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17)日，
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了解到，日前峨边彝族自治县启动
了Ⅳ级抗旱应急响应。

今年入夏以来，峨边县持续高
温天气，降雨较往年明显减少。7
月以来，该县持续出现高温天气，
大部分乡镇日平均气温均超过
30℃，且 35℃以上的高温日数超
过8天，高温日数和日最高气温极
值均突破历史记录。同时降水显
著减少，7月降水较历年同期减少
48%，8 月降水较往年同期减少
86%。

据峨边气象台近期发布的高
温预警显示，由于近期气温高、降
水少、蒸发量大，峨边干旱呈现发
展趋势。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抗
旱应急预案》，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决定启动Ⅳ级抗旱应急响应。

据了解，今夏旱情发生以来，

峨边迅速响应，县水务局安排技
术人员12人下沉一线，分别带领
镇村干部47人进行水源踏勘，新
建应急水源工程9处，安装敷设应
急供水管道 37.9 公里，同时指导
县农村安全饮水水质检测中心迅
速跟进，对应急水源开展水质检
测，确保应急供水水质安全。组
织各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出动
186人次积极开展水源地巡查和
沿线管网排查，发现并修复管网
漏损 17 处，结合分时供水、分片
供水等方式有效应对旱情影响。
协调消防、乡镇等相关部门单位，
配合协作，对旱情较重区域，安排
送水车辆 9台，开展应急送水 25
车次、约200立方米，有效缓解群
众用水燃眉之急。截至目前，该
县累计投入抗旱资金 137 万余
元，已解决 17846 人饮水困难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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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雨晴 记者 张清)
“连续多日的高温晴热天气，让我
们用水困难。镇上、村上组织水车
为我们送水上门，解决了我们的燃
眉之急。很感谢他们!”昨(17)日，
五通桥区石麟镇沙坝河村七组村
民胡春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今年8月以来，五通
桥区出现持续多日的高温晴热天
气及旱情。8月15日，该区气象
灾害指挥部将8月9日启动的高
温Ⅳ级应急响应升级为高温Ⅲ级

应急响应。昨日，该区气象台对8
月8日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进行第9次确认。

旱情当前，五通桥区委、区政
府组织调动力量，全力开展抗旱
工作，保障群众用水需求。抽调
水利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
导镇村两级开展应急供水工作。
协调消防、供水企业和社会车辆
开展应急送水70余车次，共解决
3000余名群众饮水困难。部分农
村水厂启动分时段、分片区供水，

保障农村群众 2400余人用水需
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发挥重
要功效，依托今年7月底建设完成
的争鸣水厂，通过实施管网延伸
工程，实现争鸣水厂与原有农村
供水管网互联互通，有效解决金
山镇沿线2600余人饮水困难，供
水保障率大幅提升。

截至目前，该区已投入抗旱
资金50余万元，累计缓解7个镇
26个村8000余人因旱情导致的
饮用水问题。

五通桥

迎战高温迎战高温““烤烤””验验

本报讯(连益梦 记者 杨心梅 文/
图)昨(17)日一早，沙湾区嘉农镇的

“战高温”党员志愿者就开始了一天
的巡查工作。他们走村入户，及时了
解和查看村民们的用电用火等情况，
不断打起“高温预防针”。“镇上成立

‘战高温’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压紧压
实属地责任，通过村(社区)安全员、护
林员、党员志愿者等30余人的机动
小队进行每日巡查，并充分利用微信
群、广播等平台及时发布高温天气预
警信号，加强预防高温常识宣传，增
强广大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嘉农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还将不断加强
应急值守，及时处置因高温炎热天气
引发的各类突发事件，确保辖区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

针对辖区内工业企业多、安全监

管责任重的情况，嘉农镇不断加强对
辖区危险品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
等环节的监管，督促落实防范措施，
严防事故发生。

与此同时，为给在高温酷暑下坚
守工作岗位的辖区职工送上慰问和关
怀，近日，嘉农镇还组织党员志愿者开
展“炎炎夏日 嘉好有你”送清凉活动，
为辖区部分企业共送去250多公斤西
瓜、60余件矿泉水等解暑降温物资，
并详细了解企业生产一线职工们的工
作和身体状况，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
示感谢，叮嘱他们注意自身安全，做好
防暑降温。同时，建议各企业合理安
排一线作业人员作息时间，及时发放
防高温和个体劳动防护用品，改善高
温天气作业环境，组织开展高温防护、
中暑急救等培训。

沙湾区

多措并举战高温多措并举战高温

本报讯(张峻华 记者 罗曦)受
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乐山部分地
区人畜饮水出现紧张，乐山消防
部门积极为群众办实事，从8月8
日开始，为饮用水紧张地区送
水。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消防车
50辆次，为群众送水300余吨，有
效缓解了当地群众饮水困难问
题。

在 沙 湾 区、沐 川 县、井 研
县 ，部 分 地 区 居 民 饮 用 水 告
急。接到群众求助电话后，乐
山消防部门立即组织辖区消防
救援大队、消防救援站，对消防
水罐车进行消毒后装载饮用水，
顶着烈日为山区群众送水。除
了给居民送水，为重点单位水
箱注水外，考虑到部分老人腿

脚不便，消防员还送水上门，让
每家每户基本生活用水得到满
足。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消防救援人员“为民送水”的
举动，赢得了群众一致好评。乐
山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乐山消防将持续开展
送水行动。

消防

顶着烈日送水顶着烈日送水

综合新闻·广告
2022年8月1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代世和 编辑：李明江 校对：曹江帆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2

我中心于2022年8月17日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挂牌出让活动，成交结果如下：

以上成交结果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违规、违纪现象，请于2022年8月27日前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833）2442219 2278385
举报地址：中共乐山市纪委监委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

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2022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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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交 公 示
乐市土矿交示〔2022〕19号

序号

2022

-拍-

19号

2022

-挂-

49号

2022

-挂-

50号

2022

-挂-

51号

地块位置

沐川县沐溪镇风情街

[MCX-2022-006号]

沙湾老城片区

姚河坝片区

[SG-2022-4号]

乐山市市中区全福街

道QF-E-a-04号

[乐中挂〔2022〕4号]

马边彝族自治县

苏坝镇越胜村

[ M2022-5号]

土地面积

(㎡)

6306.15

(合9.46亩)

2313.57

(合3.47亩)

36676.4

(合55.01亩)

3944

(合5.9亩)

宗地用途及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70年

零售商业用地、餐饮

用地、旅馆用地、商

务金融用地、其他商

服用地40年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50年

批发市场用地

40年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50年

起叫

(始)价

(万元)

1206

243

1545

128

成交价

(万元)

1600

245

1545

128

竞得人

王友才

乐山金沫旅

游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乐山铭盛物

流投资有限

公司

马边彝族自

治县顺达交

通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紧接第 1版）赛会期间陆续举办
“奥林匹克文化展”“全省体育非遗
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良好
的赛会体验，推动体育旅游融合发
展……

努力实现“办赛事、建城市、兴产
业、惠民生”的组合目标，本届省运会
为乐山留下一批有形的场馆，也留下
了宝贵的人才、文化、精神、志愿服务
等无形财富。

“乐山将充分发挥好省运会的辐
射带动作用，强化省运会场馆赛后综
合利用，打造好‘赛事嘉州’自主品
牌，持续擦亮体育旅游金字招牌。”市
体育局局长向蕾表示，乐山将围绕构
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等多方面下功夫，继续坚定不移向
体育强市迈进，让体育在乐山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爱体育、爱运动、爱健康，乐山

全力展现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攻
坚克难的能力担当、踔厉奋发的精
神风貌，省运会的成功举办，也激发
了嘉州儿女追梦未来、坚定不移向
体育强市目标阔步前进的信心决
心。

借助省运契机、办好乐山实
事。“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敢于超
越”的体育精神从赛场内蔓延到赛
场外，团结激励着全市人民拼搏实
干、埋头苦干，为加快提升乐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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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
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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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陈姝文 蒋兆明 记者 甘国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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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乐山供电公司也
圆满完成本次省运会开、闭幕式和2大类49个
大项所有比赛项目的保电工作。

闭幕式当天，为保障舞台设备用电需求，国
网乐山供电公司再次开展应急电源线路巡检，同
时配置400千伏安UPS电源车，提前调试应急
电源设备，有效保障了闭幕式当天场馆用电的万
无一失。

为了给运动员营造放心、舒心、安心的比赛
环境，国网乐山供电公司自省运会筹备阶段便成
立了省运会保供电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保电工
作，设立了检修、调度等9个专业组、10个现场
组，建立起节点工作周例会机制。比赛期间，该
公司充分发挥融合优势，全体保电人员克服高温
极端天气给设备正常运行带来的巨大考验，采用

“防疫+保电”双线管控，有序推进现场保电工
作，高质量确保各项保电措施落实到位。从基础
查勘、巡视到缺陷隐患的发现，将巡检工作延伸
至“最后一米”，提前预控做到精密落实。从发
电机组到UPS电源，从开关柜到负荷端，精密梳
理细化任务，完成对一二次设备通宵作业全面摸
底，及时消除危急缺陷1条，一般缺陷2条，实时
保障设备的健康水平，为各项赛事顺利进行打下
坚实的电力保障基础。

此次省运会期间，国网乐山供电公司共出动
保电人员422余人次，车辆100多台次，巡视线
路 30余千米，确保了赛事期间电力保障全覆
盖。期间，未发生一起因电力故障影响运动会正
常举行的事故，实现了赛事用电零闪动，工作零
差错。

国网乐山供电公司

省运会保电“零差错”

本报讯(熊秋敏 记者 祝贺) 连
日来，位于金口河区永和镇官村社
区的和平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如火
如荼进行。

据了解，和平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由乐山市金口河区金诚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中道明华
建设项目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
建，总投资6298万元，为市重点项
目工程、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设
区域包括官村社区红华小区彩虹大
桥至原红华饭店、红华门至官村邮
局及永和派出所，和平片区林业小
区、静雅路小区、金口岸小区、新时

代广场等地。
目前，该项目官村片区已完成

部分建筑脚手架架设、外墙面附
着物清理、墙面清洗修补、窗线条
安装、更换雨水管、修复门窗、外
墙面喷漆、雨篷安装等;和平片区
已完成裸土覆盖、围挡搭设及喷
淋施工等。

“项目预计于 10 月底建设完
工。建成后，将极大提升区域居住
舒适度和安全性能，提高周边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解决
老城风貌老旧、业态活力不足等城
市发展难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该
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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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电人员施放应急电源

本报讯（记者 王倩 文/图）昨（17）日上午，为
全力备战省残特奥会青年志愿服务工作，共青团
乐山市委在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组织开
展四川省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五届特奥会青年志
愿者培训会，会议在相关区县设分会场，以“线
上+线上”的形式开展。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讲解
残奥会具体赛事安排及相关要求，400余名“小
海棠”青年志愿者参与本次培训。

“残疾人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和能力，同
样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进行助残志愿服务
时，我们要遵循‘平等与尊重’、‘不接受，不坚
持’、‘有求必应’这三大原则”……成都大学特
殊教育系系主任莫春梅围绕“助残志愿服务内容
与方法”的主题，从心理、语言等方面为志愿者
们讲解了助残志愿服务的技巧与注意事项，帮助
志愿者们更好地了解服务对象，更快地学习新的
工作技巧。

四川省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五届特奥会的各
项项目将在8月18日陆续进行，团市委青年发
展联络部负责人徐卓瑜介绍，本次参与培训的志
愿者大多数参与过本届省运会志愿者服务，能够
以最快的速度“上岗”。培训旨在拓展“小海棠”
志愿者针对特殊人群服务的知识技巧，让志愿者
在把握好服务力度的同时充分展现“小海棠”的
服务热情。

16日省运会圆满闭幕后，志愿者们马不停
蹄地接受培训，准备迎接下一批任务的到来。参
加培训的谷晓晓告诉记者：“通过这次培训，我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也对残障人士有了更多认
识。希望能在这次服务工作中为省残特奥会助
力，为运动员们加油！”

备战省残特奥会
400余名“小海棠”集中“充电”

培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