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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运会赛事项目介绍

■ 记者 张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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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2日22∶00）

精准推动 服务民生纾民困

“没想到停车难的问题这么快
就解决了，现在无论多晚回家都能
找到停车位，非常方便。”市民胡涵

文说起新建的停车场，赞不绝口。
今年以来，井研县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加快推
进城区社会停车场建设，新（改）建
白塔街公共停车场和龙家坝大桥
公共停车场，有力缓解了周边居民

“停车难”的问题。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呼声较大

的痛点难题，井研县通过县领导
下沉调研，现场讨论，结合群众多
方意见，集中力量迅速解决。如

“口袋停车场”解决龙家坝“车难
停”问题，“爱心驿站”解决户外工
作者“纳凉休息”问题等；聚焦群
众“小梦想”“小心愿”“小困难”，
深入居民身边开展帮扶活动，收
集居家养老、法律援助、子女教
育、小区环境整治等问题需求911
个，开展代购上门、卡点值守、心
理疏导等贴心服务 600 余次，调
解纠纷40余起；聚焦“一老一小”
问题，开展“敲门行动”，发放各类
救助政策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
宣传资料6000余份，上门办理低
保、特困、临时救助等70余次；以

“五清”行动为抓手，实施场镇提
升项目，累计发动群众2500余人
次，投入资金200余万元，整治卫
生死角 300 余处，实施风貌改造

800余户，整治彩钢棚8000余平
方米，规范店招店牌1600余处。

井研自古为“盆中丘陵粮经
区”，是全国产粮大县。在我为群
众办实事“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中，
制定出台《井研县稳定发展粮油生
产十条措施》，组织10支农业专家
服务队分片区下沉农村一线，推广
125项现代农业技术，培育“农村
家庭能人”2.2万余人，建成市级实
用人才培育基地3个。今年上半
年，该县粮食播栽面积达到64.65
万亩，同比增长 2.4%；生猪出栏
28.72万头，同比增长6.9%。

“受疫情影响，加工的货物无
法销售，资金无法及时回笼，政府
在得知情况后，协同银行为我贷款
50 万元，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
急。”在千佛镇经营无骨鸡爪加工
销售的个体工商户胡文强在收到
企业帮扶贷款后高兴地说道。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
单元，是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体
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和
关键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快县域经
济发展，该县成立了县商贸流通服
务业帮扶队和县工矿企业帮扶队，
先后帮助13家商户缓缴失业保险
费2.36万元，为157家小微企业减

征所得税553.54万元，指导63家
商户办理留抵退税 1704.52 万
元。汇编惠企政策128条，协调金
融机构为纺织企业解决流动资金
贷款 3000 万元，惠及小微企业、

“三农”等各类市场主体50余户。
今年以来，该县完成工业投资
16284万元，制造业招商引资已签
约项目5亿元。

多管齐下勤督严查促落实

《“双报到”帮扶队听民声 坝
坝会现场解民忧》《百日攻坚进行
时 井研法治坝坝电影进百村》《我
为群众办实事 党员插秧助农
耕》……为进一步做深做实我为群
众办实事“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该
县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
网络平台开设“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专栏，利用体育公园开园日开展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成果展示等，
多形态、高密度推出行动宣传报
道，营造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浓厚氛

围。截至目前，已开展线下宣传活
动6场次，线上发布网络动态信息
200余条。

“我们始终把抓好群众反映问
题的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坚决扛起督查问题整改整治责任，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精准整改、对标整改、彻底整
改，对整改不力、推拉扯皮的将严
肃追责问责。”该县专项行动小组
督导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采取

“四不两直”的方式，对各帮扶队责
任落实和问题化解情况开展督查
检查，目前发现问题6个，反馈整
改5个。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是检验
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试
金石”。井研县将继续从最困难的
工作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
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群
众的困难事、烦心事，将党的为民
理念化为实际行动，不断拉近与人
民群众的距离，彰显“我为群众办
实事”的井研担当。

井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用行动书写民生答卷
6 支帮扶队累计派出

帮扶队员 9265 人次，走访
群众 10.5 万余人、走访企
业（商铺）5800 余户，收集
各类问题 1851 个，解决问
题 1722 个 、化 解 率 达
93.03%……

自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启动
以来，井研县迅速形成了

“县委书记亲自抓，常委队
长牵头抓，县级部门具体
抓，乡镇街道配合抓”的工
作格局，扎实推动“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有力有序开
展。

“刀锋战士”是好莱坞电影中的
超级英雄。在乐山，有个女孩叫许
雪晴，她穿假肢在赛场上奔跑的飒
爽身姿，感动了无数观众，被大家亲
切地誉为“刀锋女孩”。

8 月，许雪晴即将代表乐山出
征，参加四川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
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突破自我 收获近20枚金牌

许雪晴今年30岁。12岁时，她
在上学的路上不幸发生车祸，从此
失去左腿，成为肢体二级残疾。

2008年，夹江县残联通过选拔，
将许雪晴送往乐山市奥林匹克学
校，进行铁饼、标枪和铅球等项目训
练。2010年 8月，她参加四川省第
七届残疾人运动会，荣获女子42级
铁饼、标枪和铅球三枚金牌，并打破

三项省残运会纪录。2011年，在第
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她以
21.15 秒的成绩，夺得女子 T42 级
100米第一名。2014 年 8月，在省
第八届残运会上，她再次夺得女子
铁饼、铅球、标枪三个项目金牌，同
时全部打破由她保持的上届省残运
会纪录。2015年 5月，她成为第九
届全国残运会火炬手……

许雪晴一次次突破自我，在全
国各大赛事上将近20枚金牌收入囊
中。

艰苦付出 期待再为乐山争光

许雪晴在多个运动项目上都保
持了绝对的优势和实力。这背后，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付出。

“残肢经常会被假肢磨破，夏天
出汗多的时候，伤口就像泡在盐水
里，疼痛难忍。”为了能在赛场上驰
骋，许雪晴不分冬夏刻苦训练，每次

训练完，还没完全取下的假肢上，就
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多年下
来，许雪晴假肢的结合处残存着清
理不干净的血污，残肢上是一层覆
一层的茧。有队友关心她时，许雪
晴总是一笑说：“这是我努力的见
证。”

本届残特奥会，许雪晴报名参
加了铁饼、铅球和标枪项目。尽管
许雪晴的成绩一直优秀，但她没有
丝毫松懈。田径投掷是室外项目，
除了身体力量的训练在室内，其他
日常训练全部在室外进行。面对酷
热，许雪晴从没想过退缩，再疼再累
她都无声地忍受。在她看来，只有
不停地努力，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许雪晴特别期待在本届残特奥
会上夺得三个项目的金牌，为乐山
争光，把正能量带给那些身处逆境
的人，用自己积极向上的心态感染
他们、温暖他们。

“刀锋女孩”许雪晴：

用毅力实现更多金牌梦

跆拳道是现代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一，是一
种主要使用手及脚进行格斗或对抗的运动。

跆拳道起源于朝鲜半岛，早期是由朝鲜三国时
代的跆跟、花郎道演化而来的，韩国民间流行的一
项技击术。

跆拳道是经过东亚文化发展的一项韩国武
术，以“始于礼，终于礼”的武道精神为基础。其
脚法占 70%。跆拳道的套路共有 25 套；另外还有
兵器、擒拿、摔锁、对拆自卫术及 10 余种基本功
夫等。

跆拳道于 1988 年奥运会时为示范项目，1992
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为试验比赛项目，到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跆拳道在全世界的组织主要分为两个体系，分
别为国际跆拳道联盟（ITF）和世界跆拳道联盟
（WTF）。奥运会采用的是WTF体系。

（据省运会官网）

跆拳道

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8月1日上午，市城管局
启动了省运会秩序保障工作，与之配套的城管、社
区党建共建志愿服务岗也正式亮相。

城管、社区党建共建志愿服务岗位于“四川农
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主场馆——乐山市奥
林匹克中心外。岗亭红白相间，亭身装饰了省运
会相关宣传标语，悬挂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省
运会宣传片，亮丽醒目的服务岗成了奥体中心附
近的一道美丽风景。

走进服务岗内部，空调、休息椅、饮水机、置物
架整齐摆放。置物架上放置了急救箱、防暑降温
药品、口罩、雨伞雨衣、乐山旅游宣传手册以及书
籍等物品，可谓样样俱全。

据市城管局苏稽执法大队党支部书记万永忠
介绍，市城管部门抽调了牟子大队、九峰大队和水
口大队部分人员，与苏稽大队全体人员组成省运
会秩序保障工作队伍，从8月1至8日，每天早上6
点到晚上12点，安排人员对奥体中心附近区域开
展巡查值守，营造整洁、有序的区域环境。同时，
依托城管、社区党建共建志愿服务岗，和其他职能
部门以及志愿者一起，为过往市民、运动员等提供
服务。万永忠表示：“我们全体城管人将站好岗、
守好阵地，当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

开启巡查值守
乐 山 城 管 全 力 保 障
省运会主场馆周边秩序

训练中的许雪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