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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运会赛事项目介绍

■ 记者 张力

部署在前
凝聚抗旱“向心力”

把抗旱保苗作为当前农业生

产最紧要任务，该县成立抗旱保
农业生产工作专班，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带头深入一
线现场调研、查看灾情、阵前指
挥，切实做好抗旱组织、协调和指
导工作。并组织召开沐川抗旱保
农业生产专题调度会，全面分析
全县旱情灾情，系统部署抗旱应
急工作。

构建“县级领导包片+乡镇、
部门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网格
员包地块”四级包保责任网络，层
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责任。强化
部门联动，明确任务分工，集聚各
方力量，确保县委县政府抗旱保农
业生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
细。

为了全面摸底，派出7个专项
工作组，深入全县13个乡镇，对安
全饮水情况、农作物受灾情况开展
全覆盖摸排，初步掌握全县农作物
受高温晴热天气影响面积2.42万
亩，协调解决9个乡镇21个村500
余户农户1300余人生产生活用水
困难，尽最大努力减轻干旱带来的
影响，切实让群众安心放心。

统筹联动
共绘抗旱“同心圆”

整合农业、气象、水务等多部门
资源，加强信息共享互通，积极开展
农情灾情调查分析，发布农业气象
专题分析报告1期，预警短信2.9万
条，针对全县水稻、玉米、大豆等主
要粮食作物和茶叶、魔芋、猕猴桃等
农经作物，提出“以水调温、叶面喷
施、防止早衰”的抗旱技术路线，为
指导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组织农技、水利专家、农
业生产一线骨干等技术指导队56
支570余人深入田间地头，指导镇
村及群众合理调配使用沟渠、机井、
坑塘、河道等一切水利设施和水利
农具，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缓冲
高温影响。县消防、住建等部门出
动消防车、水车等抗旱机械200多
台次，浇灌农作物2万余亩，通过积
极抗旱减灾措施确保实现全年粮食
生产任务和群众增收目标。

通过将防汛抗旱减灾与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五清”行动等重点工作相结
合，利用帮扶干部、驻村工作队、志
愿服务队等力量2000余人次，通
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等形式，广
泛普及常见病虫害特点及防治方
法，科学抗旱，倡导节约用水，积极
主动实施自救，妥善化解群众因缺
水产生的矛盾纠纷180余次。

储备能动
绷紧抗旱“应急弦”

据悉，该县财政积极投入抗旱
资金 158.68 万元，用于抗旱泵站
工程、抗旱水源工程建设、抗旱机
具维修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等，并
加强抗旱资金监管和资金支付，有
效提高抗旱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该县共实施水利项目 6
个，总投资1059万元。为了激发

项目“潜力”，成立重点项目工作督
查组，加强在建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水库除险加固、农村安全饮水
工程等项目督促检查，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不断完善抗旱工程体系。
充分发挥点多面广的小型水利工
程作用，努力提高现有水利设施抗
旱能力，保证项目及时建成投入使
用，及早发挥抗旱效益。

此外，该县供排水公司全天候
24小时待命，落实专人定时对抗
旱设备进行维护检修，灵活储备
24台抽水机、2台发电机、各类管
道10公里；加强全县11座小型水
库蓄水保水，6座水库启动紧急调
水机制；协调市人影办调运火箭弹
30枚，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主动开
展人工增雨作业；抓好抗旱农机
具、农资市场商品监督检查，加强
农业物资价格监测等，多措并举，
打好全县抗旱“保卫战”。

沐川县：打好抗旱保产“组合拳”
7 月以来，沐川县遭

遇阶段性晴热高温天气，
导致土壤湿度迅速下降，
全县农作物生长面临严
峻考验，各个乡镇出现不
同程度旱情。记者获悉，
沐川县委县政府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多措并举，
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积极
主动打好抗旱“保卫战”，
确保农业生产稳定、群众
增收可持续。

篮球是奥运会核心比赛项目，是
以手为中心的身体对抗性体育运动。

篮球运动是1891年由美国人詹
姆斯·奈史密斯发明的。1892年，篮
球运动首先从美国传入墨西哥，并很
快在墨西哥各地得到开展。这样，墨
西哥成为除美国外，第一个开展篮球
运动的国家。此后，这项运动先后传
入法国、英国、中国、巴西、澳大利亚
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开展、
普及和发展。

1904 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第

一次进行了篮球表演赛。1936 年，
篮球在柏林奥运会中被列为正式比
赛项目。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开始，职业选手可以参加奥运会篮
球比赛。女子篮球运动到 20 世纪
初才开展起来。1976 年，女子篮球
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据省运会官网）

篮 球

（截至8月1日22∶00）

本报讯（记者 曾梦园）昨（1）
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
运动会“红鑫·花园城杯”举重比赛
在犍为县文体中心落下帷幕，来自
省内各市（州）的20支代表队共430
余人，经过为期6天的比拼，34枚金
牌得主尘埃落定。

此次举重比赛，广安市代表队、

乐山市代表队和遂宁市代表队获得
了奖牌总数量的前三名。其中，广
安市代表队共获22枚奖牌，乐山市
代表队共获15枚奖牌，遂宁市代表
队共获13枚奖牌。

此外，广元市代表队、乐山市代
表队、遂宁市代表队和巴中市代表
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省运会举重比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记者 曾梦园 文/图）昨
（1）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
届运动会“红鑫·花园城杯”举重比
赛在犍为县文体中心圆满结束，经
过6天的激烈角逐，乐山市代表队
斩获6金6银3铜。

乐山市代表队获得奖牌为：在
男子 55kg 乙组赛中，万金平以
214kg 的总成绩，超出亚军 19kg
夺得冠军；在男子44kg乙组赛中，
黄泰鸿获亚军；在男子 61kg 乙组
赛 中 ，宋 昱 翰 获 冠 军 ；在 男 子
67kg 乙组赛中，刘丹雄获亚军；

在男子 67kg 甲组赛中，付俊力获
亚军；在男子 81kg 甲组赛中，张
念华获季军；在女子 55kg 甲组赛
中，张霞获亚军；在女子 64kg 甲
组赛中，胡玉洁获亚军；在女子
71kg 甲组赛中，范莉瑶获季军；
在女子 40kg 乙组赛中，蔺远琼和
王雅婷分别获冠军和亚军；在女子
49kg乙组赛中，唐诗雨获冠军；在
女子 59kg 乙组赛中，陈雅鑫获冠
军；在女子55kg乙组赛中，甄鑫兰
获季军；在女子+71kg乙组赛中，
杨娟获冠军。

6金6银3铜

举重比赛乐山获骄人成绩

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昨（1）
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
运动会皮划艇（静水）比赛落下帷
幕，乐山以3金4银1铜的成绩位
居该项比赛奖牌榜第二名。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四川省

第十四届运动会皮划艇（静水）比
赛完成了所有比赛，遂宁市以7金
1银2铜的成绩位居奖牌榜首位。
乐山健儿分获男子甲组1000米双
人皮艇金牌、男子甲组200米单人
皮艇金牌、女子乙组200米单人划

艇金牌、男子乙组1000米单人划
艇银牌、男子乙组1000米双人划
艇银牌、女子甲组500米双人皮艇
银牌、女子甲组200米单人皮艇银
牌、女子乙组 200 米单人皮艇铜
牌。

皮划艇（静水）比赛收官

乐山获3金4银1铜

本 报 讯（记 者 黄 曦
文/图）昨（1）日，“ 四 川 农
信 杯 ”四 川 省 第 十 四 届
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在
峨眉山市中信国安体育
馆圆满结束。

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
乐山市代表队斩获5金1银
2铜。其中，刘昊宇获得女
子组甲组长拳﹢刀术﹢棍术
全能金牌；万露樯获得女子
甲组长拳﹢剑术﹢枪术全能
金牌；吴俊材获得男子乙组
长拳﹢剑术﹢枪术全能金
牌；常益豪获得男子甲组峨
嵋拳﹢传统器械（九节鞭）
全能金牌；杨子函获得男子
乙组峨嵋拳﹢传统器械（猴
棍）全能金牌；张博文获得
男子乙组长拳﹢刀术﹢棍
术全能银牌；陈歆然获得女
子乙组太极拳﹢太极剑﹢
八法五步全能铜牌；刘冰瑶
获得女子甲组峨嵋拳﹢传
统器械（双剑）铜牌。

省运会武术套路比赛结束

乐山“武林高手”获5金1银2铜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昨（1）日，“四川农信杯”
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跆拳道比赛正式开赛。来
自全省20个市（州）的332名选手在乐山职业技术
学院展开为期4天的角逐，最终产生20枚金牌。

上午8时，跆拳道比赛正式开始。身着专业护
具的运动员在赛场上大展拳脚、激烈攻防，下劈、
侧踢、回旋踢等高难度动作轮番上演。

据了解，此次比赛乐山市代表队共派出18名
运动员参赛。

省运会跆拳道比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王倩）昨（1）日上午，“四川农信
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威腾体育杯”篮球乙
组比赛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与乐山金强蓝鲸篮
球训练基地火热开打。比赛持续5天，将产生2枚
金牌。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21个市（州）的392名运动
员参赛，乐山市代表队派出24名运动员“参战”。
比赛首日进行18场小组赛，比赛序幕在内江队与
绵阳队、南充队与乐山队的比拼中拉开。

接下来，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与乐山金强蓝鲸
篮球训练基地还将进行82场比赛，预计5日下午
进行决赛。

省运会篮球
乙组比赛开打

本报讯（记者 刘晓立）昨（1）日上午8时30分，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乐山交投
杯”排球（男子甲乙组）比赛在乐山嘉祥外国语学
校拉开战幕。该项目比赛时间为8月1日至8月7
日，将决出12枚金牌。

据了解，排球男子甲、乙组分别有10支队伍、
317人参赛，他们来自成都、资阳、攀枝花、乐山等
12个市（州）。

揭幕战中，甲组乐山队对阵宜宾队，乙组自贡
队对阵广安队。比赛现场竞争激烈，高潮迭起，比
分交替上升。每当一方强攻得分，现场都会爆发
出热烈的喝彩声和掌声。经过激烈比拼，第一轮
比赛甲组宜宾队暂时领先，乙组广安队暂时领先。

省运会男子甲乙组
排球比赛拉开战幕

比赛现场 四川省水上运动学校 供图

比赛现场

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