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场舞是舞蹈艺术中最庞大的系统，
因多在广场聚集而得名，融自娱性与表演
性为一体，以集体舞为主要表演形式，以
健身为主要目的。包括佳木斯舞步、坝坝
舞、水兵舞等。

广场舞是居民自发地以健身为目的
在广场、院坝等开敞空间上进行的富有韵
律的舞蹈，通常伴有高分贝、节奏感强的
音乐伴奏。

广场舞在公共场所由群众自发组织，
参与者多为中老年人，其中又以大妈居
多。广场舞是非专业舞者创造的舞蹈，是
专属于普通大众的舞蹈，因为民族的不
同，地域的不同，群体的不同所以广场舞
的舞蹈形式也不同。

广场舞是人们普遍参与的健身舞，舞
蹈元素多种多样，包括民族舞、现代舞、街
舞、拉丁舞等。

（据省运会官网）

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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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核同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同辐放射源研发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本
单位公开以下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tU54k5skOYIEOjXJH0Xp1Q，提取
码：npic。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向第四条公开的联系
人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用地周边村镇（木城镇、南安乡、泉水村、王宿村）

等敏感保护目标及相关单位或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次征求的公众意见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7N07M3H04pukVSdR-s5-SQ，提取
码：7240。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调查表，通过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
位咨询和提供相关建议和意见。发表意见的公众请
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
反馈。

建设单位：四川中核同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汤工
联系电话：13890674875
地址：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南安乡兰坝社区

编制单位：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联系人：彭工
联系电话：028-85903530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长顺大道一段328号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限共5个工作日，为本公示发布时

间2022年7月25日起至2022年7月29日。
四川中核同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9日
广告

中国同辐放射源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 记者 杨心梅

7月 25日，一场以“中华经典
传文明、家国情怀耀井研”为主题
的委员读书活动，在井研县政协第
二办公区举行。现场，市政协委
员、井研县政协主席杜宏与50余名
井研县政协委员一同参加活动。
在经典诗歌作品朗诵赏析、诗歌讲
座等环节中，委员们提升了诵读诗
歌的技巧，激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

“从去年底开始，这样的活动
在井研县政协每月都会开展一
次。”杜宏告诉记者，借力“书香政
协”的打造，井研县政协让委员们
聚得更拢、心更贴近。

而这，正是杜宏在2015年底上
任井研县政协主席后，所做的一系
列实事之一。

“到政协工作后，我首先提出
通过抓党建引领，打造聚力政协、

智力政协、活力政协、魅力政协的
‘四力政协’，希望发挥政协的政治
组织、统战组织、智力组织和协商
机构作用。”杜宏表示，在将个人身
份、思想从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向
政协过渡转换的同时，他也在不断
思考如何带领井研县政协聚焦“重
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功能
定位，推动政协工作沿着正确方向
前行。

上任后不久，杜宏便组织井研
县政协通过各类活动，大力提升委
员的思考能力、观察能力、表达能
力、写作能力、调研能力，培养“五
力委员”，不断发挥委员的履职作
用，让平台在一线搭建、力量在一
线汇聚、活动在一线聚焦。“政协工
作具有更强的民主性，是一个将党
的理论、政策等吃透了，才能组织
大家开展好工作的‘技术活’。”杜
宏表示。

近年来，在杜宏带领下，井研

县政协组织政协委员、机关干部与
群众结对子，开展“户户见面”行
动，累计走访群众6000余人次，解
决问题400余个。同时，选聘委员
以协商特派员、协商民主人才库专
家等身份下沉基层联络站、村（社
区）“有事来协商”议事会参与履职
活动，以“五大先锋”、乡村振兴“八
大员”等身份下沉委员履职实践基
地参与乡村振兴工作，发挥关键引
领作用。

作为全市唯一、全省16个“有
事来协商”平台建设试点县之一，井
研县政协一体化推进三级协商载体
建设，累计建立议事厅1个，协事室
15个，村民说事堂、说事长廊等56
个，常态化、实效化开展会场、现场、
广场、网络等4类协商，实现了“请
上来”“走下去”“坐下来”“联起来”
的有机结合，先后开展各类协商活
动200多次，为群众解决各类问题
350多个。

2017 年，井研县政协创新将
“有事来协商”推进情况、重点协商
成果转化等，作为纪委监委监督巡
察的重要内容，通过“督、考、评、
奖”四措并举，成功构建党委、政
府、政协、群众等多维度评价的协
商质量评估体系。

2017年以来，井研县政协先后
对县教育局、县住建局、县自然资
源局等五个部门开展民主评议，通
过强化协商式监督，开创性地将重
大协商成果纳入县域政治生态动
态监测预警和年度综合评估体系，
探索了对政府职能部门开展民主
测评工作办法，科学客观反映了社
会各界对政府部门的评价和部门

工作成效，推进了民主监督与党内
监督互融共促。

同时，井研政协以深化“双助”
活动为突破口，将其作为策应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时局和谋福于民的
主抓手，积极构建“五抓五带五促”
工作局面，通过发挥协调联系优势，
积极为企业、镇村发展协调落实各
类资金2000余万元，政协机关干
部、政协委员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260余件，县政协委员履职实践基
地所在地集益镇获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乡镇，竹园镇高石坎村获全省首
批乡村治理示范村、2021年全省乡
村振兴示范村，研城街道新兴村获
2021年全省乡村治理示范村。

杜宏：打造“四力政协”培养“五力委员”

本报讯（记者 赵径）昨（28）日，“四川
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武术散打
比赛，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多功能体育馆
落下帷幕。来自全省21个市州305名运
动员经过4天的激烈比赛，其中16名运动
员获得金牌。

经过角逐，乐山市代表队尕让泽仁获
男子甲组48公斤级冠军，达州市代表队
周锦鸿获男子甲组52 公斤级冠军，凉山

彝族自治州代表队马小兵获男子甲组
56 公斤级冠军，遂宁市代表队姚毅获男
子甲组60 公斤级冠军，乐山市代表队黄
炳棋获男子甲组65 公斤级冠军，凉山彝
族自治州代表队王保发获男子甲组 70
公斤级冠军，达州市代表队裴勇俊获男
子甲组 75 公斤级冠军。巴中市代表队
纪杰获男子乙组48公斤级冠军，广安市
代表队冯俊杰获男子乙组 52 公斤级冠

军，达州市代表队杨富博获男子乙组56
公斤级冠军，达州市代表队刘天宇获男
子乙组 60 公斤级冠军。攀枝花市代表
队孙若蓝获女子甲组52 公斤级冠军，资
阳市代表队鲁露获女子甲组 56 公斤级
冠军，宜宾市代表队贺寒玉获女子甲组
60 公斤级冠军。达州市代表队杨佰锦
获女子乙组48 公斤级冠军，宜宾市代表
队刘玉姿获女子乙组52公斤级冠军。

省运会武术散打比赛收官

本报讯（记者赵径文/
图）昨（28）日，“四川农信
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
会武术散打比赛，在乐山
职业技术学院多功能体育
馆收官。乐山市代表队最
终夺得2金1银5铜。

经过激烈角逐，乐山
小将尕让泽仁夺得男子甲
组48公斤级冠军，黄炳棋
夺得男子甲组 65公斤级
冠军；马俊涵夺得男子甲
组56公斤级亚军；罗昱豪
夺得男子甲组 52公斤级
季军，王职权夺得男子甲
组60公斤级季军，张茁洋
夺得甲组70公斤级季军，
李洲夺得男子乙组 52公
斤级季军，罗晨夺得女子
甲组60公斤级季军。

省运会武术散打比赛乐山获2金1银5铜

本报讯（记者 黄曦）昨（28）日，“四川
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花样游泳
比赛在乐山市奥体中心落下帷幕。在历
时3天的五场比赛中，成都市代表队拿下
全部4 枚金牌，乐山市代表队获得2枚银
牌。

经过激烈角逐，成都市代表队的徐可
意、南充市代表队的何美希、攀枝花市代
表队的唐子茜，分别获得单人自由自选
金、银、铜牌；成都市代表队、乐山市代表
队、达州市代表队，分别获得集体自由自
选金、银、铜牌；成都市代表队的徐可心和
徐可意、乐山市代表队的徐诗蕊和徐诗
蕾、泸州市代表队的宋梓源和刘蕴含，分
别获得双人自由自选金、银、铜牌；成都市
代表队的葛梓航（男）和张若钧、德阳市代
表队的陈修平（男）和王沛菡、达州市代表
队的潘勃宇（男）和冯璐，分别获得混双自
由自选金、银、铜牌。

省运会花样游泳比赛完赛

乐山获2枚银牌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昨（28）日，“四
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轮滑
冰球比赛在乐山市体育中心圆满结束。

在为期3天比赛中，来自成都、雅安、
自贡等市的6支队伍共132名运动员脚
踩“风火轮”，上演一场场紧张刺激的对
决。据了解，轮滑冰球项目将与冰球项
目累计积分进行排名。

省运会轮滑冰球
比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昨（28）日，“四
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步枪、
飞碟项目，在四川省陆上运动学校开赛。

开赛首日，分别进行女子和男子10
米气步枪（甲）资格赛及决赛、女子10米
气步枪（乙）资格赛及决赛、男子50米步
枪3种姿势（乙）资格赛及决赛，甲组男子
和女子飞碟双向75靶资格赛、甲组男子
和女子飞碟多向75靶资格赛。

接下来，7月 29 日将进行女子和男

子10米气步枪（丙）资格赛及决赛、10米
气步枪混合团体（乙）资格赛及决赛、男
子和女子50米气步枪3种姿势（甲）资格
赛及决赛，甲组男子和女子飞碟双向50
靶资格赛及决赛、甲组男子和女子飞碟
多向50靶资格赛及决赛。7月30日将进
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甲）资格赛及决
赛、男子 10 米气步枪（乙）资格赛及决
赛、女子50米步枪3种姿势（乙）资格赛
及决赛。

省运会步枪、飞碟项目开赛

我市选手黄炳棋我市选手黄炳棋((右右))夺得男子甲组夺得男子甲组6565公斤级冠军公斤级冠军

本报讯（沙科）近日，沙湾区科协会同区人社
局、乐山市乐创汇组成工作组，先后深入该区福
禄镇福五养殖家庭农场、福禄镇罗大勇茶叶种植
家庭农场等农业产业基地，开展返乡下乡创业明
星暨科普之星评选实地考察工作。

每到一处，工作组成员与基地负责人进行详
细交谈，观察创业项目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项
目效益收入、就业带动、科技创新、科普宣传和服
务等。同时，针对每个项目的实际情况，实地开
展科技巡诊、科普服务和天府科技云推广应用工
作。在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

“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科技示范户、福禄镇福五
养殖家庭农场，区科协工作人员面对面开展科普
宣传，手把手引导基地负责人李文君注册使用天
府科技云。乐创汇负责人针对基地牧畜饲养、家
禽饲养、中草药种植实际情况，提出“多元化发
展、科学化管理、品牌化营销”等建议。在福禄镇
罗大勇茶叶种植家庭农场，立足当前茶叶种植、
水果种植实际情况，区科协、乐创汇负责人提出
合理化建议，引导基地负责人利用电商平台，扩
展营销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

据了解，该区开展返乡下乡创业明星暨科普
之星评选活动，旨在发现一批在创新创业、乡村振
兴和科普宣传方面卓有成效的农村乡土人才，示
范引领更多的农村乡土人才成为创业致富的领头
人，带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目前，全区已有18名
乡土人才和15户企业报名参加评选，拟评选返乡
下乡创业明星暨科普之星 12 名、明星企业 2 户。

沙湾区：

开展返乡下乡创业明星
暨科普之星评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