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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办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

据新华社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 9月 15日
20 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
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
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
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
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转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在西安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9月14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开幕式前新闻发布会举行，陕西
省副省长、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方光华代表组委会通报全运会组
织筹备工作情况。开闭幕式力求
简约而不简单，开幕式 1.1万演职
人员以大学生为主。

今年7月17日，圣火采集仪式
在延安宝塔山成功举行，8月16日
在西安城墙永宁门广场举行了首
站起跑仪式，经过 28天、14个站
点、71.85公里、1000名火炬手的传
递，9月15日晚，点燃主火炬。

开闭幕式历来是大型体育赛
事的重点环节。此次全运会，紧扣

“建党百年、体育盛会”主题，力求
简约而不简单、节俭而不失精彩。
开幕式1.1万演职人员以大学生为
主，通过自愿报名、志愿服务的形
式进行组织和招募。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背景
下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组委会是

严峻的考验。在国家卫健委、体育
总局、公安部和驻陕防控专家组的
支持指导下，坚持“一赛事一方案、
一场馆一方案、一群体一方案”，严
格执行“疫苗接种+21天隔离或14
天健康监测+核酸检测+闭环管理”
防控措施，力保赛事期间疫情“零
发生”，确保涉赛参赛人员健康和
生命安全。

研究开发“全运通”疫情防控
系统，整合涉赛人员核酸检测、疫
苗接种、行程卡、红黄码等信息，将
防疫、安保、票务“三证合一”，实现
自助核验、远端防控、无感通行。

发布会上，省卫健委副主任马
光辉表示，所有参赛运动员自 8月
6日起封闭管理、技术官员到会前
7天居家封闭管理。十四运会疫情
防控专家组认为，当前福建省的疫
情对十四运会如期、安全、顺利举
办影响较低。但为严防疫情风险，
除了及时进行社会面管控外，还对

所有十四运会人员排查自 8月 26
日以来福建省旅居史；对已在陕西
涉福建省人员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双采双检，单管检测；对尚未来陕，
身在福建省的十四运会人员，由省
级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提供无风险
评估和封闭管理证明后方可来陕。

凡采取 14天封闭管理措施的

十四运会人员，在包机、包车采取
严格个人防护条件下允许来陕参
赛；未严格采取 14天封闭管理措
施人员，不允许来陕。抵陕后，对
涉福建省的十四运会人员进行双
采双检，未知结果前不允许出屋活
动，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谢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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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斌）9月 14日，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前新闻
发布会在西安举行。国家体育总局
副局长高志丹介绍十四运会相关
情况。

本届全运会共设 54个大项 595
个小项，其中竞技比赛项目设 35个
大项410个小项、群众比赛项目设19
个大项 185个小项。以陕西 13个市
区办赛条件为基础承办绝大多数竞
技项目比赛，将帆船、皮划艇激流回
旋、冲浪、霹雳舞、击剑、场地自行车
等场地条件要求特殊和新增设的 6
个竞技比赛项目52个小项安排在陕
西以外的浙江、山东、四川、海南、江
苏、天津、河南 7个省市举办。19个
群众比赛项目中，陕西省承办乒乓
球、羽毛球等 8个大项 82个小项比
赛，其他比赛在陕西以外举行。

高志丹表示，本届全运会既有
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火车头体协、煤矿体协、前卫体
协、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也有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
俱乐部等参赛单位，还有以个人身
份参赛的运动员。决赛期间共有1.2
万余名运动员、6000余名代表团官
员、4200余名技术官员参与比赛，
5300余名组委会、竞委会人员和 1.5
万余名志愿者参与服务保障工作，
1500余名新闻记者参与比赛报道。

决赛期间共有
1.2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一场盛会一张网“悦”“惠”天下长安客
——农行陕西省分行服务十四运会亮点频频

“最佳秋色在长安”。2021年9
月，西安必将成为中国“秋色最佳”
的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四届运动会、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
八届特奥会在这里盛大召开。在
这场体育盛会中，农行陕西省分行
凭借多年服务体育事业以及大型
运动会的担当和经验，成为第十四
届全运会金融类赞助商和第十一
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金融类
合作伙伴。

线上线下，场内场外，科技赋
能，多元打造。十四运会期间，农
行陕西省分行为来陕游客以及本
地消费者温馨编织了一张“看、吃、
游、玩、购”一站式服务“网”。票务
线上线下无缝链接；网点温暖“升
温”尽显“待客道”；借记卡、信用卡
优惠不断，花样繁多，能吃、能游还
能购……

看赛事 买文创
“第一次在家门口召开这么

盛大的体育赛事，心情挺激动，想
买张票收藏起来。”8月 20日一大
早,西安市民张女士就守在农行
西安港务西路支行门口等待购
票。“我抢到了网点售出的第一张
门票，太有纪念意义了。”当得知
自己买到了网点开售的第一张十
四运门票时，张女士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与此同时，很多外地游客也开
始在农行掌银APP搭建的专属线

上十四运专区浏览，对于他们而
言，网络购票更加便利。记者在农
行掌银APP十四运专区上发现，除
了可购买十四运门票之外，专区还
提供赛事活动预告以及十四运相
关文化知识。同时，为助力全民运
动，在掌银开设“微信运动助全运”
打卡抽奖活动并面向老师、学生及
家长开展“助力十四运”答题抽奖
活动。

为了方便大家“购”,农行陕西
省分行不仅在掌银APP上搭建了

“买文创”专区平台，同时也在辖区
内网点建立了文创专区。为了迎
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十四运期
间，西安客户不仅可以使用数字人
民币支付购买文创产品，还有望实
现线下代售门票数字人民币支付
功能。据了解，截至记者发稿，农
业银行陕西省分行共开通个人数
字人民币钱包 164.2万户，对公钱
包 7.5万户，实现交易笔数 22.6万
笔，交易金额 5500万元，商户门店
3万户。

据介绍，8月 19日，全国十四
运会体育比赛门票正式面向公众
销售，农行陕西省分行分布在 7个
地市的13个网点，拥有代理销售十
四运会门票资格。为全力做好本
届赛事的票务服务工作，农行陕西
省分行线上线下无缝对接，线上轻
松便捷，门票、抽奖环环相连；线下
温馨踏实，感受十四运会浓厚氛
围。农行陕西省分行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代售点售票、兑票共计
4700多张。

优惠多服务好
依托票务代售业务，农行陕西

省分行不断拓展服务范围，精细服
务项目，让全国游客在陕西除了看
比赛之外还能“嗨游”陕西。记者
了解到，活动期间只要关注“中国
农业银行陕西分行”微信公众号即
可参与“2021优生活 惠支付”系列
营销活动：1元购 10元美团外卖电
子券，10元购 20元三网通话费，15
元购 30元京东 E卡，20元购 30元
盒马鲜生通用电子券，50元购价值
200元生铁炖锅，100元购价值 358
元户外休闲椅组合……从外卖到
休闲椅，花样繁多，优惠不重样，满
足十四运会期间各方宾客多样化
的消费服务需求。

为了当好金融服务“东道主”，
让全国游客感受到农行“宾至如
归”的热诚服务，农行陕西省分行
组织全辖网点深入推进“服务升温
工程”活动。

以全运会上数万名运动员和
工作人员为重点，规范员工职业礼
仪形象，建立十四运绿色服务通
道，网点做好优先引导服务，提供
休憩、充电、热水、雨具、简单医疗
（医药箱）等爱心服务，提供老花
镜、口罩、现金袋、书刊等便民设
施，满足全运会和残特奥会金融服
务高标准需要。

认真做好残障人士、老年人等
特殊客户群体服务，为残特奥会运
动员重点提供无障碍服务，代售点
增配无障碍通道、轮椅、助盲卡等
服务设施。同时，赛事期间全辖网
点组织“最暖厅堂”评比活动，为运
动员和八方宾客提供整洁、明亮、
舒适的一流服务环境。

信贷“打卡”责任担当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带

动众多产业。以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为己任的农行陕西省分行，不仅
为广大游客提供了丰盛的、“惠”劲
十足的线上线下活动，在金融支持
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十四运
会场馆、设施以及交通建设等方
面，也充分发挥了国有大行的担当
作用。

据介绍，早在 2019年，农行陕
西省分行就已在全运村“打了
卡”。作为最早支持十四运会的国
有大型商业银行，农行陕西省分行
专门审批信贷资金，开通绿色通
道，采取前后台平行作业的方式，
成功审批了22亿元专项信贷资金，
发放 10.5亿元，全力支持全运村项
目建设。

三秦都市报全媒体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农行陕西省分行积极
作为，主动担责，充分发挥服务国
省重要部署“国家队”和“主力军’
作用，累计审批近百亿元贷款，投
放近 30亿元，先后支持了全运村、

西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外围道路
提升改善项目和西安浐灞右岸片
区建设。其中支持的香槐灞河大
桥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连续钢桁
梁桥，不仅是服务十四运的重要交
通干道，也是奥体中心周边最亮丽
的景观桥梁。

绿色发展 塑造品牌
为借助十四运会积极宣传

营销品牌产品，实现品牌渗透、
引发情感共鸣，树立绿色、进取、
健康、活力的良好企业形象，农
行陕西省分行持续打造“金融+
体育”融合营销宣传模式，续写
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开展品牌营
销宣传的新篇章。

近年来，农行陕西省分行以金
融产品和服务为纽带，积极支持

“体育强省”“健康中国”建设，不断
夯实“金融+体育”的“绿色金融”服
务品牌基础，持续参与全国性体育
赛事，探索出了一套农行金融服务
体育新场景模式。

农行陕西省分行有关负责人
表示，作为全运会官方赞助商，陕
西分行充分发挥着自己覆盖城乡
600多个网点的优势，全力服务全
运盛会，展现国有大行风采。未
来，将持续做好体育赛事金融服
务，不断探索金融服务赛事的新
模式，为陕西建设“体育强省”贡
献农行力量。

本报记者杨代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