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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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运你我他

古都新地标场馆科技范

灞水之滨，俯瞰，巨型石榴花舒展绽放，近
瞧，丝绸缎带柔美飘逸。西安奥林匹克体育中
心，是第十四届全运会的竞赛场馆，已成为古都
新地标。

“太神奇了！比赛还能这样看，想看哪里随
心点，不错过每个细节。”参观者刘宁连连赞
叹。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内安装的多台高清摄
像车可多角度、全方位进行拍摄，实现超高清多
频转播。不论是比赛区还是教练席，观众都可
以通过VR实现360度无死角观看。

西安奥体中心主体育场拥有一颗“智慧大
脑”。设计安装六大智能化系统、63个子系统，
集体育竞技、观赛体验、媒体转播、全程服务、智
慧安保于一体。“这是国内首个5G技术全覆盖
的体育场馆，我们建设了大数据统一平台，消
防、电力、能耗等均实现可视化管理。”项目相关
负责人贾晓刚说。

“我觉得这个馆是世界级的！”跳水世界冠
军谢思埸在体验后由衷赞叹。西安奥体中心游
泳跳水馆，通过屋面太阳能光伏发电、地下一层

“燃气热水锅炉”余热回收、馆内空气源热泵提
升利用率，让10.4万平方米的场馆恒温调节，实
现低能耗和高利用。

有心人会发现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地面四
周有许多小孔，它们是制冰管道的输出口，1800
平方米冰场制冰工作仅需48小时就能完成，实
现篮球场和冰球场的快速转换。

高科技、高标准比赛场馆的建设运营，背后
是陕西速度和中国力量。

历时964天，4个月完成15万平方米主体结
构施工，3个月完成102万吨钢结构吊装，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如期竣工通过验收，较同类体育
场建设效率提高近30%。主体育场塑胶跑道物
料是搭乘长安号货运班列由欧洲运抵西安的。

今年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到
位，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正式为十四运会智慧奥
体保驾护航。

本次办赛还将实现“零碳全运”。陕西全省

41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59家赛事场馆达成“绿
电”交易，成交电量1.38亿千瓦时，预计可减少
煤炭燃烧6.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1.17万吨，所
有场馆都将100%用上陕北的清洁“绿电”。

据了解，本次全运会将在一个月的时间
里为观众奉献300多场高水平赛事转播，将会
有 1/3的热点项目采用 4K格式制作公用信
号，这也是国内大型综合运动会首次大规模
提供4K公用信号。

办好一次会扮靓一座城

“赶紧拍几张发朋友圈！”阳光明媚，绿意葱
茏，62岁的李芸柯漫步在幸福林带，“咔嚓咔嚓”
快门声不断。她说，“我在这附近住了半辈子，
多年的‘老乱破’成了‘新净美’，咋能不兴奋！”

今年7月，被誉为“世纪工程”的幸福林带
甫一亮相就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幸
福林带全长5.85公里，占地面积1134亩，栽种
树木5万余棵，绿化覆盖率达85%以上，不仅
成为西安的一叶绿肺，还承载了群众健身、地
下商业、地铁配套、市政道路等多种功能。

开窗见绿，出门入园，生态底色不断擦
亮。全长293公里的“三河一山”绿道串联起
全市10个区（县），总绿化面积达到933万平
方米。群众身边的“口袋公园”和绿地广场已
达1100余个。

一场盛会，就是对一座城市的“考试”，更为
城市发展按下“快进键”。“只留经典不留遗憾，以
迎十四运会为契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
伐。”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浩表示。

城市交通建设改造加速推进：西安地铁
通车总运营里程达到259公里、建成17条快
速路和 11座大型互通立交、59条断头路打
通、599条背街小巷完成道路改造提升。

“以前上班都得停个三四次，现在一次都
不用停。”市民刘冶每天上班都要途经未央路，
感觉绿灯明显多了。这是“绿波带”的功劳，新
建成的“西安交警大数据+信号智能调优系

统”，可以控制全市1300多个信号灯，通过114条
“绿波带”的调控让市区道路通行效率提升23%。

民生工程，兼顾“面子”与“里子”。西安持续
推进“三改一通一落地”，改造老旧小区1861个，
惠及群众28万户，拆除违建1952处，落地架空线
缆1053.7公里。

“今天多骑了3公里。”张倩下了健身车，扫扫
二维码，便能显示各项运动数据，截图、发朋友
圈，一气呵成。自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增添了
智能健身器材，她便时常来“打卡”。

十四运会带来“健身热”，西安正在全力打造
“15分钟健身圈”，在社区、广场和口袋公园等增
加升级健身设施。“我们今年将在全市举办不少
于400次的社区全民健身活动，全年培训社会体
育指导员不少于1000名。营造月月有比赛、周周
有活动、处处有健身的良好氛围。”西安市体育局
副局长邵芳说。

全民迎全运奉献你我他

“你瞧，多可爱！”出租车司机李博卖力地擦
着车，不久前，他的车刚刚换了新装，印上了全运
会的吉祥物“秦岭四宝”。

今年是他开出租的第20个年头，为了迎接八
方来客，他不仅在后座椅背上准备了抽纸、矿泉

水，还买了几套兵马俑纪念品送给外地乘客。
“出租车往往是游客对城市的第一印象，这几天
我正在熟背西安的景点知识和人文历史，到时
候好好为乘客介绍咱西安，希望他们都能在西
安留下美好回忆！”李博说。

迎接全运会，各行各业的奋斗者默默付
出。全运会“掐表倒计时”，西安奥体中心一派
繁忙景象。“欢迎您的到来！”志愿者“小秦宝”
韩祎菲亲和的微笑给人温暖，“希望让来宾感受
到西安人的礼貌热情。”

学习形体礼仪只是第一步，场地器材管理、
协调场馆调度、应急突发处置等都是“小秦宝”
们的职责。共有4200多名“小秦宝”为十四运
会西安赛区提供服务。

周末干啥去？做公益去！在西安，以市民
群众为主体的11.6万名社会志愿者提供的公益
服务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为迎接十四运
会，西安市委文明办推出“周末哪里去 ·一起做
公益”全民志愿服务，重点围绕文明创建、卫生
健康、城市治理、扶残助老等内容，策划组织具
有特色的常态化社会志愿服务项目。全市现已
开展“周末公益”活动2300余场次，参与志愿者
60余万人次。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在开幕式来临前夕，
十四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展演已热烈开展，广播
操、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深受群众喜爱的项目线
上比拼，吸引了全国各地的766支队伍、6800多
人参赛，网上视频浏览量已突破1亿人次。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副司长邱汝说，在全
运会设置线上群众赛事展演项目在历史上尚属
首次，目的是让广大群众关注体育、参与体育、
享受体育，推进全民全运深入人心。

一座小的“石榴花”，静静立在经金山的展
示架上。“只不过那座‘石榴花’是钢铁，我这个
是竹扎的。”作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竹
扎技艺传承人，经金山用这件作品迎接十四运
会。每天，经金山都掰着指头算全运会到来的
日子，“好多人跟我一样，天天盼着呢！”

（原载9月14日《人民日报》）

全运会助力西安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记者王乐文原韬雄

秋风生渭水，锦绣长安，盛会吸引全
国目光。

宝塔山下，迎来全运圣火。途经陕西
13个市（区），历时28天，全程72公里的
传递，圣火将于9月15日在西安奥体中心
体育场熊熊燃起。古都西安，即将迎来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4年精心筹划，现代化体育场馆惊艳
亮相、新地铁线多线齐发、幸福林带和“三
河一山”环线绿道建成开放、15分钟健身
圈基本形成……

一场全运会，一座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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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未央区西安市未央区““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之九系列报道之九

宽阔整洁的路面，简明靓丽的
楼群，错落有致的绿化……小到一
盏路灯、一株绿植，大到路面改造、
物业安防，从去年到今年，72个颜
值高、气质佳的“新”小区在未央区
应运而生，这是未央区在落实老旧
小区改造中取得的战果。

9月 10日下午，记者来到未央
区未央宫街道枣园安居小区，谈起
居住环境的变化，居民们个个竖起
了大拇指。居民王师傅告诉记者，
小区始建于 1997年，是西安市最大
的安居小区之一，长期以来存在屋
面漏水、违章搭建、楼梯间杂乱、道
路破损、绿化缺失、缺少照明等老
旧小区的通病。“经过改造，我们小

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路灯亮
了，公共视频有了，进出的路更平
了，住得更安心了!”

菜场综合楼小区始建于 1997
年，拥有 1栋楼 29户居民，该小区
下水管道严重老化经常堵塞，居民
生活苦不堪言。根据老旧小区改
造实施方案，室内下水管网改造需
在居民意见统一且承担适当改造
资金的情况下，方可同步进行改
造。未央区工作人员得知这一情
况后，迅速联系实施改造的中建七
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会同小区居
民共同研究并确定了下水管网改
造实施方案，对该小区室内下水管
网进行了改造，彻底解决了困扰小

区居民的难题。
龙翔花园小区楼面破旧，由于

长期没有物业管理，小区内公共空
间和楼顶乱搭乱建、生活垃圾随意
堆放、机动车辆肆意占道等现象严
重；居民擅自接拉电线、电缆、光缆
等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屡见不
鲜。该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计
划实施后，未央区根据《未央区加
强物业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关于
进一步加强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管
理工作实施计划》以及《红色物业
工作标准》，下“硬茬”对该小区存
在的物业管理问题从根本上进行
了解决。

据了解，2020 年，未央区共对

63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涉及居民
20299 户，楼宇 712 栋，改造面积
187.17万平方米，居民意愿满意度
均已达 95%，市、区级评估验收合
格 63 个，评估验收工作已全部完
成。今年，该区计划并已完成明光
路南段 180院、龙翔花园等 9个老
旧小区改造任务，涉及居民 1567
户，楼宇 31栋，建筑面积 14.88万平
方米，现已完成验收。老旧小区改
造过程中，未央区本着经济、适用、
美观、便捷的原则，相关单位对改
观小区面貌、改善房屋功能、改善
基础设施、改优居住环境等 28项内
容逐一排查，对小区上下水管网、
电力电缆等基础设施进行更新改
造，切实让居民感受到“旧小区里
的新感觉”。

“完善配套设施、改善景观环
境、提升房屋质量及居住功能、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未央区相关
负责人说，特别对老旧小区的外墙
节能改造过程中，额外增加了楼体
挑檐、腰线、窗套等元素，丰富了建
筑的立体感;在规整空调外机过程
中，对所有空调管线进行线型梳
理，并增加百叶外罩装饰，整体提
升了建筑风貌。到目前为止，未央
区 72 个老旧小区改造全部完成，
21866户居民居住环境得到显著提
升。同时，未央区还建立了长效管
理机制，指导和推动全区聚焦物业
管理工作，共同破解老旧小区物业
管理难题，实现物业服务管理“全
覆盖、全收费、全管理”的新目标。

王利利 张屯 赵丽莉

旧小区“改”出“新感觉”
未央区72个老旧小区“华丽转身”

为做好十四运会各项保障工作，陕煤运销
集团彬长分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统筹协调
运力，科学配置资源，全力确保省内煤炭供应，
助推十四运会顺利召开。

据悉，该公司提前安排部署，主动对接下游
客户，及时了解各用煤单位日常煤炭消耗数量，
紧盯库存储备情况，不断完善细化保供方案；坚
决执行“基准价+浮动价”定价机制，稳定煤炭价
格；加强产销全链的联动协调，强化现场管理，精

准组织调运，确保煤炭发运顺畅、保障有力。
同时，严格落实各级防疫要求，坚决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人员管控工作。聚焦环境
卫生、文明素养、环保理念、移风易俗、文化服
务等方面，开展“喜迎十四运 人人讲文明”活
动，积极倡导职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争
做精神文明建设的传播者、实践者和引领者，
以自己的言行举止展现三秦人奋进新时代的
精神风貌。 田茅李雨倩

陕煤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
做好煤炭保供 为十四运会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