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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1月7
日， 延庆山区最低气温已降至零
下20摄氏度， 已经奋战15个月的
中铁十八局、 中铁十四局两支铁
军， 南北对向掘进， 在小海坨山
山体中胜利会师。 北京冬奥会延
庆赛区 “生命线” 综合管廊隧道
全线贯通。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核心区
位于小海坨山南麓， 将建设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两个竞赛场馆和延庆冬奥村、

山地新闻中心两个非竞赛场馆。
综合管廊作为延庆赛区基础性保
障 工 程 ， 为 延 庆 赛 区 造 雪 用
水 、 生活用水、 再生水、 电力、
电信及有线电视等硬件接入提供
通道。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为了将工程建设和各
种管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
低，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采用了
地下综合管廊方式进行建设。 综
合管廊南起佛峪口水库， 北至延

庆赛区核心区， 全长7.9公里，将
为延庆赛区冬奥赛事和冬奥会后
开展大众冰雪运动， 实现冬奥场
馆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市政保障。

据了解， 这是国内首次在山
岭隧道中建设综合管廊。 延庆赛
区综合管廊进口段海拔550米 ，
出口段海拔1100米， 垂直提升达
550米 。 其中 01标段平均坡 度
5％， 02标段平均坡度10％， 最大
坡度达到15％， 再加上施工所处
燕山山脉地质条件异常复杂， 不

同强度围岩交替出现， 导致施工
难度极大， 对技术要求极高。

该工程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
资有限公司 （简称 “京投公司”）
牵头组织实施， 中铁十八局、 中
铁十四局负责施工建设。 在北京
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重
大项目办、 市城管委、 延庆区的
大力支持下， 京投公司与设计、
施工等单位通力合作， 组建冬奥
管廊建设党员先锋队， 多次召开
专家会， 专题研究施工难题， 持

续进行科技攻关， 创新应用了大
坡度TBM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
机 、 软弱围岩钻爆法等施工技
术， 经过不懈努力， 开辟了山岭
隧道大坡度施工的先河。

京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 该项目于2017年9月正式开
工 ， 计划2019年9月具备通水 、
通电的条件， 先于场馆建设实现
完工， 为延庆赛区2020年1月陆
续开始的冬奥会各项测试赛提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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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生命线”全线贯通

本报讯（记者 白莹）1月7日，
第九届苏家坨镇快乐冰雪季系列
活动暨迎冬奥2019年狂飚乐园冰
雪挑战赛在北京汇通诺尔狂飚乐
园举办。 来自镇域地区20支队伍
300名队员、冰雪爱好者和镇域居
民共计1000余人次参加活动。

此次冰雪季活动设有两个冰
雪挑战项目及两个趣味体验项
目 ， 分别是雪地拔河 、 雪圈接

力、 雪地龙舟和雪圈保龄球。
2018年， 苏家坨镇完成乒乓

球、 羽毛球、 篮球、 足球等各项
体育赛事和冰雪指导员培训、 运
动科学健身知识讲座等30余次，
参与人数近万人。 丰富了当地群
众的体育常识， 满足了群众的体
育健身需求， 搭建了群众的体育
交流平台。

白莹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曦）近日，西
城区总工会组织80余名职工参与
“助力冬奥” 冰雪公益体验课活
动。 大家齐聚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内的17滑四季滑雪场， 体验了旱
雪这一新奇的滑雪形式。

据介绍， 该旱雪场是全国最
大、雪道种类最多、设置最专业的
四季滑雪场， 雪场的雪道由中国
制造“金针菇”旱雪毯铺设而成，
“金针菇” 的头部是为了增加润
滑，与喷雾机配合使用，尽可能让

滑雪者获得与滑真雪一般的滑雪
体验。

活动现场， 教练向大家讲解
了如何穿好雪鞋、 护具， 挑选雪
板、雪杖等基础知识后，随后就带
领大家领取雪具并穿戴整齐。 进
入场地后， 教练首先带领职工们
进行热身活动， 之后便开始了正
式教学。

重心转移、起步、减速、转弯
……教练边讲解边示范动作，职
工们也跟着学做起来。 “虽然这些

动作都是滑雪的基础技能， 但是
却决定着滑雪者今后技能水平的
高低。 ”教练介绍说。

活动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
并表示还会利用休息时间来学滑
雪，体验滑雪的乐趣。 “太感谢工
会组织的这场活动了，太好玩啦，
在滑雪学习的过程中， 我从中体
验到了滑雪运动的魅力。 之前和
教练的交谈，我收获颇多，也更加
喜爱这项冬季运动。 ” 一名刚从
雪道滑下来的职工说道。

西城80余名职工体验旱雪乐趣

1月6日下午， 滑雪战队举办
训练成果展示活动， 共分滑雪技
能编队展示 、 岗位作业技能展
示、 冰状雪造雪压雪技术展示三
部分， 并进行实战模拟演练。 记
者当日还获悉， 北京冬奥组委滑
雪战队在专业志愿者培训、 人才
培养工作上， 取得了扎实成效。

专业技能日趋成熟

滑雪技能编队展示过程中，
滑雪战队队员展示了护旗编队、
菱形编队、 技巧性编队3个科目。
7名队员采用交叉回转技术保持
队形，一阵雪雾飘过，前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王娇手擎战
队队旗，高速俯冲而下，像一只翱
翔的鹰掠过白色的大地。 随后，6
名队员组成菱形编队， 采用了回
转滑行技术保持队形， 娴熟的队
列滑在雪道上形成了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菱形编队展示刚结束，队
员们又展开技巧性滑行技术展
示， 在高速冲坡后用卡宾技术完
成360度回环，展现了队员们圆满
完成汇报任务的坚定决心， 也博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岗位作业技能展示立足专业
志愿者在赛时的岗位任务， 模拟
了高山滑雪平行大回转项目的作

业服务。 队员们分组从雪道起点
区出发， 精准地停留在赛道的不
同位置， 迅速展开了6组旗门安
装工作， 一刹那间， 过硬的持物
滑雪技术、 坡道停止技术和赛道
作业技能 ，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
来。 在赛道平整技术展示环节，
随着运动员模拟人员滑过旗门，
赛道平整人员按每组2人的编队，
迅速行动起来， 采用横滑降技术
除去赛道表面的积雪， 以此保证
每名运动员在相同的赛道条件下
参赛。 突然， 一名运动员模拟失
误冲撞旗门， 旗门杆和旗门布出
现了损坏， 旗门修复科目展示也
相应展开。 队员们迅速到达指定
位置， 重新树立旗门杆， 布置旗
门布。 当模拟比赛结束以后， 队
员们展示了旗门回收和持重物滑
行技能。 最后， 6名队员持战队
队旗， 采取交叉回转方式快速通
过坡面， 部分旗手在雪道上画出
同心圆， 让整个雪道充满了动感
与激情。

冰状雪造雪压雪技术展示环
节， 来自业主单位北控集团的滑
雪战队队员， 通过造雪、 注水、
压雪等步骤， 展示了冰状雪赛道
的制作过程。 冰状雪赛道是高山
滑雪比赛项目所需要的特殊技术
标准， 为达到最高为140-150公

里/小时的滑行速度 ， 雪道表面
必须保持结晶状态 ， 近似于冰
面。 目前， 滑雪战队队员已经完
成了冰状雪制造的探索过程。

系统培训结合团队特色文化

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 滑雪战队实行集
实战培训历练、 赛事工具应用、
外国专家指导、 培训基地承接和
团队文化建设于一体的人才培养
模式， 着力解决人才储备不足、
专业人才稳定性和保留性差、 技
能缺口大等问题。 滑雪战队总教
练王忠介绍说， “滑雪战队每周
末都展开集中培训， 现在已经组
织12次教学 ， 尤为注重实战培
训，结合赛事运行的实际情况，有
针对性地提高队员的作业本领和
实战能力。 ”同时，滑雪战队还注
重汇总和应用国际奥委会奥运会
知识管理 （OGKM）系统中的知
识、技能，给队员传授办赛经验和
工作本领。 王忠表示，“我们把国
际奥委会OGKM系统中的赛事
管理工具直接应用到滑雪战队人
才培养工作中， 让队员们接受了
系统化的赛事知识培训。 ”

在滑雪战队雪季集训过程
中，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部门的外
籍特聘专家还到雪场， 手把手地
指导队员开展了冰状雪制造工
作。 滑雪战队业主单位分队队长
吕泓佑表示， “冬奥组委聘任的
平昌冬奥会山地运行主任尼古拉
一直在雪场和我们并肩作战， 在
雪道造雪压雪过程中， 我们精耕
细作， 仅仅50米长的赛道， 往往
要压雪压上一整天。”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滑雪战
队注重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和
团队文化建设， 打造了一支 “召
之即来、 来之能战、 素质过硬、
作风优良” 的工作团队， 所有队
员都以滑雪战队为家， 以集体的
荣誉感为自豪。

海海淀淀居居民民畅畅享享快快乐乐冰冰雪雪季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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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年澳大利亚网
球公开赛将于1月14日开战， 日
前澳网公布了本届比赛男女单打
32位种子名单， 其中男单前三位
种子继续被四巨头中的德约科维
奇、 纳达尔和费德勒垄断， 而女

单前三分别是哈勒普、 科贝尔和
沃兹尼亚奇。 值得一提的是， 中
国球员王蔷也首次成为澳网种子
选手， 排名压过莎拉波娃、 奥斯
塔彭科等大满贯名将位列第21。

（艾文）

□本报记者 赵思远滑雪战队羽翼日渐丰满

本报讯 据 《天津日报 》 昨
日消息，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束某某等18
名 犯 罪 嫌 疑 人 已 被 依 法 刑 事
拘留。

2019年1月1日， 天津市公安
机关对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

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 1月2
日， 对在权健肿瘤医院涉嫌非法
行医的朱某某立案侦查。 截至1
月7日， 已对束某某 （男， 51岁，
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 等18名犯
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 对另2
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取保候审。 相
关工作正在开展中。 （西风）

王蔷首度成澳网种子选手

权健公司18人被依法刑拘

本报讯 中国奥委会全会日
前在北京召开， 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国奥委会人事变更的提案。

这份名单显示 ， 郎平 、 李
宁、 武大靖、 李琰、 冼东妹、 周
继 红 等 成 为 新 任 中 国 奥 委 会

委员。
另外， 会上， 国际奥委会委

员、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李玲蔚向
递补获得伦敦奥运会铜牌的链球
运动员张文秀颁发了奖牌。

（中新）

郎平李宁武大靖等上榜
中国奥委会委员名单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