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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白建伟

省运会赛事项目介绍
（截至8月3日22∶00）

近日，市心连心服务中心接到
群众反映，乐沙城际生态大道沙湾
区和市中区交界处自发兴起一处
夜市，现场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多位市民向心连心服务热
线反映，当地占道经营比较严重，
环境较为脏乱，但部分市民希望
保留夜市，不要一刀切取缔。”市
心连心服务中心热线科科长文廷
碌说。

考虑到夜市的规范涉及两个
区县和不同职能部门，市心连心服

务中心将民意、民情汇总，上报给
市委市政府，为科学决策提供参
考。这是近期心连心服务3.0版本
的一桩典型案例。

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副主任张
凤云介绍，为提升全市服务群众质
效，市心连心服务中心着力打造心
连心服务3.0版本，建立信息员制
度，作为心连心服务热线收集信息
的补充渠道。一些突发紧急的民
生事项信息，可以在最快时间内得
到信息员报告，市心连心服务中心
则根据核实情况，及时报告市委市
政府。

市心连心服务中心还与交警、
卫生、公安等多部门建立快速处置
联动机制，直接把群众诉求交办到
最基层单位，实现即诉即办。工作
人员一般最快可在10分钟之内到
达现场处理。今年以来，该中心就
以这样的方式处理群众诉求近
3000件。

通过创新机制，党建引领，今
年以来，心连心服务热线共受理群
众各类诉求 20 余万件，办理率
100%，全覆盖回访群众满意率达
98.8%。

经过 4 年多的实践，市心连

心服务中心已成为贯彻党的主
张的阵地、直接服务群众的平
台、宣传引导群众的课堂、处置
突发事件的中枢、助力市域治理
的载体。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模
范机关建设，一是制定《乐山市
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管理暂行
办法》，进一步完善心连心服务

热线运行机制，规范操作流程；
二是提高心连心服务信息化、智
能化水平，增加智能语音导航、
智能质检、智能回访等功能；三
是加强督查、考核、评价力度，确
保群众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
有回音’，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可持
续。”张凤云说。

服务零距离党群“心连心”

强国复兴有我

本报讯（记者 刘晓立 文/图）昨
（3）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
运动会“峨旅投杯”艺术体操比赛在乐
山市体育中心拉开序幕，比赛时间为8
月 3日至 5日。上午的丙组团体赛，
冠、亚、季军分别是乐山市代表队、成
都市代表队和绵阳市代表队。

乐山市艺术体操代表队教练黄安
琪告诉记者：“为了备战这次省运会，
孩子们在高温环境下坚持训练，非常
辛苦。参赛队员平均年龄为9岁，最
小的只有7岁。这次孩子们获得了丙
组团体冠军，非常不容易。”

“我们经过4年的努力，今天终于
获得了金牌，大家都很兴奋，很激动！”
乐山市艺术体操队员王语恬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8月4日，该项比赛
进行乙组（三级组）绳、球、圈比赛，甲
组（二级组）球、圈、带比赛以及全能
赛，其中包括有五球、八人徒手。

艺术体操比赛拉开序幕艺术体操比赛拉开序幕

乐山市代表队拿下首金乐山市代表队拿下首金

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昨（3）日，“四川农信杯”
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丙组）比赛
落下帷幕，成都市代表队包揽乙组和丙组冠军。

经过8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成都市代表队、自
贡市代表队、绵阳市代表队分别获得足球女子乙组
冠、亚、季军，成都市代表队、泸州市代表队、广安市
代表队分别获得足球女子丙组冠、亚、季军。

足球女子（乙、丙组）
比赛落幕

艺术体操是一项新型的女子竞技体育项
目，是奥运会、亚运会的比赛项目，有团体赛、
个人全能赛和个人单项赛等多样形式。由舞
蹈、跳跃、平衡、波浪形动作及部分技巧运动
动作组成。一般在音乐伴奏下进行，富有艺
术性。

艺术体操的主要项目有绳操、球操、圈

操、带操、棒操 5 项，它吸收了芭蕾舞、现代
舞、民间舞和杂技等精华，不但能够培养运
动员的力量、灵巧、节奏感等素质，从心理和
生理角度来看，更符合女子锻炼的要求，是
深受现代女性欢迎的运动。19 世纪末出现
有音乐伴奏的各种身体动作练习。20 世纪
初，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教师雅克·达尔克

罗兹（Emile Jaques-Dalcroze）创编的韵律体
操，将身体练习与音乐结合起来，并从最初
的徒手发展为使用轻器械的形式。1962 年
被国际体操联合会确定为比赛项目。1963
年举办第一届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1984 年
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

（据省运会官网）

艺 术 体 操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以“相约省运 精彩嘉州”
为主题的嘉州消费节暨苏稽古镇美食啤酒节将于8
月6日在市中区苏稽古镇盛大开幕。本次活动旨在
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在乐举办
为契机，向广大市民游客展示乐山形象、讲述乐山
故事、品味乐山味道，为参赛健儿助力加油。

苏稽古镇底蕴深厚，嘉州美味萦绕在古色古香
的街头巷尾中。这里不仅是乐山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跷脚牛肉的发源地，而且还有豆腐脑、米花糖、
肥肠汤等地道的乐山美食。活动期间将为广大市
民游客呈现多场文化盛宴，有精彩的舞蹈、歌唱、
魔术表演等。

值得关注的是，8月 3日至6日，市中区推出
“超级锦鲤”活动，活动奖品包含：一、7600元代金
券，可在76家商户中任意消费；二、现场享用由美
食商家提供的666元美食套餐。关注“微嘉州”微
信公众号，即可参与活动。

嘉州消费节暨苏稽古镇
美食啤酒节8月6日开幕

2016—2020年
乐山市普法先进单位名单

市中区
市中区通江街道
市中区法院
市中区委宣传部
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
市中区司法局
五通桥区
五通桥区竹根镇
五通桥区冠英镇
五通桥区纪委监委
五通桥区委宣传部
五通桥区司法局
沙湾区
沙湾区嘉农镇
沙湾区踏水镇
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沙湾区税务局
沙湾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金口河区
市公安局金口河区分局
金口河区司法局
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金口河区税务局
峨眉山市
峨眉山市黄湾镇
峨眉山市法院
峨眉山市委宣传部
峨眉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犍为县
犍为县法院
犍为县检察院
犍为县委政法委
犍为县公安局法制大队
井研县
井研县法院
井研县公安局
井研县教育局

井研县司法局
夹江县
夹江县委组织部
夹江县委政法委
夹江县司法局
夹江县融媒体中心
沐川县
沐川县大楠镇
沐川县检察院
峨边彝族自治县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
峨边彝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峨边彝族自治县公安局
峨边彝族自治县司法局
马边彝族自治县
马边彝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马边彝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马边彝族自治县公安局
马边彝族自治县司法局
市级部门（单位）
市委办公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协办公室
市纪委监委机关
市法院
市检察院
市委组织部
市委政法委
市直机关工委
市教育局
市民族宗教委
市民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市农业农村局
市退役军人局政策法规与信访科
市市场监管局
市营商环境局
市城管局
市心连心服务中心
团市委

市妇联
乐山日报社
乐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2016—2020年
乐山市普法先进个人名单

市中区
毛霜梅(女) 市中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周韵菲(女) 市中区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徐晓莉(女) 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宣传股股长
李朝凯 市中区司法局大佛司法所所长
马晓东 市中区棉竹镇党委书记
五通桥区
程春梅(女) 五通桥区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廖骁鸿 五通桥区教育局教育股工作人员
袁 月(女) 五通桥区司法局依法治区秘书股股长
赵茂江 五通桥区牛华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沙湾区
韩 超 沙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杨劲松 沙湾区电子政务中心主任
杨 磊 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
梁小荣(女) 四川川乐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金口河区
唐瑞苓(女) 金口河区法院综合办公室一级科员
王美琳(女) 金口河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
罗汉清 金口河区金河镇政府信访室副主任
祝吉荣 金口河区永和镇政府社会事务办主任
峨眉山市
宋 婧(女) 峨眉山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张 曾 峨眉山市委办公室政策法规股股长
李 嘉 峨眉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彭 婳(女) 峨眉山市司法局依法治市秘书股股长
犍为县
李晓峰 犍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税丽佼(女) 犍为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办副主任
陈 刚(回族) 犍为县司法局依法治县秘书股股长
王 宇 犍为县寿保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井研县
田 野 井研县司法局局长
程桂林 井研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办公室主任

覃 波 井研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综合管理执法
大队支部书记

傅妍梅(女) 井研县周坡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夹江县
吴晓刚 夹江县法院法官助理
王 静(女) 夹江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黄 敏 夹江县新场镇社会治理办主任
姬明皓(彝族) 夹江中学政教主任
沐川县
杨 玲(女) 沐川县法院一级法官
李美欣(女) 沐川县司法局大楠司法所所长
王远凤(女) 沐川县综合行政执法一大队大队长
陈朝金 沐川县沐溪镇三观楼社区党委书记
峨边彝族自治县
李 敏(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
刘素容(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法规股股长
曲秀枝(女，彝族) 峨边彝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机关党委书记
戚芮仪(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马边彝族自治县
介洛小明(女，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法院四级法官
程宏刚 马边彝族自治县司法局局长
吉候布细(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烟峰镇纪委副书记
张巧缘(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雪口山镇政府工作人员
市级部门（单位）
乔瑞庆 市委宣传部干部科科长
黄方文 市委讲师团宣讲科科长
郑 好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案件指导大队副大队长
钱 晶 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张 倩(女) 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四级主任科员
罗学江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杨郁葱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
王玉娟(女)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一级科员
金德才 市应急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刘佳承 市国资委国资国企监督科科长
姜 言(女) 市林业园林局机关纪委副书记
张 波 市总工会四级主任科员
贾琴琴(女) 乐山广播电视台新闻媒体中心主编
周文杰 乐山农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
其他单位
王 峰 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四川上同律师事务所

主任

本报讯（记者 张清）炎炎夏日，骄阳似火。日
前，五通桥区红十字会联合乐山市京运通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
为五通桥区360名一线环卫工人送去夏日里的真
情关爱。

“现在天气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多保重
身体……”走访慰问中，五通桥区红十字会和乐山
市京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坚
守在一线岗位的环卫工人亲切交谈，嘱咐他们注
意防暑降温，并发放了水果、矿泉水等价值1万余
元的清凉物资。

五通桥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他们将持续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推动关心关
爱一线工作者行动常态化开展，让一线工作者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60名环卫工人
收到清凉礼物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