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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复兴有我

“今天等会换药的时候再看一
下，等他伤口好的差不多再复查
CT。”近日，记者在乐山市人民医
院感染性疾病科病房看到，科室
党支部副书记、主治医师李佳萌
正细心为患者检查，交代注意事
项。

作为一名感染科医生，李佳萌
对待患者认真细致；作为科室党
支部副书记，她以身作则、躬行垂
范，迎难而上不惧挑战，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020年 1月 21日中午，李佳

萌接到通知：紧急赶往发热门诊。
当时，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疫
情不明，没有丝毫犹豫，李佳萌立
即接诊从武汉回来的一名发热患
者。亲历完成问诊和咽拭子采集：
高度疑似。市人民医院紧急启动
城南隔离病区，乐山打响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战。作为感染专业医
师，李佳萌主动请缨成为首批进
驻城南治疗区的疫线医者。

“我们感染专业人责无旁贷，
共产党员更要冲锋在前！”进入隔
离病区后，李佳萌充分发挥自身
专业优势,严格按照传染病区要
求，从病房三区两线的划分，到各

个分区的布置，梳理病区行走路
线，制定穿脱隔离衣流程等，竭尽
全力、不眠不休，在最短时间内力
争将整个病房的设置做到更合
理，将整个流程制作更完善，确保
治疗区医疗工作迅速步入正轨。

作为隔离病房医疗组长的李
佳萌，每日早中晚向专家组汇报病
房中每位患者病情，随时监控重症
患者的病情变化，每天睡眠时长不
足4小时，因连续奋战，她累得瘫
倒在隔离治疗区病案桌上。为了减
少出入次数，降低感染机率并节约
紧缺的防护用具，李佳萌每天尽量
克制自己少喝水少吃饭，穿戴防护

服长达十几个小时。
在隔离病房工作满14天，医

务人员需进入医学观察期，但李
佳萌没有休息，再次请缨继续奋
战一线。她说：“我是共产党员，
为减少更多医务人员暴露风险，
我请求留守。同时作为感染医
生，就应该战斗到最后。”

在防疫一线，李佳萌坚守了
648小时，成为驻守时间最长的
医生。27天里，收治确诊的病患

全部治愈，圆满完成抗疫任务，
践行了抗疫“不胜不归”的铮铮诺
言，为我市疫情防控实现“3零目
标”作出突出贡献。

成为一名医者，为人民的健康
服务，是李佳萌一直以来的坚
持。如今，她是同行肯定、病患信
赖的好医生，她娇小的身躯中始
终迸发出满满的能量，有铁骨海
棠般的担当和情怀，诠释了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白衣风采。

李佳萌：仁心仁术勇担当
■ 记者 戴余乐

本报讯（石佳欣 杨之雨 记者 张波）优化空间
布局、完善功能配置、提供多元服务……今年以来，
峨眉山市绥山镇红华苑社区以党群服务中心亲民
化改造为突破口，建立“温暖红华”品牌，以优质服
务凝聚居民群众，有效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指数。

近日，记者走进红华苑社区，映入眼帘的是一
张LED显示屏，屏幕上滚动播放着社区进行亲民
化改造以来所做的工作。红华苑社区党委副书记
余晓琼介绍，社区将以前隔离式柜台换成开放式桌
椅，实现零距离交流，并划分出践行初心区、网格
服务区、居民活动区等多个区域。其中，区域内的

“小哥，奔跑吧”项目，为辖区内5家快递公司的员
工提供了休息、读书的场所，并提供饮用水、充电
等便利服务。

在服务大厅，群众可以坐在沙发上，一边欣赏
绿植，一边等待工作人员的帮助。对于这一变化，
第一次来办理业务的王先生感到非常满意，“一进
门，我就觉得亲切。他们不仅耐心地解决我的实际
问题，干部群众面对面，还可以喝喝茶，交流感情，
服务性和人情味更浓了。”

现场，记者看到，在志愿者的组织下，小朋友们
正在专门的活动室开心地画画。原来，暑假期间，
为进一步满足居民需求，社区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活动。此次“2022·爱伴成长”暑期夏
令营，旨在为解决辖区部分家庭子女假期“看护
难”问题。活动中，志愿者不仅会辅导小朋友们的
功课，还会组织他们做手工、玩游戏。

下一步，红华苑社区将继续举办各项活动，不
断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群众
的能力和水平。

办事零距离、暑期帮带娃……

社区亲民化改造暖心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时值盛夏，酷暑难当。
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深入推进“践行
十爱·德耀嘉州”主题实践活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近日前往市局结对帮扶的犍为县敖家敬老院，开展

“关爱老人·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老人们送去了
西瓜、绿豆、银耳、解暑饮品、清热解毒药剂等防暑
降温物品。

在犍为县敖家敬老院，慰问组一行查看了敬老
院厨房、食堂、电梯、休闲场所情况，与老人们亲切
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态和生活情况，认真
聆听他们的心声。

结合市场监管职能职责，慰问组还就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食品安全工作，对敬老院工作人员进行了
指导，要求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常备防暑药品，
随时关注老人身体健康状况，确保他们安全度过高
温天气；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各项防
控措施落实到位；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加强自我管理，主动消除食品安全隐患，让入住老
人吃得安全放心。

市市场监管局：

关爱老人 夏送清凉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经乐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乐山市自然资源局委托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于2022年8月9日10:00在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二楼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市场公开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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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市中心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乐市自然资公〔2022〕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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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网上报名。竞买申请人须于2022年8月8日17:00前通过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完成网上报名和缴纳竞买保证金。已完成网上报

名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22年8月8日17:00前（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交款凭据（以到账为准）及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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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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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3-2508966李先生（高新区）、0833-2442919彭先生（交易咨询）

乐山市自然资源局 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2年7月19日

序号

2022-拍
-17号

2022-拍
-18号

宗地位置

乐山高新区总部经济区天合路以东、
太安路以西、茶山路以北区域

[GXQ(E)-01-a1号]

乐山高新区总部经济区规划道路以东、
龙安路以西、观音堂路以南、

回龙路以北区域[GXQ(B)-12-c号]

宗地面积
（平方米）

69130.92
（合103.70亩）

5032.90
（合7.55亩）

宗地用途及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
用地70年

商服用地40年

交通服务场站
用地50年

起叫价
（万元）

20860

73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4180

150

增价
幅度

200万元
及以上

5万元
及以上

规划指标要求

建设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R2），可配套
不超过地块规定总计容建筑面积
的10%的商业建筑

交通场站用地（S4）
（社会停车场用地）

容积率

大于1.0 且
不大于2.2

不大于1.8

建筑密度

不大于
24%

不高于
40%

绿地率

不小于
35%

不低于
20%

建筑高度

不超过60米且同时满足航空限高要
求。同时应满足临河一侧，沿地块用地线进
深30米范围内，限高20米。

不超过24米

广告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昨（19）日下
午，“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
会青少年体育项目三人制篮球在乐山
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

宜宾市代表队获得女子三人制篮
球比赛冠军，亚军和季军分别由成都市
代表队及绵阳市代表队获得。绵阳市

代表队获得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冠军，
亚军及季军分别由成都市代表队及宜
宾市代表队获得。

乐山市代表队、成都市代表队获
得女子三人制篮球比赛体育道德风尚
奖，宜宾市代表队、眉山市代表队、
凉山彝族自治州代表队获得男子三人

制篮球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吉克军
光 （乐山） 等22名运动员，丁宇等3
名裁判员获得三人制篮球比赛体育道
德风尚奖。

乐山市代表队分别获得女子三人
制篮球比赛第六名以及男子三人制篮
球比赛第七名的成绩。

青少年体育项目三人制篮球比赛完赛

本报讯（李帅 记者 鲁倩文）昨（19）
日，为期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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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项目围棋比赛在沐川县圆满收官。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成都市代表
队夺得全民团体组冠军，绵阳市代表队

和乐山市代表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个人奖项中，成都市代表队的张霁阳、冯
勇、杜雪雯、周颖、曹阳囊括了男女个人6
个组别中的5枚金牌，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代表队的刘诗豪收获了18-30岁男
子个人金牌。

本次围棋比赛的成功举办，既是一
场检验全省围棋水平和实力的比赛，也
是棋手们彼此学习和切磋棋艺的良好
时机。不仅加强了全省各市（州）之间
的围棋文化交流，还进一步推动了围棋
竞技运动的蓬勃发展。

群众体育项目围棋比赛圆满收官

本报讯 （记者 鲁倩文）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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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围棋比赛圆满收官。经过 3 天 7

轮的角逐，乐山市代表队夺得 2 银 1
铜。

经过激励比拼，乐山市代表队的
李河江获得 31-45 岁男子个人组银

牌，蔺超获得46-70岁男子个人组银
牌；乐山市代表队赢得全民团体组铜
牌，创省运会围棋比赛团体赛历史最
好成绩。

群众体育项目围棋比赛乐山市代表队夺得2银1铜

帆船帆板起源于美国。1967 年美
国加利福尼亚马里纳德海港出现一种
加长冲浪板，上面装有能转动的桅杆，
受到青少年的青睐。后逐渐形成一种
体育运动，在欧美国家广泛开展。1970
年 1 月，马里布帆船俱乐部举行了帆板
冬季邀请赛，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帆板比
赛。1974 年举行首届世界帆板锦标
赛。此前只有在 1984 年的洛杉矶奥运

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是奥运会的
重要项目之一。

帆船是一种古老的水上交通运输
工具，作为娱乐活动起源于16—17世纪
的荷兰。19世纪英、美等国纷纷成立帆
船俱乐部，1870 年举行了横渡大西洋的
美洲杯帆船赛，1900 年第 2 届奥运会开
始列为比赛项目。

帆船一直是男女混合比赛，1988 年

第 24 届奥运会开始部分项目实行男女
分开比赛。2000 年第 27 届奥运会除托
纳多型、49人型、星型、索林型、激光型5
个项目外，其他均男女分开设项。

（据省运会官网）

帆船帆板

省运会赛事项目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