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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运会赛事项目介绍

深山巡线、登高作业、技改抢
修……在811公里电网线路、2359
基杆塔所在的崇山峻岭、沟壑深谷
中往来穿梭，寒来暑往，这就是乐
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乐山电力”）电力安装修试分公司
输电线路检修队队长纪宇超工作
的真实写照。他和他的队伍坚守
在山高路远的岗位上，负责乐山电
力 110千伏及以下主干电网的运
行、维护、检修、抢修、技改等工作，
风里来雨里去，用实际行动书写着
新时代奋斗者的答卷。

从业 12 年来，纪宇超经历了
110千伏大为变电站进出线改造、
跨越成绵乐客运专线迁改、110千
伏孝姑至新民双回输电线路新建

工程等一系列挑战，最令他难忘
的，还是峨边彝族自治县解放埂山
头的那次紧急抢险任务。

2021年底，峨边大雪纷飞，气
温骤降至零度以下。从这里开始
的110千伏为大线全长31.6公里，
共计99基杆塔，一直连接到位于峨
眉山市的110千伏夏荷变电站，是
绿色水电输出的“电力生命线”。
冻雪天气下，电力线路上很快凝结
起厚厚的冰层，瞬间的气温变化导
致部分线路发生故障跳闸。

接到抢险通知后，纪宇超立刻
带上队员，赶到海拔1800余米的
解放埂山头，对为大线62号至82
号杆塔展开故障特巡。

天气严寒、路途崎岖，两名新
入职的队员尤为不适，在冰雪交融
的地面上艰难行走，走两步就滑

倒，衣服、裤子、鞋子全都沾满了冰
渣。纪宇超走在队伍最前面，迎面
而来的细密雨点夹杂着雪花，在帽
檐上形成一层薄薄的冰层，他一边
拿着弯刀开路，一边不时回头叮嘱
新队员注意安全。经过持续4小时
的巡查、登杆、除冰排险，110千伏
为大线故障排除，试送成功，全线
恢复送电。两名新队员整理好物
资，累得瘫坐在地上。“第一次参加
紧急抢险，还能适应不？”面对纪宇
超关切的询问，两名新队员激动地
说：“虽然很累也很危险，但是有纪
队长一起，我们就不害怕了。”

2021年，纪宇超带领整个线路
工程检修队，完成紧急抢险5次，全
网线路巡视6次，通道消缺732处，
本体设备消缺 329 处，检修完成
率、抢修任务完成率均达100%。

与此同时，为了防范森林草原
输配电线路火灾，强抓电网安全工
作，纪宇超带领全队人员，竭力与
时间赛跑，落实森林防火工作任
务，排查清理线路通道隐患。编制

“一线一案”，落实“三单一书”，组
织召开森林防火专题会议5次，电
力清障现场检查6次、电力设施保
护宣传3次。在与政府、农户等多
方沟通、共同努力下，共消除 779
处电力线路通道隐患，清障工作顺
利推进。

初心，不一定就是恢宏伟大的
誓言，更应该是平凡岗位上，一个
个“攀登者”向上进取的身影。在

不断战胜困难，超越极限的实践
中，纪宇超从一名“小白”成长为独
当一面的“队长”，先后获得三十多
项荣誉，被公司评为2021年度先
进工作者。2021年，纪宇超所在的
检修队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
称号。而收到喜讯时，他正在110
千伏沫罗线现场，指导队员进行架
空地线更换和线路消缺工作。

每当夜幕降临，照亮千家万户
的盏盏灯火，见证了纪宇超和他的
队伍，把青春和汗水洒满追光逐梦
路，是他们践行着追光者的使命，
撑起了电网的脊梁，无愧于时代与
使命。

纪宇超：梦想成真惟有实干
■ 刘然

强国复兴有我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昨
（24）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福华杯”乒乓球
比赛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体
育馆正式开赛。来自20个市州
共429名选手参赛（其中男队员
229人、女队员200人），比赛将
进行6天。

首日赛场上，参赛运动员们
以饱满的精神投入比赛，纷纷使
出各自娴熟的看家本领，多拍相

持、高吊弧圈球、反手拧拉……
一个个精彩的竞技画面在球台
不断上演，现场气氛激烈，充分
展示了乒乓球运动行云流水的
独特魅力。

据了解，此次比赛按照年龄
分为甲、乙、丙组，甲组和乙组设
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
双、混双7个小项，丙组设男团、
女团、男单、女单4个小项，共计
18个赛程，将产生18枚金牌。

省运会乒乓球比赛挥拍开赛

本报讯（实习生 李思奇 记者
甘国江 文/图）7月23日下午，“四
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国际式摔跤比赛在马边中国体育
彩票雪炭工程体育馆圆满结束。

本次比赛中，来自成都、攀枝
花、绵阳、德阳、广元、乐山等18
个市（州）代表队，共计382名运
动员。经过4天的“贴身肉搏”，
一“跤”高下，决出胜负。

本次比赛分为男子古典式摔
跤、女子自由式摔跤、男子自由式
摔跤3个跤种，分甲、乙两个组别
进行，设置33个公斤级别，最终
产生33枚金牌。其中，男子甲组
古典式55KG级比赛由来自凉山
的邱木果斩获金牌，男子甲组古
典式60KG级比赛由来自凉山的
杨木且斩获金牌，男子甲组古典
式65KG级比赛由来自甘孜的彭
强斩获金牌，男子甲组古典式
71KG级比赛由来自的泸州的韩
涛斩获金牌，男子甲组古典式
80KG比赛由来自阿坝的王奥喆
斩获金牌，男子甲组古典式92KG
级比赛由来自眉山的黄旭东斩获
金牌。

男子乙组古典式52KG级比
赛，来自眉山的李雨鑫获得金牌；
男子乙组古典式57KG级比赛，来
自攀枝花的钟友勇获得金牌；男
子乙组古典式62KG级比赛，来自
阿坝的何全志获得金牌；男子乙
组古典式68KG级比赛，来自绵阳
的杨先俊获得金牌；男子乙组古
典式75KG比赛，来自眉山的刘鑫
宇获得金牌。

男子甲组自由式55KG级比
赛由来自德阳的俸云杨斩获金
牌，男子甲组自由式60KG级比赛
由来自凉山的鲁尔哈斩获金牌，
男子甲组自由式65KG比赛由来
自宜宾的李文飞斩获金牌，男子
甲组自由式71KG级比赛由来自
广安的阳景瀚斩获金牌，男子甲
组自由式80KG比赛由来自雅安

的熊雅兴斩获金牌，男子甲组自
由式92KG级比赛由来自雅安的
沙俊龙斩获金牌。

男子乙组自由式52KG级比
赛由来自阿坝的梅开红斩获金
牌，男子乙组自由式57KG级比赛
由来自阿坝的朱开翔斩获金牌，
男子乙组自由式62KG比赛由来
自广安的甘涛斩获金牌，男子乙
组自由式68KG比赛由来自广安
的刘君浩斩获金牌，男子乙组自
由式75KG比赛由来自广元的文
健平斩获金牌。

女子甲组自由式49KG比赛，
来自广安的刘莹莹斩获金牌；女
子甲组自由式53KG级比赛，来自
雅安的刘欣雨斩获金牌；女子甲

组自由式57KG比赛，来自广安的
王姝贻斩获金牌；女子甲组自由
式61KG比赛，来自广安的丁洪星
斩获金牌；女子甲组自由式69KG
比赛，来自广安的王佩棋斩获金
牌；女子甲组自由式73KG比赛，
来自广安的何越斩获金牌。

女子乙组自由式46KG级比
赛由来自遂宁的陈慧佳斩获金
牌，女子乙组自由式50KG级比赛
由来自广安的张可莹斩获金牌，
女子乙组自由式54KG比赛由来
自阿坝的谢玉馨斩获金牌，女子
乙组自由式58KG比赛由来自德
阳的肖碧瑶斩获金牌，女子乙组
自由式66KG比赛由来自甘孜的
蒲静斩获金牌。

省运会国际式摔跤比赛结束

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 文/图）
7月23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青少年足球（男女甲
组）比赛全部结束，成都和绵阳代
表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

经过8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
青少年足球（男女甲组）的比赛全
部结束，成都、达州、德阳代表队
排名男子组前三甲，随后依次为
绵阳、凉山、南充、阿坝、宜宾、泸

州、自贡、内江、眉山代表队；女子
组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绵阳、成都、
宜宾代表队，随后依次为达州、广
安、自贡、南充、资阳、广元、泸州、
凉山、眉山代表队。

省运会青少年足球（男女甲组）比赛落幕

乒乓球（table tennis），被称为
中国的“国球”，是一种世界流行
的球类体育项目，包括进攻、对
抗和防守。比赛分团体、单打、
双打、混双等数种；2001 年 9 月 1
日前以 21 分为一局，现以 11 分
为一局；采用三局两胜，五局三
胜，七局四胜。乒乓球为圆球
状，重 2.53～2.70 克，白或橙色，
以高分子聚合物为原料的新塑
料球。

乒乓球起源于英国，“乒乓

球”一名起源自 1900 年，因其打
击时发出“Ping Pong”的声音而
得名，在中国大陆以“乒乓球”作
为它的官方名称，香港及澳门等
地区亦同。1926 年，在英国伦敦
举行了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后
被追认为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

（据省运会官网）

乒乓球

今年以来，受疫情反复和外部环境复杂性等因
素影响，企业遭遇一些经营困难。对此，犍为农商
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切
实做好金融惠企利民纾困政策的落地实施，多次召
开党委会研究和部署相关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和办法，切实做到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全力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多维施策
打通助企纾困“最先一公里”

为有效满足受疫情影响后企业复工复产信贷
资金需求，犍为农商银行迅速成立对接小组，对辖
内重点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展开摸排，全
力支持其恢复生产经营。

逐户梳理县域重点项目。该行秉持全力助推
犍为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位，持续加大对政府重
点项目信贷支持力度，制定县域重点项目推进计划
表，逐户梳理，积极跟进。持续推进个体工商户排
查。加强个体工商户信贷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
信用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00万元。对出租车、网店
店主、货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比照个体工商户
和小微企业主条件，加大个人生活经营贷款支持力
度。全面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制定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评级授信工作开展计划，收集全县
1472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单，完成全部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评级授信工作。截至6月末，完成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评级授信 1472 户，授信面达
100%，信贷投放817户，贷款余额3.18亿元。

落实政策
走好惠企利民“中间一公里”

今年以来，犍为农商银行把金融支持稳增长放
在突出位置，主动担当作为，积极贯彻落实相关助
企纾困系列政策，快速出台助企纾困措施。制定
《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十二条措
施》《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助企纾困和支持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的通知》，通过调整利率、延期还本、减
费让利、减免租金等多种方式降低企业成本，帮助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个人渡过难关。

持续加大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充分利用“蜀信
e·小额农贷”、“乐业贷”等信用贷款产品对符合贷
款条件的客户做到应贷尽贷。截至6月末，小额农
贷余额12.37亿元（其中“蜀信e·小额农贷”5.82亿
元），其它经营性信用贷款余额3.51亿元。持续加
大对普惠小微金融支持力度。严格落实“不抽贷、
不断贷、不压贷”政策，通过延期还本缓解客户还款
压力，自2020年实施延期还本政策以来至今年6
月末，该行已累计办理普惠小微延期还本447笔、
金额6.81亿元，延期付息3笔，延期利息17.96万
元，涉及贷款本金2993万元。大力运用再贷款工
具。截至6月末，该行运用再贷款工具支持小微企
业2.53亿元，其中支农再贷款1.53亿元，支小再贷
款1亿元。今年新增支农再贷款3000万元。

深耕三农
跑好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在乡
村振兴这一重要战略背景下，犍为农商银行发挥自
身优势多维施策，不断深化“三农”金融服务，持续
加大对实体经济投入，成为支持产业发展、助力犍
为乡村振兴的金融主力军——

制定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成立专业
团队和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支
持现代农业园区、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十六项具体的工作措施，并持续
督导开展工作，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全力支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围绕犍为县“五
环十园”建设，找准客户需求，积极对接，提供金融
服务方案。截至6月末，支持现代农业园区内客户
610户，贷款余额1.37亿元。

全面支持10+3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围绕
犍为县打造犍为茉莉茶、犍为姜、林竹纸浆、柑橘、
生猪、水产、优质蔬菜等七条特色优势农产品全产
业链建设计划，优化金融服务，提高涉农贷款投
放。截至6月末，支持省“10+3”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建设753户、贷款余额3.78亿元。

在全县范围内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站建
设。该行与犍为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党建+政务+
金融”综合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通过
多渠道加大对“农综站”的打造及运营工作，解决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问题
导向，切实提高员工思想认识，建立金融服务小微
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持续探索和完
善金融助企纾困举措，助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创
业、稳经济增长，切实践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的
责任与担当。

金融赋能实体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犍为农商银行多措并举助企纾困

■ 记者 祝贺 文/图

银行工作人员实地走访个体商户，了解金融需求。

运动员们“贴身肉搏”

比赛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