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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吴薇

省运会赛事项目介绍
（截至8月4日22∶00）

城市社区将建成15分钟
健身圈

《计划》提出了实施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补短板行动，构建市、县
（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
区）四级全民健身设施体系，建成
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市级实施“五个一”工程，即一
个公共体育场、一个公共体育馆、
一个全民健身中心、一个公共游泳
馆、一个体育公园。各县（市、区）
实施“2+X”工程，即建设1个公共
体育场、1个全民健身中心，并选建
公共体育馆、游泳馆、健身广场、体
育公园、健身步道等。

乡镇（街道）实施“全覆盖”工
程，即建设1个健身中心或多功能
运动场，具备条件的行政村（社区）
建设1个多功能运动场。

《计划》明确要求，新建居住区

和社区严格按照“室内人均建筑面
积不低于0.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
地不低于0.3平方米”标准配建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
付，不得挪用或侵占。

大力实施现有绿地公园体育
化改造和体育场所公园化改造，重
点建好嘉州绿心体育公园、夹江龙
腾湖体育公园、峨眉山光辉公园、
五通桥菩提山体育公园、犍为翠屏
山体育公园、井研研溪湿地体育公
园、沐川林家岩体育公园等，提升
绿心公园健身步道、马边炮台山登
山步道、大渡河沿线风景骑游道、
峨眉山滑雪基地等户外健身设施。

到2025年，建设4个符合国家
建设标准的体育公园，11个符合省
级建设标准的体育公园，一批群众
身边的口袋体育公园，健身步道总
里程达到500公里。开展全面健
身智慧化建设行动，到2025年，完
成公共体育场馆信息化升级改造
10个以上。

年均组织县级以上赛事活
动300场（次）以上

《计划》明确，要广泛开展群众
体育赛事活动，年均组织县级以上
赛事活动300场（次）以上。精心
打造“假日体育”“峨眉武术”“乐山
半马”“夹江秧歌”等赛事品牌。支
持各地各行业依托传统节日、重大
庆典活动和民间体育资源等，逐渐
形成“一县一品”“一县多品”的群
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新格局。

同时，大力发展“三大球”运
动，推动县域足球推广普及。加大
冰雪运动推广力度，持续开展全民
健身“冰雪季”活动。到2025年，
打造1个以上具有全国或区域影
响力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

推广普及科学健身知识

《计划》提出要普及科学健身
知识，拓展服务渠道，将推广普及
科学健身知识融入赛事活动举办

中，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各
类媒体宣传普及科学健身知识。
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乡村、
学校等组织开展“科学健身大讲
堂”。开展科学健身技能培训，依
托各体育单项协会开展公益性培
训，推广普及科学健身方法。

此外，支持医疗卫生机构设立
科学健身门诊，推动运动促进健
康、运动伤病防治、体质健康干预
等服务逐步开展；推广简便易行、
科学有效的居家锻炼健身方法，推
广太极拳等武术项目、八段锦等健
身气功功法，发挥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的健身养生和健康促进功效。

此外，而对于庞大的中小学生
群体来说，《计划》也有明确要求，
即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小
时体育活动时间，熟练掌握1至2
项运动技能，培养终身运动习惯。
健全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加大体
育传统特色学校、体校和高校高水
平运动队建设力度，大力培养体育
教师和教练员队伍。

乐山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出炉

城市社区将建成15分钟健身圈 本报讯（记者 张力）昨（4）日，由市委宣传部、
市教育局、团市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乐
山市“文化传承 强国有我”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选
拔赛，在沙湾沫若戏剧文创园举行。来自全市中小
学校的98名学生现场挥毫泼墨，一展传统书法绘
画艺术风采。

据悉，本次选拔赛分中国书法、中国画2个类别
和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3个组别。此前在全市各
中小学广泛开展了预选赛，各县（市、区）通过预选赛
选拔出优胜选手推荐参加本次市级选拔赛。在昨日
上午的比赛现场，各参赛选手聚精会神，一展身手，
运用笔、墨、纸、颜料等工具，按照规定内容和要求挥
毫书写、专心描绘，并通过巧妙的构思、熟练的笔法
运用，让一幅幅独具个性的作品跃然纸上。经过激
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24名。

昨日下午，主办方组织在书画教学课例评选活
动中获奖的教师代表，在沙湾沫若剧院进行书画教
学优秀课例公开课展示。并举办了青少年书画传
习大会颁奖典礼，分别为选拔赛获奖选手、书画教
学优秀课例颁发证书和奖品。本次评选出的一等
奖选手和优秀课例还将推荐参加“文化传承 强国
有我”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省级决赛。

据悉，本次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旨在传承并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
时培养大家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
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乐山市青少年文化传
承工作更上一层楼。

98名学生现场展示
传统书法绘画艺术

日 前 ，乐 山 市 人
民政府印发《乐山市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以下简称《计划》），
提出到 2025 年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达到 38.5%，完善四级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
城 市 社 区 建 成 15 分
钟健身圈，群众体育
引领员队伍达到 4 万
人。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 文/图）
昨（4）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乐山国投杯”沙滩
排球比赛在乐山嘉祥外国语学校
正式开赛。

比赛有来自成都、资阳、攀枝
花等12个市州的177人参加。比
赛分为甲乙两个组别，每组均有
30支队伍。此次比赛将产生4枚
金牌。

随着第一场比赛的开始，运
动员发球、接球、扣球、拖球，一
系列精彩的绝杀让人目不暇
接。据了解，按疫情防控要求，
本次比赛全程闭环管理。

沙滩排球比赛开赛沙滩排球比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记者日前从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获悉，“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
会（以下简称“省运会”）开幕式将于8月8日在乐
山市奥林匹克中心举行。为确保省运会开幕式顺
利进行和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该支队制定
了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将实施“分区管
控、分类组织、分责管理、分步实施”的交通组织管
理措施，确保开幕式交通安保工作万无一失。

据了解，该支队根据开幕式现场及中心城区城
市功能布局、道路网络体系、开幕式现场和城市交
通状况，以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为核心，向外辐射
分为五级管控区域，即：一级核心封闭区、二级近
端管控区、三级中端疏导区、四级远端分流区、五
级外围截流区，将分区开展交通组织管理。

其中，针对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周边核心片
区，分别对场馆核心区域、场馆周边区域、场馆外
围区域采取不同的交通管控措施，确保场馆及其
周边区域交通秩序有序良好，避免发生严重交通
拥堵。同时，在峨眉、夹江、井研、沙湾、五通桥等
来向设置分流绕行点，根据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
区域交通流量和拥堵情况，对各方向车流进行分
流劝返或临时性交通管制。此外，交警部门还将
做好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周边停车管理，人员进、
散场组织等，维护好交通秩序。

另据了解，为了让车辆更便捷地到达会场，同
时减轻长青路、乐峨路交通压力，交警部门将使用
指示标识等引导县（市、区）观众车辆在乐山北站
（辜李坝）下高速，同时对该高速路口重中型货车
适时管制截流。为有力保障驾驶非机动车行经高
速公路乐山北收费站的群众安全，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从今年7月起，在高速乐
山北收费站开通了非机动车专用车道，进行机非
隔离。届时，民警将在这里现场引导摩托车、电动
车等进入专用车道行驶。

省运会开幕式
道路交通安保工作就绪

沙滩排球，简称“沙排”，风
靡全世界的一项体育运动。沙
滩排球比赛场地包括比赛场区
和 无 障 碍 区 。 比 赛 场 区 为 16
米×8米的长方形。场地边线外
和端线外的无障碍区至少宽 5
米，最多6米，比赛场地上空的无
障碍空间至少高12.5米。

比赛场地的地面是水平的
沙滩，沙滩必须至少 40 厘米深，
其中没有石块、壳类及其它可能

造成运动员损伤的杂物。比赛
场区上所有的界线宽为 5～8 厘
米，界线与沙滩的颜色需有明显
的区别，并且由抗拉力材料的带
子构成。

沙滩排球最早出现在上世
纪 20 年代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州，其在美国的开展比竞技排
球更为广泛，后来这种海滩娱乐
形式被越来越多崇尚户外运动
的人所喜爱，并逐渐风靡美洲的

巴西、阿根廷，大洋洲的澳大利
亚、新西兰以及地中海沿岸国
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滩排球
的观赏性越来越强，参与沙滩排
球的人数呈几何数字增长。沙
滩排球规则逐步建立，4 人制、3
人制、2 人制代替了 6 人制，绳子
代替了划线，沙滩排球逐渐演变
成一种竞技体育运动，并深得人
们的喜爱。

1987 年 2 月，第 1 届世界沙

滩排球锦标赛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南郊的海滩举行，来自 7 个国
家的4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1993 年 在 国 际 奥 委 会 第
101 次 代 表 大 会 上 ，沙 滩 排 球
被 确 定 为 奥 运 会 的 正 式 比 赛
项目。

沙滩排球

比赛现场

一、经峨眉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定于2022年8月26日9：00至2022年9月9日10：00(节假日除外)在峨眉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开挂牌出让4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上述挂牌出让地块申请人请于2022年8月5日起至2022年9月7日12：00止，到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咨询、获取挂牌文件；报名和缴纳竞买保证金起止时间为2022年8月26日9:
00起至2022年9月7日12：00止（节假日除外），竞买申请人须在报名截止期限内凭竞买保证金缴款凭据（以到账为准）到我局办理竞买手续，取得竞买资格。

三、本次挂牌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自由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
四、报名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联合竞买的请提供联合竞买协议；个人持身份证原件。
五、其他未尽事宜及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
六、挂牌地址：峨眉山市名山路中段8号峨眉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六楼交易大厅。
七、保证金账户及联系方式：
保证金开户名称：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
开户行：乐山商业银行峨眉山支行
账号：0601 2100 0011 19289
联系人：洪先生 黄先生 联系电话：0833-5553344
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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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序号

1

2

3

4

编号

2021-53

2021-54

2021-55

2021-56

地块位置

九里镇原岷江电厂

九里镇原岷江电厂

九里镇原岷江电厂

九里镇原岷江电厂

土地面积

4372.89平方米

4387.60平方米

16332.19平方米

9665.65平方米

土地用途

工矿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工矿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工矿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工矿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容积率

大于0.7且不大于2.0

大于0.7且不大于2.0

大于0.7且不大于2.0

大于0.7且不大于2.0

建筑密度

5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及以上

建筑高度

26米及以下

26米及以下

26米及以下

26米及以下

绿地率

20%及以下

20%及以下

20%及以下

20%及以下

起始价
（万元）

146

147

555

328

保证金
（万元）

44

44

166

98

本报讯（记者 白建伟）昨（4）日下午，“四川农
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垒球比赛在攀枝花
市盐边县落下帷幕。攀枝花市代表队、成都市代
表队、德阳市代表队分获女子甲组一、二、三名；成
都市代表队、攀枝花市代表队、德阳市代表队分获
女子乙组一、二、三名。

据了解，本次垒球比赛共有来自全省7个市州
的13支球队、近300名队员同场竞技。比赛设女
子甲乙组，赛程7天，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赛事实行
全程闭环管理。

垒球比赛落下帷幕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昨（4）日，“四川农信杯”
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在乐山职业技
术学院落下帷幕，乐山市跆拳道代表队获得3金1
银1铜的优异成绩。

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乐山市跆拳道代表队曾
俊男率先在男子乙组53-55kg级别中夺得1枚金
牌，谢斌获得男子乙组49-51kg级别铜牌。在接
下来的比赛中，乐山市跆拳道代表队再接再厉，彭
华新获得男子甲组55kg级别金牌，张鑫玲获得女
子甲组59kg级别金牌，袁愿获得女子甲组52kg
级别银牌。

“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今天获得了乐山跆拳
道队女子组的首枚金牌，我对自己的发挥比较满
意，感谢组委会、教练员、亲人的支持和关心。”刚
刚走下赛场的张鑫玲说道。

跆拳道比赛完赛

乐山获3金1银1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