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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比赛展雄风 友谊第一促发展
——市第三人民医院成功举办第四届职工运动会

激烈比赛
赛场角逐显雄风

此次运动会共设置了拔河、羽毛球、乒乓

球、协同作战、跳长绳及短跑接力 6 个比赛项

目，让运动会既不失运动健身的本质，也不失

运动娱乐的特性。

拔河比赛是最受职工喜爱的一项团体活

动。随着裁判员的哨声响起，队员们斗志昂

扬地投入比赛。经过一段时间白热化的拉锯

战，双方难分高下；乒乓球是运动会中备受青

睐的运动项目。赛场上，一个个精彩的防守

和扣杀都引起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与此同

时，羽毛球赛场上激情四射，选手们大展身

手。强有力的挥拍，灵活转体，羽毛球运动的

魅力感染了全场。赛场上，各组选手纷纷拿

出看家本领，一决高低。

据悉，市第三人民医院作为船山区唯一

一所二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肩负着区域

医共体建设的重任，市三医院希望通过本次

运动会的举行，搭建起医共体成员单位间沟

通交流的平台，加深友谊，增进互信，深化合

作，力争在 2020 年共同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

的区域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

式，为广大群众提供从预防到治疗、到康复，

连续、协同、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黄尧）

工会主席邓鸿月主持开幕式

院长杨永春致辞

船山区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赵勇宣布开幕

为丰富职工文化体育生活，激发
广大职工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精神
力量，促进医共体单位情感沟通，6 月
2 日，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第四届职工
运动会圆满落幕。全体裁判员、教练
员，市三医院、桂花中心卫生院、龙凤
镇中心卫生院、仁里镇中心卫生院、船
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唐家乡卫生院、新
桥镇卫生院、西宁乡卫生院、复桥镇卫
生院、保升乡卫生院、开发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河沙镇卫生院、老池乡卫
生院的运动员队伍，以及各队的啦啦
队、亲友团共 500 余人参加这次体育盛
会。

2 日 上 午 9 时整，伴随着激昂的《运动

员进行曲》，裁判员队伍及 12 支运动员代表

队列着整齐的方队依次通过主席台。各方

队运动员着装统一，步伐整齐，精神抖擞，

口号响亮，以饱满的热情展示了医院及医

共体单位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运动员方队入场后，全体起立，共同注

视着鲜红的国旗冉冉升起，庄严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在运动场里激荡。随后，市第三

人民医院院长杨永春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

话。他希望全体运动员、裁判员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竞赛原则，发扬中华体育

的优良传统，发挥团队协作精神，赛出风

格，赛出水平，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

“双丰收”。本届运动会的举办，必将大大

提升医院的人气，鼓舞队伍的士气，扬起向

上的豪气，增强必胜的勇气，为推动医共体

单位合作并行、共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船山区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赵勇宣布

运动会开幕，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李

倩出席开幕式。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会主席

邓鸿月主持开幕式。

随后，白衣天使们换上表演服，活力花

球舞、汉服秀、交谊舞、太极表演……精彩的

节目让大家看到了白衣天使的另一面。

精彩开幕 展白衣天使风采

拔河比赛 短跑接力 乒乓球比赛
颁奖仪式

活力花球舞

开幕式现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为营造“整洁、

优美、文明、有序”的市容环境，全面推进城市

管理示范街的创建，6 月 3 日，蓬溪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联合交警、特警召开了六月重点工作专

项整治启动大会。

此次专项整治一是围绕中高考期间的学校

市容环境秩序及周边乱象展开整治，并对全县

考点、考生入住酒店周边游商小贩占道经营，建

筑工地、夜啤酒、KTV 等噪音扰民集中整治；二

是对“旷继勋蓬溪起义 90 周年”活动的沿线市

容环境秩序进行整治，确保蜀北下路、60 米大

街、学苑路、香溪东西路、将军路及继勋公园、

映月街及赤城公园、迎宾大道等路线无流动小

商贩、无占道经营、无户外横幅广告，做到坐商

归店，游商归市，街面整洁有序；三是对城市管

理示范街南街、北街、蜀北下路（南门口－文化

旅游局）市容环境秩序进行整治；四是对奎阁广

场坝坝茶占道经营的整治。

期间，蓬溪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紧密结合城

市治理的特点，建立健全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的

工作责任制、综合监督机制、长效治理机制、严

密考核激励机制，使工作逐步步入规范化、科学

化轨道，为市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从五个方面严控噪音

“ 此次集中整治时间为 5 月 28 日至 6 月 8
日，为期 12 天。”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高考禁噪治理主要从五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游商小贩和座商的占道经营行为整

治，严禁在考点周边 200 米以内地段摆摊设点、

高声叫卖，严禁共享单车、非机动车乱停放，确

保考点周边秩序井然、市容整洁；二是加强中高

考期间施工工地管理，在 5 月 28 日至 6 月 6 日期

间，督促建筑施工单位每日 12:00 至 15:00，22:00
至次日 8:00 禁止施工，考点附近的建筑施工单

位在高考考试期间 (6 月 7 日至 8 日 )全天禁止施

工，若发现违反规定的，将依法从严处罚；三是

加强沿街商铺门店的噪声监管，特别是加强餐

饮夜啤酒、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五金加工等干

扰附近居民学习、生活和休息的噪声监管；四是

严管公共场所的各种商业宣传促销活动，暂停

审批各种占道宣传促销活动，并严格控制广场

舞、露天使用大功率音响等各种休闲娱乐活动

噪音；五是加强对其它影响考生学习、休息和影

响考场环境的各类生活噪声的整治。

整治期间，市城管执法局还成立了督查组，

对此次整治行动进行明察暗访。对组织不严、

整治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将予以严肃问责，并纳

入 2019 年度目标考核。 （全媒体记者 吕苗）

市城管执法局召开市城区占道
设施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

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形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为有效解决市

城区公益性占道设施设置管理乱象，巩固国家

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近日，市城

管执法局牵头组织市直有关部门、通信网络公

司，召开了市城区占道设施（亭棚、通信设施交

换箱）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

会议指出，各职能部门及公司要对市城区

的公益性爱心亭、邮政亭、彩票亭、绿色生活

馆、环卫亭、执法岗亭和通讯交换箱等设施展开

排查。凡是存在擅自改变用途、超范围经营、位

置设置不合理、日常管理缺失、外观破损脏污等

问题 ,均按照“拆除一批、调整一批、整改一批、

提升一批”的原则，分步骤分阶段进行清理整治

提升。期间，督查部门将落实日常监管责任，规

范经营行为，加强设施设备日常维护，确保公益

性占道设施规范有序，外观整洁完好，提升城市

公共空间形象。

蓬溪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六
月重点工作专项整治启动大会

从“四个方面”开展整治

市城管执法局提前部署打响高考禁噪“攻坚战”

为考生开启“静音”模式
2019 年高考即将来临，

近日，市城管执法局按照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部署要
求，将提升群众满意度与巩
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相结合，提前“把脉”城市噪
音污染，并通过“白+黑”管
控机制，加大对施工工地、
KTV、夜啤酒、商业高音设
备、广场舞等噪音污染源头
的治理，打响了今年我市高
考禁噪“攻坚战”。

镜头一：商业噪音被“劝退”

“节日大酬宾，部分商品打 8 折……”6
月 2 日下午，在市城区遂州路与德胜路交

界处附近，一些商家播放着阵阵劲爆歌
曲，甚至有个别商家直接拿着话筒走到街
边招揽生意。见此情形，城管执法人员立
即上前劝止。

“高三学生马上要高考了，希望大家能
给他们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商家听到

“高考”二字，顿时恍然大悟，急忙上前关
掉音箱，并不时向执法人员致歉：“不好意
思，我们立即整改，坚决不发出噪音。”

期间，商家纷纷表示，愿意配合执法，
助力考生高考。

镜头二：禁噪宣传进工地

“马上要高考了，请你们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施工，不要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
学习和休息，否则一律严处。”3 日上午，在
河东新区一在建工地上，河东城管执法分
局执法人员正在向该项目负责人进行高
考禁噪宣传。执法人员现场要求，施工从

业单位要自觉遵守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强

化文明施工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为高

考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我家孩子今年也要高考，这一点我深
有体会。”该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将严格按
照要求文明施工，绝不出现噪音。

镜头三：广场舞音量变小了

3 日傍晚 7 时许，市城区滨江路附近一
处休闲广场内已是热闹非凡，跟着轻快的
节奏，不少市民正翩翩起舞。随着跳舞人
数的增多，音箱的音量也逐渐变大。

“大妈们，赶快停下来。马上要高考
了，你们这样会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复习和
休息。谁家都有孩子，希望大家配合。”听
到城管执法人员的一番劝说，不少市民纷
纷停下舞步，并主动将音箱关闭。

“你们说得对，咱不能图自己一时高兴
妨碍了孩子们。”期间，不少市民纷纷主动
散去，也有部分市民带起耳麦继续练习，一
时间嘈杂的休闲广场顿时变得安静起来。

镜头四：KTV噪音被及时管控

3 日晚上 8 时许，市城区天宫路已是灯
火辉煌，不少 KTV 纷纷开始营业，伴随而

来的则是阵阵嘈杂歌声。

此时，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凯旋路执

法大队执法人员正在该街道开展巡查。

见噪音较大，十几名城管执法人员兵分两

路，对街道两边的 KTV 开展治理。
“老板，学生马上就要高考了，请你们

将声音调小，而且在规定时限内必须停止
营业，否则我们将依法查处。”面对城管执
法人员的劝导，众多 KTV 老板纷纷将店内
音箱音量调小，并向顾客作出解释，顾客
也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经过近 1 个小时的整治和劝导，该街
道噪音得到了有效控制。

镜头五：夜啤酒改掉“大嗓门”

3 日晚上 10 时许，在市城区凯东路，虽
然占道经营得到了有效管控，但食客们的
欢笑和谈话声却充斥着周边。

“老板，马上高考了，你请顾客的声音
小点。我们随时会过来检查，如果依然有
噪音，就得暂停营业。”面对城管执法人员
的劝导，商家和顾客都表示支持配合，主

动降低音量。

“高考期间既然选择营业，就一定要

给顾客们提前说明注意事项，同时你们自

己也得时刻注意提醒，不要产生噪音。”

临走时，城管执法人员还不时嘱咐夜啤酒

商家。

为禁噪竖“大拇指”

对于市城管执法局在市城区开展高考禁噪

专项整治的行动，不少市民看在眼里，赞在心

里。

“整得好！高考是一个学子人生中的重要

转折点，岂能被影响。城管执法部门的护航，可

谓是让考生们保持良好状态的一个保障。”市民

周先生称，高考期间，强有力的执法和人性化的

劝导方式，让众人主动参与其中，给广大考生营

造了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他们的默默付出和

努力，值得众人钦佩。

“禁噪不仅局限于部门的整治，每一个市民

的自觉遵守与参与才是化解矛盾的关键。”市民

刘女士称，高考禁噪只是一段特殊时期，如果要

长久，仅依靠部门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这就需

要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做好自己，我们的生活

才能共同进步。

市民

部门

协同作战

跳长绳

羽毛球比赛

城管执法人员正在对广场舞参与者进行规劝和禁噪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