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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杨心梅

省运会赛事项目介绍

按照《乐山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五清”行动、建制乡镇场镇建设管理
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考核评估工作方案》要求，近日，市委
目标绩效办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卫生健康委，组成4个
考核评估组，深入各县（市、区）和乐山高新区，对农村“五清”行动、场镇
建设管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推进落实情况进行了第
六轮考核评估，现公布考核评估排名结果如下：

下一步，市委目标绩效办、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卫生健
康委等有关单位，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省
委书记王晓晖来乐调研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督促指导各地深入开展农村

“五清”行动等3项重点工作，认真抓好专项帮扶、问题整改等工作，进一
步推动全市城乡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常态化长效化，更高质量实现“城乡
环境干干净净”。

中共乐山市委督促检查暨
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2022年7月14日

乐山市农村“五清”行动、建制乡镇场镇建设
管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及爱国卫生运动

2022年度第六轮考核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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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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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轮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上轮排名

1

3

上轮因疫情防控工作未参与考评

9

2

6

11

10

4

7

8

5

“出郭幽寻一笑新，径呼艇子截
烟津。”走进风景迤逦、环境优美，位
于市中区大佛街道的一笑新度假酒
店，即可感受被山林拥抱的幸福感。

“2017年来考察时，我就喜欢上
这个环境优美的地方。这里空气
好、负氧离子高，水质也非常好。”市
政协委员、酒店投资人余大川告诉
记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中提出要推动乐山打造成
渝“后花园”，“我也希望立足酒店的
生态优势，打造乐山大佛景区的‘后
花园’。”

2018年，一笑新度假酒店作为
我省首个以零排污，无建设，全生态，
可移动式酒店产品——自然屋产品
为主体的生态智能移动酒店项目正
式亮相。酒店采用不破坏环境、对自
然友好的方式进行建造，力求将最佳
住宿体验带进文化与自然遗产所在
地，为游客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态智能

度假体验。“近年来，乐山文旅实现提
档加速、转型升级发展，新的旅游观
已经形成。”余大川感叹，乐山旅游坚
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也让
他树立了“见山、望水、触自然”、开启
生态智能新度假时代、助力乐山文旅
新发展的决心。

在将“立足生态优势”作为发展
个人事业的宗旨信条的同时，余大川
也将这一理念带入作为市政协委员
履职的点点滴滴。余大川回忆：“几
年来，我先后聚焦乐山水域污水治理
情况、农村有机肥使用等，并提出一
系列提案，助推乐山做好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

在余大川看来，作为一名市政协
委员，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提高
个人素质，开阔视野、拓宽思路，才能
协商到点子上、议政到根本上、监督
到关键处。

“作为政协委员，我觉得身上既
有力量更有责任，所以始终告诫自
己，要坚持脚踏实地、沉下身子，借助

政协组织的调研、视察和界别活动平
台，掌握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余
大川表示，在担任市政协委员期间，
他通过科学选题，对事关全局的热
点、难点问题和容易被忽视的“冷点”
问题开展深入调研，提出了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的意见和建议，“每一次辛
苦写出的提案得到处理和落实时，我
都会勉励自己继续努力。”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对文旅行业产生极大冲击，余大川
也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每每有
疫情袭来，我们就会遇到旅客退
订、延订等情况，但也理解大家的
顾虑，酒店都尽最大努力保障旅客
权益。”余大川说，面对疫情就是

“不进则退”，所以一直决心要将企
业做大做强，提高企业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近两年，我们酒店坚持
苦练内功，做好了项目品质的提升
和员工培训工作，同时始终坚持不
裁员，用实际行动肩负起更多的社
会责任。”余大川表示。

在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从
2006年开始，余大川先后资助60多
名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在乡村
道路修建、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帮扶
孤寡老人、残疾人，助力犍为抗疫等
方面，他也慷慨解囊，累计捐款捐物
达350万元。“我们酒店的发展离不
开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在有余力
的时候，我们始终常怀一颗感恩的
心，回馈社会。”余大川表示，未来，他
将积极建言献策、更好回报社会，在
巩固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的进程
中贡献更多力量。

余大川：助力乐山文旅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昨
（13）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
比赛，在成都“热雪奇迹”拉开帷
幕。来自全省10个市（州）的29
名运动员在7月盛夏展开冰雪角
逐，乐山参赛选手董伊芮获得女
子乙组第五名。

此次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
赛是北京冬奥会后，冬季项目首
现国内大型综合运动会赛场。
比赛设置男子甲、乙组和女子
甲、乙组 4 枚金牌，采用高山滑
雪模式；每名运动员进行2轮滑
行，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排名。

经过两轮速度和技巧的角逐，

达州市孙语鸽、宜宾市段隐宸、成
都市付睿熹分获女子乙组冠、亚、
季军；资阳市代慧发、宜宾市熊师
芮、何廷佳获得女子甲组冠、亚、季
军；成都市马一凡、李宥成、李俊辛
包揽男子乙组冠、亚、季军；绵阳市
邹想袁、泸州市胡安、成都市刘瑾
然获得男子甲组冠、亚、季军。

省运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产生4枚金牌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 文/图）
昨（13）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
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项目乒乓球
比赛，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体
育馆开赛。来自19个市（州）参
赛队以及6支省级行业体协（含
省直机关体协）、中央驻川单位组
共219余名选手，进行为期5天的

比赛。
首日赛场上，参赛运动员以

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比赛，纷纷
使出看家本领，将发球、挡球、拨
球等技巧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大
家展示了乒乓球运动的独特魅
力。

此次比赛分为市州组与省级

行业体协（含省直机关体协）、中
央驻川单位组两个组别，分别设
有男女单打（18-25岁组、26-35
岁组、36-45岁组、46-55岁组、
56-65岁组）五个年龄组，产生20
枚金牌；男女团体比赛采用五五
对抗制（5个年龄组），产生4枚金
牌，总计24枚金牌。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乒乓球比赛挥拍开打

本报讯（记者 黄曦）7月 12日，
由沙湾区妇联、区关工委、区人民检
察院等多个部门联合开展的沙湾区

“传承家风·启航青春”暑期系列活
动，在沙湾镇王田村开班。

开班第一课由沙湾区红十字会
相关专家讲授“儿童防溺水安全”。
主讲老师结合实际案例详细讲解在
溺水情况发生时，如何逃生、自救、互
救，以及为确保游泳安全、防止溺水
事故的发生，必须记住并做到的事项
和预防溺水的措施，现场还演示急救
的措施和步骤、操作要点等。老师的

讲解生动具体，家长和孩子积极与老
师互动，整个讲座气氛十分活跃。通
过此次讲座，同学们对“防溺水”有了
更进一步的认识，安全防范意识得到
增强。

据悉，此次暑期系列活动在沙湾
各镇（街道）至少一个村（社区）中开
展，每个点位活动时限最少5天；由村
（社区）发布招生信息，家长主动报名，
每期人数为25人。内容涉及儿童防
溺水安全，爱国主义、家风家教家训、
法治教育系列讲座，沫若文化宣讲、手
工、亲子游戏、趣味体育、舞蹈等。

传承家风启航青春

沙湾区暑期系列活动开班

本报讯（记者 罗曦）“还是高科
技厉害，这么快就帮我找到了宠物
狗。”近日，峨眉山市胜利街道城东社
区河畔明珠小区住户王女士，向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该小区物
业通过小区智能监控管理平台，很快
找到了走失的小狗，并第一时间送到
王女士家中。

随着社会治理向精细化方向发
展，建设“智慧小区”是强化基层社会
治理、保障居民安居乐业的必然要
求，也是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
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重要
举措。胜利街道顺应发展新趋势，积
极探索智慧安防新模式，在辖区大力
推进“智慧小区”建设。

河畔明珠小区是一个高档商业
小区，住户众多。今年，在社区的指
导下，该小区物业公司建起“智慧小
区”，依托智能化管理系统全方位、立
体化为居民服务，切实解决了居民许
多烦恼。针对居民反映的高空落下
水果皮、旧物等高空坠物情况，小区
安装了摄像头，只要有居民从高空抛

物，就能被摄像头拍下并传输回智能
监控平台，起到了较好的震慑作用。
现在，该小区高空抛物行为明显减
少。

此外，小区还开发了智慧小程
序，业主扫码关注后，有事可以直接
登录小程序进行保修等。物业工作
人员通过后台查看相关问题并第一
时间处理，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解决
相关问题。智慧门禁和智慧停车系
统极大方便了小区业主进出；小区内
设有多个装满科普知识的智慧“盒
子”，居民用门禁卡扫一扫，就能收
听。

胜利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
“智慧小区”是创新社会治理、破解基
层治理难点和痛点的有益探索，辖区
群众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变化中
得到了更多看得见的实惠。接下来，
将以入选四川省第二批城乡社区治
理试点“三社联动”创新机制试点街
道为契机，在辖区大力推进社区治理
创新，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水平，
为基层群众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峨眉山市胜利街道

推进治理创新 打造“智慧小区”

网球运动是一种球类运动，通常在两
个单打球员或两对组合之间进行。球员
在网球场上隔着球网用网球拍击打网球。

网球运动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用四句
话来概括：孕育在法国，诞生在英国，开
始普及和形成高潮在美国，盛行全世界，
被称为世界第二大球类运动。

现代网球运动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
伯明翰，最初被称为是“草地网球”，此后
网球运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877 年首
个大满贯赛温布尔登锦标赛创立，随后
是 1881 年的美网、1891 年的法网以及
1905年的澳网，即网球四大满贯赛事。

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现代第一届奥
运会上，网球的男子单打与双打被列为
正式比赛项目。后来，由于国际奥委会
和国际网球联合会在“业余运动员”问题
上有分歧，已经进行了连续七届的奥运
会网球比赛项目被取消。直到1984年的
洛杉矶奥运会上，网球才被列为表演项
目。到 1988 年的汉城奥运会上，网球重
新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

公开赛时代开始于 1968 年，当时的
四大满贯达成协议，允许职业选手参加
比赛，和非职业选手共同竞争。自此，通
过打网球来获得收入成为了可能，第一
届成为公开赛的大满贯比赛是1968年的
法国网球公开赛 。 （据省运会官网）

网 球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昨
（13）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赛艇比赛正式开
赛。来自乐山、成都、德阳等14
个市（州）的243名运动员，在四

川省水上运动学校展开为期4天
的对决。

比赛现场，随着裁判员一声
令下，参赛运动员立即进入状
态。抓握、划动、复原……看似简

单的动作，却是一场意志、耐力的
考验，更是对选手协调性的考验，
赛场气氛十分紧张、热烈。

据悉，该项目将在7月16日
全部结束，共将产生27枚金牌。

省运会赛艇比赛开赛

比赛现场

（截至7月13日）

（紧接第1版）继续落实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两增”目标，推广“信贷+保
险”服务，灵活使用各类债务融资工
具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陈光浩要求，全市上下要统筹发
展和安全，拧紧“安全阀”，优化金融
生态。坚持底线和极限思维，增强
系统观念，提高金融风险应对前瞻
性和预见性，依法合规、稳妥有序防

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强监测预警，
加大风险动态监测和评估力度，做
到风险早识别、早发现、早处置。严
打非法金融活动，健全金融信用体
系。凝聚风险防范合力，落实风险
化解预案和处置方案，常态化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畅通金融消费者投
诉渠道，保护好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