承
担一定风险。同时通过“以工代学”等
方式，督促村民科学种植。

脱贫户徐春林刚开始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报名种植1亩地。通过在基
地“以工代学”了解蔬菜科学种植知识
后，他在周边流转4亩土地参与种植
秋季莲花白，仅2个多月时间，便实现
产值 3万余元，除去成本还有 2.3 万

元。和他一起参与种植的第一批7户
农户，均实现亩产纯利润 4500 元以
上。

“只有激发内生动力，群众主动跟
进，大家一盘棋，才能越做越强、越走
越远。”2022年初，驻村工作队召开村
民代表大会，村民一致同意再流转
130亩（含套种30亩）进行蔬菜种植，
进一步壮大村集体产业。“预计2022
年集体经济产值有望突破 100 万元
（含部分茶叶、佛手柑产业）。”祝伟说。

与此同时，驻村工作队争取镇党
委政府支持，给予种植户每亩500元
补助，并通过院坝会、入户走访等方式
逐户进行宣传动员，本季已有25户农
户51亩土地参与第二批种植，并有70
余户已报名秋季种植。鼓励有土地、
有劳动力的农户积极参与跟种，先确
定保底回收价，再按照市场行情就高
不就低收购，最大限度降低种植户风
险。

“更为重要的是，高山蔬菜产业已
迅速辐射周边镇村种植500余亩，预
计下半年种植面积将达到 1500 亩。
荣丁镇规划3年内稳步扩大种植面积
到3000亩，从而初步形成以光荣村为
示范，荣丁镇为抓手的马边‘菜篮子’
基地。”荣丁镇党委书记王进说。

产业发展带动，不但村集体经济
得以发展壮大，还带动村民在家门口
就近务工。自2021年6月以来的，村
民务工收入达40余万元。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党建引
领，选准方向，走对路子，产业才能发
展，强村富民才有保障。”应该说，光荣
村走出了一条“通过高山蔬菜种植壮
大集体经济”的路子，值得我们在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中借鉴。

扭亏为赢 向荣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