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1
2017年8月8日

第 8 期

责编 刘航  美编 曹洛夕

村报讯 8 月 5 至 6 日， 第

十三届全运会全运村举行了综

合实战演练，这也是正式开村前

对试运行工作的最后一次整体检

验。副市长、全运会组委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曹小红，市政府副秘

书长、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殷向

杰来村调研并对准备工作进行了

检查。河西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全运村常务副村长李学义，区委

副书记贺亦农，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全运村执行副村长陈勇，

副区长、全运村执行副村长李丽

君等区领导参加了演练。

此次演练活动，旨在通过试

运行对各重点专项工作的完成情

况进行“全区域、全时段、全流

程”检查，对入住抵离、餐饮服务、

住宿服务、安保服务、物业服务

和设施设备运行等重点工作进行

再次测试；再次检验村委会各内

设机构运行方案和应急预案的科

学性、可行性和实效性；进一步

强化工作流程与现场对接环节，

查找隐患、堵塞漏洞，为全运村

正式开村运行奠定基础。

8 月 5 日上午，媒体 记 者、

参演人员模拟的运动员代表队和

技术官员陆续入村，并按照事先

分配的房间有序入住。11 时，曹

小红一行先后来到运动员村文化

驿站、志愿者之家、卫生医疗中

心进行了实地参观，就文化驿站、

志愿者之家的特色活动进行了详

细了解，并与工作人员进行了亲

切交谈；在运动员餐厅，曹小红

就饭菜是否可口、环境满意度等

与参演人员进行了沟通；随后曹

小红一行还来到村内公园等公共

场地进行查看，就设施的维护工

作提出来相关的要求。

综合实战演练中，来自全市

各媒体、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的 5300 名参演人员，在感受衣

食住行的基础上，还进行了文化、

商业、健身等服务的体验。村委

会各内设机构按各自职责分工，

组织工作人员及服务保障团队认

真做好演练各项具体工作，根据

“风险防范预案”中的应急事件

以及第一次演练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了食物中毒、意外火灾、交

通事故等多场次单项演练。8月6

日上午11 时，参演队伍陆续离村，

李学义宣布演练结束。

此次演练基本达到了全区

域、全时段、全流程、全封闭、

全方位的演练效果，各内设机构

以及相关服务商验证了前期的整

改成果，也实现了对重点工作及

风险环节的再检查，为下一步的

正式开村做好了周全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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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村完成第二次实战演练

市旅游局一行调研全运村
村报讯 7月 31 日上午，市

旅游局局长阳世昊一行来到全

运村调研指导工作。区委书记、

全运村村长贾凤山，常务副区长、

执行副村长陈勇陪同调研。

阳世昊一行现场查看了住

宿服务人员培训情况，要求市

旅游局培训中心继续做好培训

工作，提升服务人员服务水平；

与全运村村委会加强沟通联系，

在住宿服务质量的督查、提升方

面给予支持和指导。随后，阳世

昊一行深入运动员村查看了客房

环境和旅行社服务网点，要求

加强安全检查工作；村内旅行

社要优化服务举措，提高服务

效能，确保服务质量；住宿服务

商要细化服务流程，统一服务

标准，用精细、专业、贴心的服

务为全运会增光添彩。

铮铮誓言铸忠诚

安保誓师动员大会举行
村报讯 “以党和人民为念，

以国家任务为重，坚持最高标准，

坚定必胜信心……”铮铮誓言

久久回荡在全运村文化广场。8

月 2 日上午，公安河西分局举行

全运会安保誓师动员大会。区

委副书记、区长、全运村常务副

村长李学义，区委副书记、全运

村副村长贺亦农，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全运村执行副村长

陈勇，副区长、公安河西分局局

长赵年伏以及河西武警、消防、

交警支队和公安分局全体班子

成员参加誓师动员大会。

誓师大会上，与会领导分别

为全运安保党员先锋队、青年突

击队、消防排险队、维稳处突队、

打处攻坚队、志愿服务队授旗。

安保参战单位代表先后发言。公

安、武警、消防、警务辅助人员、

志愿者和离退休老同志共计 300

余名参战人员代表在国旗下庄

严宣誓。至此，全运会安保决战

决胜阶段正式启幕。

又讯 同一天，全运村村委

会召开赛事维保誓师大会， 强

调工作人员要精诚团结，通力协

作，为保障赛事维保工作的顺

利而尽责尽力。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全运村执行副村长陈勇，

全运村首席技术专家刘清早等

出席会议。

梅林路与渌水道交口，有一片 32 万平方米的土地，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如今华彩亮相。

她就是天津全运村。

还有一周的时间，这里将迎来四面八方的宾客

——参加第十三届全运会的运动健儿、

技术官员、媒体记者。

7 月 28 日，全运村整体灯光调试。

墨蓝色的天空与灿灿灯火交相辉映，

灯光渲染了全运村，

全运村点缀了夜空。

璀璨绚丽的光影成就了生动的全运村之夜。

全运村之夜

灿灿灯火耀星空

撰稿 / 陈致宏

摄影 / 林  毅

      刘学礼

      夏慧卿

      刘博伦

      孟庆生

村报讯 从 8月3日召开

的第十三届全运会圣火采

集和火炬传递新闻发布会

获悉，河西区火炬传递将

于 8月 9 日举行，途经天津

大礼堂—友谊路—平

江道—市文化中心—

市文化中心满月塔前广场，

全程 3 公里。

据了解，河西区火炬

传递路线的选择突出了河

西区历史悠久、人文底蕴

积淀深厚的特点。作为本

市的市级行政中心、商务

办公中心、文化艺术中心，

河西区火炬传递路线以友

谊路为重点，充分展示区

域政治活动、国际交往、文

化交流、经济发展、和谐

优质区建设成果的规划思

路。共 35 名火炬手参与河

西区火炬传递。

河西区火炬传递
将于明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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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全运·聚焦村内 迎全运·实战演练

● 财务与审计管理中心

该中心梳理完善媒体村、运

动员村收费流程，并与餐饮服务

商沟通开票时间、地点及对接信

息流程。

● 餐饮服务中心

该中心确定去“三村”餐厅

服务电话以及运动员村餐厅热

餐预订流程。

● 商业服务中心

该中心督促绿城全运村公司

修缮商业用房，并为商户发放禁

烟指示牌。

● 交通服务中心

该中心对接摩拜单车服务

团队，确定全运村指南中摩拜单

车说明文字，协调摩拜单车布位

相关事项。

● 住宿服务中心

该中心组织住宿服务商接收

绿城全运村公司配送的各类张

贴标识。

村
情

简
报

村报讯 开村日益临近，全运村

各中心培训活动进入密集期，以培

训为抓手，各中心着力提升工作人员

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高质量完成

全运村服务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8 月 1 日，志愿者服务中心召开

志愿者骨干培训会，以进一步强化

全运村志愿者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天津外国语大

学滨海校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

学、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天

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五所高

校的督导教师和志愿者骨干共 140

余人到场参加。此次培训分为室内、

室外两部分。在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五所高校督导教师与志愿者骨

干对全运村“三村”现场进行了实地

探访，志愿者骨干对本组志愿人员

点位、人员流线、工作流程有了全面

的了解。

探访结束后，志愿者骨干走进

培训会场，工作人员现场结合《志愿

者团队管理手册》为全体骨干讲解

全运村志愿者工作管理制度，明确

工作职责及流程，重点强调集体意

识和团队配合，不断提升志愿者队

伍服务能力。会上，全运村志愿者

管理平台研发团队通过实际操作向

志愿者骨干演示了线上签到、时长记

录、工作日志以及随手拍等功能，为

全运村开村后 740 余名志愿者的日常

管理提供技术上的保障。随后，全

运村宣传中心、安保中心、医疗中

心工作人员分别针对官方微信使用

指南、火灾消防应急、公共场所禁

烟等方面依次对志愿者进行了培训。

此外，全运村村委会办公室和各个

中心结合各自工作职能，分别针对

抵离迎送、乘车引导、住户咨询、新

闻搜集、书吧维护等十余项志愿服

务工作内容开展专题培训。

为彰显“无烟全运”的理念，将

全运会办成“健康、文明、无烟”的

体育盛会，8 月 1 日，全运村医疗卫

生服务中心联合区疾控中心慢病科

组织召开全运村控烟工作二次培训

会。此次培训围绕大型运动会的控

烟历史和经验、本市相关禁烟法律

法规、烟草烟雾的危害以及劝阻吸

烟的方法、技巧进行了详细讲解，

并就全运会禁烟标识的张贴规范进

行说明。 2 日，物业与维保中心与河

西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对“三村”24

小时物业报修话讯人员的工作进行

了综合业务培训。培训中，该中心与

话讯服务经理建立了信息反馈机制，

将对话讯中发现和暴露出的各类问

题进行及时反馈，中心采取相应解

决措施，完善工作方案。

撰稿 / 万彤

业务培训进入密集期

污水无外溢  雨水快排除

排水九所全力保障全运村排水通畅
村报讯 全运村开始建设以来，

市排水九所注重组织开展相关区

域 排 水 服 务。进 入雨 季之 后，该

所积极做 好每场降雨后的抽排工

作，做 到 了中小雨 不 积 水， 大雨

退水快。

据了解，今年初，该所特别成

立了全运会专项服务保障工作组和

党团员服务全运保障队，党员、团

员定区、定片、定岗、定责、定期

对赛场附近道路进行巡查，掏挖收

水井，保障排水设 施完好。汛前，

该所对全运会三条迎宾道路—大

沽南路、洞庭路、微山路进行了设

施整改，维修检查井、收水井 523 座，

修复破损的支管 26 米，更换损坏

的井盖、井篦、井室 613 个。对新

接收的全运村梅林路、枫林路、淇

水道逐个井位进行设施调查，整改

疏通雨污水管道、支管 1.4 万余米，

维 修 掏 挖 检 查 井 378 座， 收 水 井

308 座，重建检查井 85 座、收水井

9 座。自 7 月 15 日开始，该所第三

次对全运村已接收的梅林路、枫林

路、淇水道排水设施进行疏通掏挖

作业。针对全运村道路施工后井内

存有的工程废弃物，专业重潜人员

采取下井作业，对检查井逐一摸排、

清除井内杂物，达到设施完好、排

水通畅。

全 运 村开村 在 即， 该 所 将 继

续做 好服务 保障，反 复不间断在

赛场和 村内开展 巡视，观 察 排水

设 施 和井内水位情况，及时发现

和解决各类排水问题，做到污 水

无 外溢、雨水快 排 除，全力确 保

全 运村及赛场汛 期排水，保 障全

运会顺利召开。

撰稿 / 万彤

全运村最后的模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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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报讯 8月 4 日下午，河西

区摄影家协会、区文化艺术大讲

堂走进全运村，面向全运村工作

人员和骨干志愿者，开展《竞技

摄影抓拍瞬间》摄影公益讲座，

共 30人到场参加。

此次活动由宣传文化中心组

织，旨在借助文化艺术大讲堂平

台，满足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工

作、生活中的摄影需求，更全面

的展示全运村风采。讲座特邀请

区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杨振鹏担

任主讲，在场人员认真听讲，受

益匪浅。此外，活动现场还借助

映客直播，为尚未进入全运村的

骨干志愿者以及对全运村感兴趣

的市民提供学习摄影、了解全运

村的平台。

河西区
文化艺术大讲堂进村

记者在全运村的

各个“角落”进行体验，

感受到的是浓浓“津味

儿”文化，这无疑是向

各地运动敞开了一扇了

解天津的窗口，助推天

津文化更好地将拥抱全

国、走向世界。

在锦葵园有一家

民间手工艺馆，这是宁

河区兴家民俗博物馆

的展示内容。该馆以传

统的生活用具、农耕器

具等代表性实物，从不

同侧面构成了一幅浓缩

的社会生活场景。该馆

以4 个四合院分别展示

各种非遗项目，以宁河

区的东丰台年画该馆为

主。此次来全运村，展

示了40 多种宁河民间

艺术品，极富天津特色。

假如说兴家民俗博物

馆是天津的一角，那么

全运村文化驿站就是

津味儿文化的全部。这

里有着“传统服饰及武

术”展区、津门美食区、

杨柳青年画区域、风筝

魏区域等，全方位介绍

津味文化。

如果说这些场馆

是动态地介绍天津，那

么西岸书斋便是静态地

体味了。河西区图书馆

与运营商合作，在“三

村”分别设置了书斋。

在运动员村，考虑到云

动员大多数都是青少

年，书斋布置突出“体

育”味道，书籍也都是

适合 20 岁左右年轻人

的。记者拿起一本《北

欧神话》，静下心来阅

读，感到“心静自然凉”。

感受浓浓的
“津味儿”文化

8月5日，高温再次来袭，而全运村

的第二次演练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虽

头顶烈日，汗湿衣衫，但是经过上一次

演练后，全运村各中心的工作人员们更

加从容和熟练。

9点，演练开始，住宿中心各个小区

全部准备到位，迎接“客人”。此时，安

检站的安检人员正在检查“来客”们携

带的物品。在安检站旁早就停好了电瓶

车，将“客人”们送至各小区。交通服务

中心共出动 14 辆电瓶车，除了在各安检

站旁送客人外，每到用餐前，还会到各

个小区将客人送到餐厅。客人们到达所

在小区后，便开始办理入住手续。在云

实园，各队领队先到服务台，在服务员

的指导下查看“住房二次分配反馈表”，

签字后便可带领“队员”们到所在楼栋

入住。

在每个房间，餐桌上都放有告知入

住者如何操作电视机顶盒、使用燃气

的注意事项，以及各中心的联系电话和

村委会提供的《温馨提示单》，很是方

便。10 点钟，麦李园的一位住户“发病”，

120 救护车接报后立刻赶到现场，医生

紧急“抢救”后，将“患者”抬上救护车。

中午，“三村”餐厅备好了各类美味

菜肴。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和媒体村

餐厅整体面积达到 25000 平方米，共设

置了7800 余个餐位，其中有清真餐位

520 多个。菜品包含八大菜系，还有西餐、

冷菜、水果、糕点等小吃，让人们充分

感受“舌尖上的全运村”。当人们进入餐

厅后，天公作美，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将上午的酷暑一扫而光，再加上服务员

的微笑和暖心服务，令客人们的食欲大

开。在运动员村餐厅，记者看到，菜品

包括苏浙风味、辽鲁风味、川湘风味和

闽粤风味，分两大区域，西餐和果蔬亦然，

靠门是清真区域，客人们在服务员的引

导下，有序排队领餐。

用餐过后，大雨即停，凉爽的风吹来，

混着泥土的芳香，令人精神愉悦。16点钟，

反恐演练开始了。两名男子驾车欲进入

全运村，民警及时发现二人没有任何证

件且形迹可疑，两名“歹徒”突然加大油

门闯关，2 辆武警作战车和１辆公安特

警防暴车及消防车和 120 救护车在 1 分

钟之内赶到。顷刻间，包围圈形成，疏散、

拦截、封堵……各安保警力按照既定动

作，迅速、有序地进行，2 分钟，战斗结束。

火灾和交通事故演练也在云实园地下车

库及枫林路和双林道交口处进行，一切

按预案顺利进行。

全程演练、全程体验，全运村正以

越来越细致、温馨的服务准备迎接八方

来客。

烈日和暴雨下的考验

5300 人进村体验“终极版”真人演练  首次全媒体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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