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8日下午，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大礼堂里灯

火通明，笑声阵阵。正定县塔元庄爱国拥军基地携社会

各界艺术团体为全体官兵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赢得了全体官兵的热烈掌声。 武警某支队 梁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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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畅 许付

磊）2015年7月31日北京冬奥

申办成功。作为主要赛场之

一，张家口崇礼也受到了全球

的关注。五年光阴，在申冬奥

五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记者

来到张家口崇礼赛区，对冬奥

场馆和运动员训练基地进行实

地探访。

张家口崇礼赛区作为三大

赛区之一，肩负着本届冬奥会

10个场馆的建设

任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

意”。它是中国首座符合国际

标准的跳台滑雪场地，也是全

球首例高山跳台滑雪场，是张

家口赛区冬奥会场馆群建设中

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

竞赛场馆。

“它外形如中国古代象征

吉祥的如意，因此得名‘雪如

意’。它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

顶峰俱乐部、出发

区、滑道区以及

看台区。目前，场馆主体结构

与钢结构都已完成百分之九

十，同时，工人们也在加班加点

赶工期，努力为大家呈现一个

完美的‘雪如意’。”场馆群现场

执行经理习晓东告诉记者。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雪如意”占地62.5公顷，规划

建设大跳台（HS140）、标准台

（HS106）2条赛道，承担跳台滑

雪男子个人标准台、女子个人

标准台、男子个人大跳台、男子

团体大跳台、跳台滑雪混合团

体（新增）5个小项的比赛，还和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北欧两

项的3个小项比赛。

除“雪如意”外，张家口崇

礼赛区各场馆都在有条不紊

建设中。“场馆群的三个场馆

包括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

冬季两项滑雪中心、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都

在有序施工，稳步提速。”场馆

群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姜秀

鹏说：“复工以来，整个项目部

工作人员基本都没有回过

家。在张家口参与建设已有

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也希望为

冬奥付出自己的热血和青

春，贡献我们全部的力量。”

崇礼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刘永刚说：“我们一直按照绿

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

廉洁办奥的要求，坚持高点站

位，对标国际标准。我们先后

邀请了10位院士，42个设计团

队参与到崇礼的场馆和基础设

施设计中。目前，崇礼区的规

划设计已经完全达到国际和奥

运标准。”

7月的崇礼，不仅各场馆

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运动健儿

也早已积极投入训练。记者在

长城岭滑雪场遇到了正在进行

训练的省高山滑雪队。“我们队

目前在进行体能训练，运动员

雪龄都在三到四年的时间。”省

高山滑雪队教练员田英梅边指

导队员进行卧推上肢力量训练

边对记者说，“我从运动员到教

练员已有17年时间，我也一点

点见证了冰雪运动的发展，现在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其中，我

十分欣慰。”

“从2018年6月初来到这

里训练，一直在全力备战2022

年冬奥会。希望能为家乡和国

家争光。”今年16岁的河北高山

滑雪运动员高艳丽和所有的00

后队员一样，都在这片土地上

为着一个目标挥洒着自己的汗

水和青春。

本报讯（记者张晓明 周亚彬）7月31日下午，2020年

度河北省“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在省委宣传部“最美河

北人发布厅”录制发布。王永辉、赵海洋、袁宝莹、果海涛、

郑林亭、于金盼、张志旺、陈建、崔具平、王超峰等10名同志

被授予“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10名“最美退役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他们退伍不

褪“军人本色”，在不同的岗位上，传承弘扬人民军队优良作

风，勇担社会责任，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取得了显著

成绩。节目在录制过程中，通过现场采访、播放事迹短片等

形式，集中展示了“最美退役军人”的先进事迹。该节目将

于8月10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播出。

“最美河北人发布厅”录制
10名“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

本报讯（记者刘澜澜 通讯员张娜）随着副热带高压北

抬，我省将进入强降雨多发期。据省气象台预报，近期我省

将有两次明显降雨过程。为此，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

公室于7月31日下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盛汛

期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加强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气象、水利、应急管

理、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加强信

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做好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

农田渍涝等灾害监测，及早发布灾害预报预警信息。

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公安、交通运输部门

要做好不利天气下的交通疏导工作,确保道路畅通；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要做好城市排水工作，防止城市内涝；水利、自

然资源部门要加强对中小河流、水库、塘坝、地质灾害隐患

点的巡查、排查和除险工作。

做好重点部位的风险排查工作。要盯紧重点部位和重

点区域，突出抓好燕山、太行山山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

尾矿库、工矿企业、城市低洼地带等部位和环京津地区、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雄安新区、冬奥会赛区等区域的气象灾害

防御工作。要对旅游景区、工厂、商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

所以及危旧住房、在建工地、土坡、南水北调主干渠等隐患

点进行拉网式明察暗访和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

做好盛汛期灾害性天气
防范应对工作

““雪如意雪如意””揭开面纱揭开面纱
冰雪健儿全力备战冰雪健儿全力备战

（上接第一版）要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

针，健全三位一体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创

新军事人力资源管理，培养德才兼备的

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延揽各方

面优秀人才投身强军事业。要更新管理

理念，提高战略素养，健全制度机制，畅

通战略管理链路，实质性推进军事管理

革命，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

源使用效益。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全党全国一盘

棋，军地合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强化国防意识，认真落实担负的有关

工作，在国防科技创新、国防工程建设、

国防和军队改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在军人家属随军就业、子女入学入托、优

抚政策落实和退役军人保障等方面积极

排忧解难。军队要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搞

好沟通协调，共同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推

向前进。

（上接第一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要狠抓排查整改落实，按照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确定

的重点领域，结合本部门本地区实际，

完善三年行动汇总表和问题隐患、制

度措施、追责问责三张清单，抓早抓小

风险隐患排查，限时整改到位。要狠

抓监管执法落实，下沉执法力量、前移

监管关口，加强随机抽查和督查督办，

对安全事故发生一起严查一起，对典

型案例公开曝光，杜绝查而不处、以罚

代处。要狠抓法规制度落实，将安全

生产工作纳入“十四五”规划编制重要

内容，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

加强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制

定实施，加大投入强化资金保障，建立

完善长效机制。要狠抓防汛工作落

实，在防汛关键期进一步排查风险隐

患，提高监测预警预报精准度，做好应

急预案、队伍、物资准备，确保各项防

汛举措落实落地。要强化组织领导，

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加强统筹协

调，各部门各市县齐抓共管、联动发

力，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保一方平

安，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创造稳定的安全环境。

省领导袁桐利、葛海蛟，省政府秘

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紧工作
奋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致敬！
一往无前的人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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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1800 多个日日夜

夜，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

瞬，却足以让中国人答出一份

“冰雪底子薄的中国如何办好

一届冬奥会”的高分试卷。

“冰丝带”“冰玉环”“雪

飞天”等场馆和设施陆续登

台亮相，“贫困县”摘帽成为

滑雪胜地，新“奥运标准”轮

廓初成……五年前的7月 31

日，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举办权时向世界作出

的庄严承诺，正一一呈现在冬

奥会筹办勾勒的画卷之上。

筹办全面进入测
试就绪阶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目前，冬奥场馆和基础设

施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亮相；

首钢滑雪大跳台建成并举办了

世界杯比赛；国家游泳中心完

成全冰面测试；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竞速赛道、云顶滑雪公园6

条赛道达到测试赛要求；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国家越野滑雪

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赛道

全部建成；京张高铁、京礼高速

全线通车，高铁北京清河站至

张家口太子城站仅需要50分

钟……按计划，到今年底，所有

竞赛场馆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将同步完工。

大型赛会的成功需要各方

合力，赛事组织和赛会服务、推

广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推

进。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

席卷全球，给北京冬奥会筹办

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北京市副

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

席张建东说，疫情之下，北京冬

奥会筹办做到了工作没间断、

力度没减弱、标准没降低。冬

奥筹办已全面进入测试就绪阶

段，尽管受疫情影响存在很多

不确定性，但有信心、有能力完

成各项筹办任务，确保两个奥

运成功举办。

冬奥为他们带来改变

2015年底，崇礼还是贫困

县，贫困发生率达16.81％，是

冬奥会让这个小城一夜成名，

带来了冰雪产业的大爆发。

作为北京冬奥会分赛区，

崇礼将承担大部分雪上项目赛

事。这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

大型滑雪场一个接一个建了起

来，赛事活动接二连三落户，崇

礼还被外媒评为2019年52个

值得前往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崇礼人终于捧起了家门口的

“雪饭碗”——2019年直接或

间接从事冰雪产业和旅游服务

人员达3万多人，其中包括过

去的贫困人口9000多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9年5月，崇礼退出贫困县

行列，彻底脱贫摘帽。

因雪而兴，不止于雪。崇

礼人有了“雪饭碗”，还要突破

“雪饭碗”，太舞滑雪小镇成为

率先尝试雪场四季运营的“吃

螃蟹者”之一。2019年夏天，

太舞接待游客达22万人次，超

过了当年雪季的20万人次，夏

季营收达5600万元。

不仅是崇礼，五年来，“北

冰南展西扩”步伐明显加快，各

地冰雪产业蓬勃发展，老百姓

们对冰雪运动的了解日新月

异，参与需求也与日俱增。“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正逐渐成

为现实。

北京树立新“奥运标准”

从2014年底全票通过《奥

林匹克2020议程》，到平昌冬

奥会开幕之际颁布“新规范”，

国际奥委会正努力对未来办奥

模式进行根本性重塑，“可承

受、可收益、可持续”成为国际

奥委会办奥新模式的目标。

重塑模式需要先行者，申

办时提出“以运动员为中心、可

持续发展、节俭办赛”三大理念

的北京责无旁贷。“可承受、可

收益、可持续”贯穿于北京冬奥

会筹办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新的“奥运标准”正一点点变成

现实：延庆赛区以就地、近地和

迁地的保护方式全面保护植物

资源，仅剥离表土就达8万多

立方米，如今这些表土已全部

回铺至生态修复区域内；北京

赛区大量利用2008年北京奥

运会场馆，并创新性实现所有

比赛场馆具备冰场和夏季项目

场地双向转换能力，2019年12

月，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成

功实现在泳池上架设冰壶赛

道，今年5月，“冰立方”又变回

“水立方”，完成了冰与水的全

过程转换；“冰丝带”拥有亚洲

最大的全冰面设计，1.2万平方

米的冰面面积充分考虑到赛后

可适应多种需求的群众性健身

活动；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奥运

史上第一届全部使用绿色清洁

电能的奥运会……

所有这些，都是巴赫在不

同场合多次盛赞“北京标准”的

原因，他说：“北京筹备工作高

效，在《奥林匹克2020议程》下

尽可能节俭，同时传承奥林匹

克精神、尊重运动员体验。因

此，我们非常有信心北京将为

《奥林匹克2020议程》树立新

标杆。”

“九万里风鹏正举”，当快

速、健康发展的中国和奥林匹

克运动再度牵手，世界将看到

一个更加开放、自信、有担当、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九万里风鹏正举九万里风鹏正举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五年来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五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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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中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记者 许付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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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澜澜）7月31日11时55分，省气象台发

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8月1日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邢台

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

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

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1日夜间到8月2日，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

中,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石家庄、衡

水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冰雹、短时

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日夜间到3日，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

西北部地区阴天间多云，其他地区阴转晴。

唐山、秦皇岛等地
防范强对流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