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 文/图）连日
来，我市进入“炙烤模式”。与天气一样

“火热”的，还有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尚纬股份”）的生产车间。“今年
5至7月，公司新增一批来自海南、青海
等地的订单，现正在抓紧生产。”尚纬股
份产供中心副总监栾渊明说道。

记者了解到，尽管上半年受到疫情
影响，但尚纬股份的产值和产量基本和
去年同期持平。下半年开始，订单数量
陆续回暖，公司生产经营开始迎来增
长。为此，尚纬股份迅速组建3支以党
员为骨干的队伍，通过“走下去、走出
去、到身边”的形式，为企业一线工友

“送清凉”。
目前，尚纬股份全力推进增发项

目，尤其是新能源用特种电缆项目建
设，进一步加大对低效率设备的技术改
造工作，提高产能和效率。尚纬股份全
资子公司——安徽尚纬电缆有限公司，
与乐山市人民政府、乐山高新区管委员
会签订《特种电缆产业园项目投资协
议》，在今年6月开建尚纬特种电缆产业
园。目前，该园区已进入地勘检测阶
段。

据尚纬特种电缆产业园项目相关负

责人介绍：“项目建设周期计划18至24
个月，总投资约6亿元，完全达产后，预计
每年可新增相关特种电缆产品产能
21970k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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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宋雪

拼赛场 精彩盛会新突破

准备、起跑、跨栏、冲刺……8月15
日，乐山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
省运会男子乙组400米栏决赛如火如
荼。跑道上，多名选手“强强对话”，最
终，眉山代表队的王泓鉴以54.78秒的
成绩夺冠，刷新了由自己创造的男子乙
组400米栏省运会纪录。

这是一个突破自我的时节，也是一
个勇攀高峰的时节。

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
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
盛会，特别是本届省运会，在全省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喜迎党的二十大
之际举办，更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500多个日日夜夜，乐山举全市之
力、聚全市之智办好省运会，从精心筹
备到精彩呈现，高标准高质量做好了场
馆设施建设、开闭幕式筹办、赛事组织、
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用“体育盛宴”彰
显“体育强省”新气象。

乐山市主赛区28个比赛场（馆）承
办41个项目，成都市、攀枝花市、内江
市、凉山彝族自治州等4个分赛区承办8
个项目——巴蜀大地的体育健儿相聚省
运会，在比赛中挥洒汗水、在拼搏中点

燃激情、在协同中增进友谊。
看！位于乐山市体育中心的体操比

赛现场，运动员展开双臂、腾空跳跃，动
作洋溢着青春之美；位于成都加中冰上
运动中心的短道速滑比赛现场，运动员
贴地飞行、你追我赶，演绎着速度与激
情；位于峨眉山市中信国安体育馆的羽
毛球比赛现场，运动员扣杀吊球、有来
有往，球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年一届的省运会，规模大，竞争
激烈！”在柔道比赛现场，达州代表团的

“夫妻档”教练栾红祥和张晓华带领19
名运动员参赛，取得2金1银4铜的亮眼
成绩。“这是大家长时间刻苦训练、辛勤
付出的结果，希望这项运动能更好地普
及推广。”栾红祥说。

组委会精心组织，裁判员公正裁决，
运动员奋勇争先……本届省运会期间，
全省共 24 个代表团、2 万余名健儿参
赛，角逐青少年、群众项目两大类49项
比赛3000多枚奖牌，参赛人数较上届增
加近6000人，赛会规模、竞赛项目、参与
人数均创历届之最。

立足“全面性”，更要彰显“地方特
色”——

本届赛会响应“三亿人上冰雪”号
召，首次设冬季项目，青少年项目较上
届增加花样游泳、自行车、帆船帆板、雪
上、轮滑+冰上共5个大项，群众项目较
上届增加国际象棋、传统武术、广场舞、

门球、体育舞蹈、龙舟、广播体操、地掷
球共8个地方特色项目，全面展现四川
体育发展新活力。

拼未来 体育强市新气象

激情省运、乐山成绩。本届省运会
期间，乐山代表团奋力拼搏，稳居奖牌
榜第2名，较上届提升12名，实现“新突
破”。乐山健儿们不仅保持了曲棍球等
项目的传统优势，更在体操、田径、跳水
等大项中取得佳绩，青少年体育后备力
量形成梯队。

“希望未来我能参加更大的比赛，冲
刺奥运会！”在艺术体操比赛现场，8岁
的乐山小姑娘王语恬获得了包括丙组团
体第一名、个人项目团体第一名等在内
的2金1银好成绩。她的父母王星、薛
璐琪则分别参加了本届省运会气排球、
羽毛球项目比赛，一家三口共战省运、
共享体育魅力。

盛会闭幕、精彩不停，体育强市的乐
山愿景，正一步步走向现实。

数十万市民踊跃观赛，近 2000 名
“小海棠”志愿者服务温暖贴心，乐山市
民“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积极广
泛参与盛会；省运会新建和改建场馆28
个，体育场馆“上档升级”，基础设施提
升换代，为赛事举办和全民健身奠定坚
实基础； （紧转第2版）

精彩省运 拼搏乐山
——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综述之一

掌声、欢呼、喝彩……饱含
着喜悦与激情，满载着成绩与
收获，8 月 16 日下午，四川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在乐山市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闭幕。

这是体育的盛会，49 个大
项，2 万余名运动员，3000 多枚
奖牌，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在这里闪耀；
这是市民的节日，省运氛围点
燃全城，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体
育旅游融合发展，彰显“全民运
动”新风尚。

“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
会。”这是乐山向全省人民作出
的庄严承诺。350 万嘉州儿女
同心同行，呈现了一场安全、精
彩、圆满的省运会，赛场上的体
育精神，也激发了大家拼搏向
上、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奋力
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贡献更大
乐山力量。

■ 记者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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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小惠）昨（17）日上
午，市委书记马波前往峨眉山市督导基
层学习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情况，调
研重点项目建设、防汛抗旱等工作。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
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全力以赴稳增长，千方百计
保安全，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

峨眉山市把康养产业作为“十四
五”时期发展重点，一批文旅康养领域
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有序推进。马波先
后来到位于黄湾镇、绥山镇的悦榕庄酒
店项目、瑞德青春（峨眉）健康管理项
目，听取项目规划介绍，察看施工进

展。马波说，峨眉山具有独特的自然生
态资源，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加强规划和保护，注重项目风貌和周边
环境协调统一，最大限度保留山水原
貌，将峨眉山独特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
化资源与项目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文
化旅游、生态康养等产业。他叮嘱企业
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加强施工管理，
爱惜民力，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做
好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高温天气施
工安全。

在绥山镇赵河村地灾隐患点，马波
与当地村组干部、地灾观察员和隐患点
村民亲切交谈，察看避灾转移线路，询
问实战演练开展情况，了解山洪灾害预
警系统运行状况。他说，当前处于主汛
期，防汛减灾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要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临战状

态，不折不扣落地落板防汛减灾救灾
“12个100%”。坚持划片包干、网格管
理，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三
避让”原则和“三个紧急撤离”“临灾强
制撤离”刚性要求，以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为先为要，用心认真尽责做好各
项工作。

正值酷暑时节，马波十分关心高温
连晴天气下旱情对农作物的影响。他
来到双福镇五星村集体经济农作物种
植点，步入田间察看水稻、辣椒苗等农
作物长势，了解秋粮入仓、旱情墒情和
保水保苗情况，对当地抗旱保收工作表
示肯定。马波指出，要认真抓好粮食生
产这件大事，坚持蓄、引、提、调并举，
分区分类细化落实蓄水保水措施，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群众保水保灌、覆盖
遮阴、保苗护苗、备种补种，千方百计

降低旱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实现抗旱
夺丰收。

调研中，马波指出，各地各部门要
全面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按照省
委“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
的工作总思路，坚定必胜信心，保持奋
进姿态，以“拼”的精神做好下半年各
项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身先士
卒、担当担责，走上去积极争取、走出
去推进合作、走下去掌握实情、走进去
解决问题，下深水推动政策落实、项目
落地、工作落细，一盘棋一条心一股
劲，坚定不移推动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市领导雷建新，峨眉山市和市级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马波在峨眉山市调研时强调

全力以赴稳增长 千方百计保安全

49 个竞赛项目、2 万余名运动员、3000
多枚奖牌……火热的 8 月，来自全省的“体
育人”齐聚乐山，共同奏响“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的华彩乐章，点亮四川体育的

“高光时刻”。
从台前到幕后，不变的始终是责任与

担当。为践行“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
的铮铮誓言，350 万嘉州儿女勠力同心、无
私奉献，克服了疫情反复冲击、办赛规模空
前、盛夏高温酷暑“三大挑战”，实现了赛会
成绩、绿色低碳、安全办赛“三大突破”，向
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
的办赛答卷。

56 金、67 银、59 铜，乐山代表团总成绩
位列奖牌榜第二位；乐山市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项目从开建到投运，有效工期不足两
年；广大赛会工作人员、“小海棠”志愿者以
及交警、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连续作战，全
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市人民张开
双臂喜迎八方来客，展现热情文明的精神
风貌……围绕办成一届精彩的体育盛会，
赛场内外、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把“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展现得
淋漓尽致。实践再次证明，乐山人民了不
起，乐山各级班子能打硬仗，乐山广大干部
群众有精气神！

盛会终有期，奋进永不止。四川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虽然闭幕了，但是拼搏奋进、
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激昂“进行曲”，依然
响彻嘉州大地。奋楫扬帆新征程，全市上
下要以成功举办省运会为契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讲政治、抓发展、惠
民生、保安全，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
持续释放省运效应，大力弘扬省运作风，切
实把承办省运会焕发出的巨大激情、热情
和豪情，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精
神和实践，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踏踏实实把乐
山的事情办得更好。要发扬永不放弃、勇攀高峰的坚韧品格，以“拼”的
精神、“闯”的劲头、“创”的勇气，加快提升乐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
建设“中国绿色硅谷”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为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
章贡献更大乐山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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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四川省第十四届运
动会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圆满闭幕，历经4年的精心筹备，
为全省、全市人民奉上一场难以忘
怀的体育盛会。在这场盛会中，一
个个白绿相间的身影时刻活跃在
赛场内外，为省运会保驾护航，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小海
棠”志愿者。

场馆咨询解答、搬运比赛器
械、清扫训练垃圾、查看健康码、引
导运动员报到入住……在省运会
举办期间，“小海棠”志愿者是“全
能选手”，从运动员们的衣食住行，
到比赛现场的秩序维护，他们保障
每一个环节的顺利进行，在每一个
需要帮助的场合出现。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嘉
毅作为一名随队志愿者，为广元代
表队提供“一对一”全方位服务。
从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到晚上回
宿舍，他一天要连续服务15个小
时。陈嘉毅说，让来到乐山的运动
员和嘉宾感受到乐山的文化底蕴、
热情活力是他作为省运会志愿者
的责任。

43岁的小学数学老师易云慧
通过志愿者招募，成了“小海棠”团
队中为数不多的“大龄”志愿者。
她说，得知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国际式摔跤比赛要在马边彝族自
治县举行，她当即报名，也如愿成
为了一名“小海棠”。“希望为家乡
做点贡献，同时也希望为我的学生
树立榜样，希望他们好好学习，长
大后为家乡做贡献。”易云慧说。

曾参加过两届省运会的退役
游泳运动员江佳韵，此次又以志愿
者的身份参与本届省运会，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开幕式服务中。“这
届省运会在家乡乐山举办，我又以
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其中，感到无比

自豪。”江佳韵表示。
作为本次省运会田径项目的

志愿者，袁宇杰要一直在烈日炙
烤的田径场上为运动员做检录、
计时等工作。为了保持精神状
态，他一天要喝下十几支藿香正
气水。而为了不影响工作，服务
过程中他尽量少喝水，以减少上
厕所的次数。

礼仪志愿者日复一日练习走
位、踩点、微笑、抬头……她们把每
个训练动作化为肌肉记忆，不断调
整自己的精神面貌，确保在仪式上
展现出最佳状态；

政务志愿者坚守在驻点位置
为嘉宾提供接待引领服务，以“微
笑”为礼，以“专业”为才，举手投足
中展现出乐山青年的风采与朝气；

送旗、护旗志愿者英姿飒爽、
步调整齐，送旗、护旗动作坚定有
力，以最佳的“小海棠”风貌，致以
盛会崇高的敬意；

……
嘉州迎客来，海棠满城开。无

论身在什么岗位，负责什么点位，
每一名“小海棠”都以饱满的精神
状态和热情细致的工作态度投入
到志愿者服务中，充分展现了青年
志愿者的青春风采和精神风貌。
从全市3578人中脱颖而出的1959
名“小海棠”，在经过了全方位、全
覆盖的培训后，全身心投入到省运
会各项服务工作中，为提高人民群
众身体素质和建设体育强国、体育
强市贡献引领员力量。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圆满结束，
“小海棠”的脚步却不停歇。8月
17日，共青团乐山市委组织开展
四川省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五届特
奥会志愿者培训会，为即将到来的
四川省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五届特
奥会备战冲刺，“小海棠”踌躇满
志，信心十足，将在新的赛场上再
次绽放青春光芒。

全民热情集结
海棠青春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