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7日，银保监会有关
部门负责人就近期重点工作
进展接受了记者采访。

关于积极做好
“保交楼”金融服务

该负责人指出，6月30日，
江西景德镇某楼盘业主因项

目延期交付发布停止还贷声
明，引发舆论关注。银保监会
对此高度重视，加强与住建
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协同配
合，坚持“房住不炒”，坚持“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支持
地方更加有力地推进“保交
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一是在地方党委政府领
导下，银行保险机构应积极参
与相关工作机制，配合压实企
业、股东等相关各方责任，银
行要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既
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又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千方
百计推动“保交楼”。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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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男创造了历史！16日在美国俄
勒冈州尤金市进行的2022俄勒冈世界田
径锦标赛中，王嘉男最后一轮跳出8米
36，夺得男子跳远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在
该项目中首次获得世锦赛冠军。女子铅
球决赛中，东京奥运会冠军巩立姣掷出
20米39收获银牌，宋佳媛名列第六。

当日的“重头戏”男子100米决赛中，
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包揽前三名。本届
世锦赛状态火热的克利跑出9秒86加冕
冠军，布雷西和布罗梅尔几乎同时撞线，
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亚洲“飞人”苏炳
添在半决赛中出发时就被打乱了节奏，
未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成绩为10秒30
无缘决赛。接下来，苏炳添还会和队友准
备男子4X100米接力的比赛。

其实在当天的比赛中，王嘉男的状
态出得非常快，此前的每一次试跳都有
不错的发挥，第三跳8米03之后就已经
上升至第五位了。不过直至最后一跳之
前，他与当时排名第一的东京奥运会冠
军、希腊选手坦托格鲁之间的差距都非
常大，坦托格鲁第五次试跳8米32的成
绩一直高居榜首。

但是王嘉男在最后一跳充分激发
了自己的状态，从助跑、起跳、腾空到最
终的落地，所有的技术环节几乎都可以
用完美来形容，最终跳出了8米36的个
人赛季最佳成绩，一举反超所有对手，
升至第一。要知道这一跳比此前最好的
8米03足足提升了33厘米！“最后一跳之
前，我看了下大屏幕，感觉8米15左右的
成绩就能拿到奖牌。我就想我就闭眼睛
跳，仰着头跳，我也能拼个奖牌。”王嘉
男说。

这不仅仅是本届田径世锦赛中国
代表团的首枚金牌，更是中国男子跳远
项目在田径世锦赛上的首枚金牌！下个
月就将年满26岁的王嘉男其实在2015
年北京田径世锦赛中就曾经拿到了该
项目铜牌，此番帮助中国田径完成了历
史性突破，无疑极大地激励了中国田赛
项目的发展。

“我现在的想法，包括未来两年的计
划，还是要稳步前进，也不会给自己定太
高的目标，包括明年的世锦赛，包括后年
的奥运会。我就努力训练，然后做好自己
的事就好了。”王嘉男说。

王嘉男

王嘉男在夺冠后庆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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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沈
阳市，得益于出色的身体条件和
运动天赋，他早早与田径结缘。
2010年，王嘉男进入徐州市田径
队，随后又被选入江苏省体工队，
2012赛季，未满16岁的他就开始
代表江苏队在国内田径赛场上崭
露头角。

王嘉男世锦赛跳远夺冠
为中国男子跳远项目在田径世锦赛上拿下首枚金牌

8米36！

在女子铅球决赛中，东京奥运会
冠军、中国选手巩立姣凭借第五投20
米39的成绩获得亚军，美国选手伊利
则依靠第一投20米49的成绩夺冠。

此次征战尤金，是巩立姣第八次参
加世锦赛。前一天轻松进入决赛的她，
在决赛中显示出非常好的比赛经验和
节奏。在美国选手蔡斯·伊莉第一投即
掷出20米49的成绩后，巩立姣仍按部就
班，稳扎稳打，成绩稳步提升，并在第五

投时投出了20米39。不过，面对伊莉的
20米49成绩，巩立姣的最好成绩仍相差
了0.1米。未能完成在世锦赛上三连冠
的目标。

去年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冠后，巩立
姣实现了冠军大满贯，面对这次世界田
径锦标赛，她依然渴望赢得金牌。赛前
在谈到自己的目标时，她说：“谁还嫌冠
军多呢？我仍然有更多的目标，希望拿
好多的冠军。”

无论怎样，第八次参加世锦赛，第
七次站上领奖台，巩立姣的成绩足够辉
煌：2次冠军、2次亚军、3次季军。除了赢
得冠军，巩立姣还有更高的梦想。“我以
前的梦想是在奥运会上赢得冠军，但我
的终极梦想是成绩能够突破21米，我也
希望下届奥运会之前，或者是巴黎奥运
会上，能突破自己，达到自己的极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
娟 裴晗 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

巩立姣女子铅球摘银

“我的终极梦想是能够突破21米”

在田径世
锦赛历史上，此
前从来没有一
位来自亚洲的
选手赢得男子
跳远冠军，王嘉
男成为历史第
一人；他也是中
国第一位在世
锦赛上赢得田
赛项目冠军的
男子运动员，是
继刘翔、王浩、
陈定之后，第四
位在世锦赛上
赢得金牌的中
国男选手。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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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5成都世界运动会接旗
仪式代表团已经顺利抵达美国阿拉
巴马州伯明翰，开启即将在伯明翰第
十一届世界运动会闭幕式中成都接
旗仪式及“成都时间”文艺表演的准
备工作。

根据安排，北京时间7月18日上
午，成都将接过2025第12届世界运动
会会旗，并在现场向全世界呈现精彩

的“成都时间”表演，这也预示着2025
年世界运动会正式进入“成都时间”。

记者了解到，代表团到达目的地
后参加了开幕式并就相关赛事进行
学习观摩，同时与伯明翰组委会技术
部门进行了对接，围绕成都接旗仪式
及“成都时间”文艺表演等环节的音
乐、配合、视频录制等工作进行了沟
通。随后，代表团相关工作人员进入

到伯明翰世运会闭幕式体育场，在舞
台进行走位排练，目前相关工作已进
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据透露，“成都时间”文艺展示
环节，将通过现场舞蹈表演、视音频
播放、灯光视效等方式，以一年四季
的变换，展现成都的崭新成就、悠远
历史、朝气活力，以及与世运会比赛
项目高度契合的城市环境和气质。

表演环节最后，一只憨态可掬的熊
猫人偶形象与舞者和现场观众互
动 ，向 全 世 界 发 出“Welcome to
Chengdu”的邀请。

今年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运动
会于7月7日至7月17日在美国伯明翰
举办，来自全世界108个国家和地区
的约3600名运动员将在34个大项、223
个小项上展开竞争。

近日，省科技厅联合省教
育厅、省国资委、省财政厅和
省人社厅共同出台《四川省科
研助理岗位开发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旨在
开发一批科研助理岗位，吸纳
一批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建
立一支动态稳定的科研服务
人才队伍。

《实施方案》提出，今年8
月底前，全省开发科研助理岗
位，吸纳6000名以上应届大
学毕业生就业；今后每年吸
纳一批应届大学毕业生就
业，尤其重点关注脱贫家庭、
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
有残疾的、较长时间未就业
的高校毕业生。

《实施方案》要求，自2022
年起，各类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牵头单位、各类省级科技创新
基地（平台）依托单位均须开
发设置科研助理岗位，提升
科研服务水平，让科技人员
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
研发活动。单位根据任务情
况灵活设置科研岗位，可安
排 1 名科研助理服务多个项
目或基地（平台），也可安排
多名科研助理服务 1 个项目
或基地（平台）。

各级财政科技计划项目
经费（包括结余资金）均可列
支聘用科研助理的相关经费，
项目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可通
过“劳务费”科目列支科研助
理的劳务性报酬和社会保险
补助、住房公积金等。科研助
理经历可视同基层工作经历，
工作时间纳入工龄计算，社会
保险缴费年限按规定计算。公
办高校新增设置科研助理岗
位且聘用期不低于 12 个月
的，每聘用1名高校毕业生给
予高校1万元奖补。

各市（州）、国家和省级高
新区、高校、院所、企业、各类
科研机构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情况，将作为国务院对地方落
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2022年
度督查激励、各级高新区升级
审核和考核的重要参考内容；
作为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省级科技创新基地（平台）的
必要条件；作为各类省级科技
创新基地（平台）和省级高新
区、农业科技园区、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创新型城市（县
市）等各类区域创新载体审核
和考核，以及市（州）科技创新
经费支持的重要指标。

据川观新闻

今日接旗
2025世运会正式进入“成都时间”

相比起已经百年历史的奥运会
来说，创办于1981年的世界运动会
(World Games)历史不算悠久，但作为
国际世界运动会联合会主办的一项
国际性体育盛会，是非奥项目最高水
平的综合性运动会。

世界运动会竞赛项目多以非奥运
会项目为主，设置比赛项目和表演项
目两种，而且相比奥运会，世界运动会
的比赛项目在紧张激烈上丝毫不逊

色，而在有趣和轻松性上，还要更胜一
筹，让人眼界大开。比如航空跳伞这个
项目，比赛舞台就离开了地面和水面，
来到了天空中。从第五届起航空跳伞
就是世运会比赛项目，一般包括了定
点跳伞、造型跳伞和空中自由式、空中
特技、伞衣飞行跳伞。此外，还有水上救
生比赛、定向越野、古柔术、飞盘、蹼泳、
台球、保龄球、原野射箭、轻艇水球、曲
棍球、沙滩手球、壁球、地板球等一大批

你参与或者没参与过，甚至听都没听说
过的项目，都是世界运动会的比赛项
目。而表演项目中，更是有踢拳、划船
器、沙地摩托车这些你们在健身房，或
者海边度假时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真
的是既接地气，又能让人眼界大开。

2025年，我们能在家门口看这个
世界上“最有趣”的运动会，想一想，
也真是充满期待啊！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胡敏娟 裴晗 何鹏楠

世界运动会
有趣好玩

还有飞盘比赛哟

应对本轮强降雨
四川因洪涝灾害威胁
避险转移17466人

7月17日，记者从四川省水
利厅获悉，16日8时至17日8时，
成都、眉山西部、乐山、雅安、自
贡、宜宾、泸州、凉山等地局部
降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受前
期降雨影响，涪江、沱江、岷江
下游干流发生明显涨水过程，
雅砻江、青衣江、大渡河下游部
分支流出现小幅洪水波动。预
计未来24小时，沱江、涪江等江
河干流将持续退水过程，广安、
泸州等地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
生小幅洪水波动。

16日16时，省气象台发布
暴雨蓝色预警，省防指召开防
汛减灾工作调度会并下发通
知要求做好防范应对工作，19
时省防指将防汛四级应急响
应提升至三级。

16日，针对绵阳市北川县

白什乡暴雨灾害，水利部派出
工作组于7月16日23时30分抵
达四川，此前四川省水利厅工
作组于16日下午抵达北川开
展工作。

截至17日8时，全省共有6
市（州）、29个县（市、区）发布暴
雨预警，其中橙色及以上9个，
有17个县（市、区）发布山洪灾
害预警118次；1市（州）、14个县
（市、区）启动预警响应，其中二
级及以上3个；因洪涝灾害威胁
避险转移17466人。

17日，根据四川省地质环
境条件，结合四川省气象台天
气预报情况，四川省地质灾害
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全省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涉及3市
（州）4个县（区）。 据川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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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

支持地方更加有力地推进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17日0时-16时

成都新增本土病例“5+2”
18日18时起

离蓉须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 已完成1-5号病例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为奥密

克戎变异株BA.2.12.1
■ 四类人员需报备，已划定高风险区9个，中风

险区10个
■ 如果体温达到或高于37.3℃，请尽快前往家

附近医院的发热门诊就医

王嘉男在比赛中试跳

应届生们工作机会来了
8月底前要招6000人

四川开发一批科研助理岗位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
会日前发布消息，中国国际玩
具及教育装备展、中国国际品
牌授权展、中国国际婴童用品
展、中国国际学前和STEAM
教育及装备展（以下称“中国
玩具展、中国授权展、中国婴
童用品展和中国幼教展”）调
整至9月15日至17日在成都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办。

根据了解，去年举办的四
展同台，汇集了来自3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展商，携
5000多个品牌、2000多个IP和
超50万产品亮相，12个产区政
府、120余个行业协会及重要
渠道组团参展和观展。

成都是国家中心城市，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城
市。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表示，作为第二十届行业展会
2022中国玩具展、中国授权展
中国婴童用品展、中国幼教展
定展成都，不仅能满足多数参
展商和观展商希望展会顺利
举办，实现今年经营目标和布
局未来的需要，也将是一次深
耕西南市场的机遇。

面对疫情对会展行业的
不利影响，四川省会展创新发
展引领区——天府新区积极
按照“积极蓄势、有序复展、精
准纾困”的思路，着力推动会
展产业发展实现稳定回升，并
会同市博览局组建专班、积极
招引，最终成功引入中国玩具
展、中国授权展、中国婴童用
品展和中国幼教展落户西博
城举办。

据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9月15日至17日
西博城四展同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