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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全景 A04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第 十 三 届 运 动 会 全 运 村 村 委 会 主 办   河 西 区 新 闻 中 心 承 办

全运村村委会
召开第十二次
村长办公会

责编 陈致宏  美编 曹洛夕

村报讯 8 月 22 日，第十三届全运

会全运村村委会召开第十二次村长办公

会，全运村村长、河西区区委书记贾凤

山主持会议。全运村常务副村长、区委

副书记、区长李学义，全运村执行副村

长、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勇等出席

会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 < 签订短信发送

代理服务合同 > 的请示》、《关于申请

全运村村委会指挥中心视频监控项目

资金的请示》、《关于全运村公寓楼外遮

阳伞采购的请示》、《关于宣传与文化活

动中心近期新增项目的请示》、《关于志

愿者中心生日服务活动预算的请示》。

通报了《关于全运村正式运行期间热心

企业捐赠物资使用情况的报告》、《关于

改进媒体村餐厅供餐水平相关事宜的

报告》、《关于为场馆比赛运动员配送热

餐的报告》。

火炬手，为你自豪

“火 炬手回来啦？”、“快让我

们摸摸火炬！”……8 月 23 日，全

运会火炬传递仪式河北站结束，第

十一棒火炬手、全运村工作人员房

鹏立即赶回全运村。一进办公室，

他便被围了起来，大家一边对他表

示祝贺，一边感受手握火炬时油然

而生的神圣感。

房鹏，是河西区市场监管局食

品安全监管科科长，在全运村餐

饮服务中心担任联络人一职。在火

炬传递河西区站时，房鹏是候补

火炬手。“虽然最终没有机会上场，

但作为替补火炬手，我也很自豪”。

8 月 20 日下午，正当他在媒体

村餐厅协调后厨时，突然接到电话

通知：做好参加火炬传递第十四站

的准备。就这样，他成为了河北区

传递活动的第十一棒火炬手。在海

河边、在摩天轮下，房鹏高擎火炬，

信心满满的跑完了属于他的 80 米

路程，向全市乃至全国人民展示了

全运村工作人员拼搏进取、激情满

怀的动人风采。

▲ 应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守全运村“神经中枢” 摄影 / 张颖

树立全程冲刺理念  再接再厉迎“峰值大考”

运行管理工作推动会召开
村报讯 为了给八方来客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确保全运村高标准、高水

平运营，8 月 23 日晚，第十三届全运会

全运村召开运行管理工作推动会。全

运村村长、河西区区委书记贾凤山，全

运村常务副村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李

学义，全运村执行副村长、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陈勇，全运村执行副村长、

副区长李丽君等领导和首席技术专家

刘清早出席了会议。村委会各内设机构

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联络员及

重点专项工作负责人；全运村所有服务

商、外聘团队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志

愿者团队负责人参加了推动会。

贾凤山在会上讲话。他说，从全运

村建设到村委会筹建成立一年来，工作

人员夜以继日、只争朝夕、奋勇拼搏，

自 8 月 15 日开村运行以来，总体情况良

好，实现了“小考良好”的目标。全运

会即将拉开帷幕，全运村满负荷运行

的“峰值大考”即将到来，大仗、硬仗

在后面，我们使命在肩、任重道远，必

须咬紧牙关、再接再厉，以今天的时间

节点作为新的起点，把从现在起的每一

天都当作决战对待，总结经验、把握规

律，查缺补漏、严格整改，确保在“大考”

中取得优异成绩。

他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提

高政治站位，从服务战略全局的高度

做好全运村运营管理工作。村委会、

全运村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区广大党员干

部，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领会办好全运

村对塑造天津良好城市形象、推动河西

首善之区建设的重大意义，把办好全

运村作为践行“知行合一”的具体实践，

始终牢记“全民全运，全运惠民”的宗

旨，拿出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

大的干劲，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确保“温

馨全运村，圆梦全运会”的办村目标圆

满实现，以实际行动兑现我们对党和

人民的庄重承诺。二、坚持问题导向，

以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做好全运村运

营管理工作。要树立全程冲刺理念，坚

决克服麻痹、松懈、畏难、厌战等消

极情绪，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绷紧服务

保障零误差这根弦，把各种风险的可能

性降到最低，确保各项工作环环相扣、

梯次开展、稳步推进，不断提升全运村

运行管理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三、压实工作责任，以确保万无一失的

标准做好全运村运营管理工作。必须

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作风，狠抓任务

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全运村村委会各中心从现在做起，

要把弦再绷紧一些，把劲再铆足一点，

讲担当、讲责任、讲协同、讲落实，比

党性、比意志、比干劲、比奉献，众志

成城、一体同心，共同打赢这场荣誉

之战，全力打造一届组织有序、保障有

力、温馨祥和、富有特色的全运村，以

优异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此次会议就 8月15 日开村以来，“三

村”运行中工作人员和服务团队的到岗、

入住人员的抵离、贵宾接待、食品安全

检测等情况进行了细致介绍和总结。会

上，入住人员抵离管理中心、安保服务

中心、住宿服务中心、商业服务中心、

宣传与文化活动中心、三中心医院、天

佑集团、金谷园集团、绿城集团维保团

队的主要负责人逐一发言，自行查找本

机构及团队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

如何进一步提高服务和保障质量提出了

具体措施。

撰稿 /郝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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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村内 真情奉献

致敬《全运村报》
投送志愿者

27 日将发行全运会纪念邮票

村报讯 记者在全运村发现，各

园区的底商风格无不体现了天津特

色，展示了天津品牌。“海鸥”牌手表、

“飞鸽”牌自行车、起士林西餐和糕

点及各类津味文化工艺品等，纷纷

向客人们讲述着“近代历史看天津”

的故事。

在位于云实园的一家底商，展

出的是天津自行车老品牌“飞鸽”，

复古式“波比”、薄礼款“特朗普”等，

式样新颖、结实耐用。在锦葵园的

底商，记者看到了“海鸥”牌手表，

展示了经典品牌的新产品。老字号餐

饮也不示弱，起士林西餐厅和山海

关汽水亦在全运村设立了网点。

充满津味的工艺品也深受宾客

喜爱。锦葵园的一家底商，汇集了大

量本市精湛的工艺品，这是由天津工

艺美术协会主办、达是艺术品公司

承办的工艺品展，作品都是出自本市

民间艺术家之手。其中，《珠穆朗玛》

和《布达拉宫》壁毯 2015 年分别获

得“百花杯”全国工艺美术精品展金、

银奖，作者是 82 岁高龄的李临潘大

师。柜台中摆放的紫砂壶也是众多工

艺品中的一大亮点，这些都是本市紫

砂壶大师杨浩然的作品。    

撰稿 /杨波

村报讯 8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开幕当天，中国

邮政将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运动会》纪念邮票一套 2 枚，小

全张 1 枚。届时，天津邮政进驻全

运村“三村”的点位将同步举行纪念

邮票发行仪式。

此次发行的邮票画面展现了以

吉祥物“津娃”为主要形象的运动项

目。“津娃”的形象源于天津杨柳青

年画，活泼可爱，突出了举办地天津

的地方特色。其中，一枚表现竞技比

赛中的网球、排球两项运动，另一枚

则表现群众比赛中的舞龙、柔力球

两项运动。该套邮票由辽宁省沈阳

邮电印刷厂采用胶版印制。据了解，

天津邮政进驻全运村的点位分别是

运动员村锦葵园 43 号，技术官员村

流苏园 27 号和媒体村雀榕园 68 号。

届时，运动员、技术官员和媒体记者

可前往各点位购买。     撰稿 /郝培杰

村报讯 8 月 22 日下午，“阅读

悦津彩”暨“天津的老房子和人文

故事”主题分享绘活动在媒体村

西岸书斋举办，该活动由河西区

图书馆主办，将人文故事与绘画相

结合，邀请画家和学者一起畅谈

天津城市风貌建筑。

活 动中，天津市保 护风 貌 建

筑办公室研究室主任金彭育围绕

活动主题“天津的老房子和人文故

事”精彩开讲，娓娓道来，讲解

详细，在场人员全 情投入，听得

认真。一旁，天津市政 协水彩画

艺术研究院理事、河西区马场道

小学教师程晟手持画笔，现场描

绘天津的老房子，仅用短短 10 多

分钟，劝业场的风貌便跃然纸上。

现场，金彭育还根据程晟的画作

进行延伸讲解，讲述出了这座著名

天津老建筑背后的故事。当天，志

愿者们踊跃提问，金彭育予以一一

解答，现场气氛活跃。

村报讯 日前，河西军休所关工

委的老同志们应邀到全运村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宣讲，餐饮服务中心

的近 400 名服务员和管理人员聆

听了宣讲。

市关工委老战士宣讲团成员、

河西军休所关工委副主任兼所宣讲

团团长高衡以《让爱国主义旗帜在

心中高高飘扬》为题作了专题宣讲。

高衡分别从观看《复兴之路》展所

受启发、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历史、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辉煌成

果三个部分，对爱国主义的内涵进

行了深入解读。他指出，全运会是

展示中国人民精神风貌和体育实力

的平台，当前全心全意为全运会服

好务，就是爱国主义观念的具体体

现。他鼓励大家发扬雷锋的“螺丝

钉精神”，秉持一腔爱国情怀，不

忘初心，做好各项后勤保障和志

愿服务工作，让爱国主义旗帜在心

中高高飘扬。宣讲结束后，全场报

以热烈掌声。大家表示，聆听了高

爷爷的宣讲深受教育，倍受鼓舞，

更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发扬全运

精神，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昂

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相互

配合，主动作为，全心全意投入到

工作和服务中，为第十三届全运会

的圆满成功作出自己的贡献。 

撰稿 / 杨波

” 阅读悦津彩 ”
主题活动举办

分享天津的老房子
和人文故事

老同志走进
全运村

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宣讲

展现文化的风景线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不，江西代

表团在入住全运村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周折，却没想

到在住宿服务中心还有一位江西老表——河西区环保

局干部陈江，在他的帮助下，小周折轻松解决。

陈江的家乡是江西省赣州市。他于 1990 年大学毕

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来到区环保局工作，如今已近

30 年。全运村建成后，陈江被抽调到住宿服务中心，

负责管理锦葵园。一天，陈江正在园内巡视，忽听前

门大厅喧哗，他赶到一看，是一名宾客就入住问题提

出意见。经过询问得知，这名宾客是江西代表团的一名

负责人，在带领全团过安检口的时候，因前面还有几个

省、市代表团，等候时间长了一些，心中难免有些着急，

而按照通知上的要求，到锦葵园准备入住时，却被告知

“不是这里”。陈江先作了自我介绍，对方一听，遇到了

江西老表，心情立刻缓和了许多。陈江拿来纯净水，让

客人先休息一下，随后便与中心联系、核实。原来，江

西代表团被调整到麦李园，因时间仓促还未通知到他

们。陈江向他们说明情况，带他们到旁边的麦李园办

好入住手续，安顿好了大家。看着代表团成员一脸的释

然，陈江挥手告别。                                          撰稿 /杨波

每天早晨 6 点 15 分从学校出发，

7 点到达全运村，在简单的早餐后，

便开始整理一份份报纸，随后出发

投递……近 3 个小时的投递工作之

后，他们还积极协助宣传文化中心工

作人员以及媒体记者做力所能及的

事情，直至下午 4 点才返回学校。正

是这 17 名志愿者组成的投递团队，

让入住全运村的运动员、技术官员、

媒体记者得以及时了解、掌握全运

村相关动态和服务资讯。

这些来自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学

生志愿者，头顶烈日、不惧高温，脚

步遍及全运村每个园区。除了最初确

定的投送《全运村报》外，22 日开村

后，又增加了《津彩全运》、《每日电

讯》，每一份报纸拿到手上都很轻很

轻，但是成百上千份的报纸撂在一起

的重量也是相当可观，虽然增加了任

务，但孩子们毫无怨言，踏上了为期

20 天的辛苦投递之路。

巧遇江西老表

8月 22 日，已经是晚上 10 点了，肯德基体院北餐厅里走进了两位略显疲惫的人，他

们是全运村食安监中心保障人员——河西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秦佩、协管员于子钧，两

人负责媒体村餐厅冷热菜制作的食品安全监督保障工作。二人 21日值了一宿的夜班，但

顾不上休息，22 日又投入了工作。下午接到通知 :“今晚肯德基体北店加工几百份蛋挞，

23 日早晨送到奥体中心，需要现场监管操作过程……”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虽然

超长时间坚守岗位，接到任务后二人丝毫不懈怠，打起精神，对现场加工人员的健康状况，

操作间现场制作的全过程，包括加工、冷晾、储存、留样和运输等环节逐一严格按照标准、

程序开展了监管。3 日清晨 5 点多，几百份精美的甜点便送往奥体中心。

8月 23 日晚上 10 点，运动员村餐厅食品安全保障人员张莹仍旧忙碌在热食加工的监

督岗位上。作为东丽区市场监管局支援全运村食安保障工作的 10 名同志之一 ,今天正是他

的生日，全运村食安监中心为他准备了一份意外的惊喜。中心主任李国君、常务副主任陶

俊利分别送上了生日蛋糕和全运会吉祥物“津娃”，祝张莹“生日快乐”，大家一起唱响了

生日歌。在开村期间，该中心将有 7 名同志在工作岗位上和大家一起过生日，这是一份值

得纪念的特殊经历。

连续的加班，超长时间的坚守，食品安全保障人员的辛劳可想而知，但岗位上的生日

祝福也让他们收获满满的快乐。

食品安监员的苦与乐

摄影 /张颖 孟庆生 杨波 张新

  上海跳水队的掌敏洁（左）与刘家泠 23 日下午来到西岸书斋，非常
喜欢《疯了！桂宝》系列图书，并约定再来看书。                   摄影 / 施蓉

环卫工人晨扫 住宿服务人员迎接入住

住宿服务中心住房情况一览表，情况一目了然 摄影 / 张颖

送报小分队

食品安监员检查食材

运动员餐厅忙碌的厨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