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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各位嘉宾，我们现在到
达主活动场地，请大家根据工作人员指引
进场，小心地滑。”昨日上午8时40分许，一
辆贴有建州70周年庆祝大会会徽图标的中
巴车，稳稳地停在康定北门体育场入口附
近，一名志愿者的温馨提示让乘车人员倍
感温暖。

鲜花盛开需要雨露滋润，节会举办需
要后勤保障。9 月 17 日至 19 日，建州 70 周
年庆祝大会系列活动在康定举行，这是展
示我州 70 年发展成就、历史文化和州内干
群风貌的重要时刻。为把活动办好，活动
筹备领导小组在后勤保障工作方面下足
了功夫。

记者从州机关事务局获悉，自节会筹

备工作开始，该局就按照活动总体方案，按
照“零漏洞”“零失误”的办会要求，牵头组
织相关力量，全力抓好后勤保障工作。活动
后勤保障领导小组下设经费保障、食宿保
障、车辆保障、志愿服务、城乡综合治理、医
疗卫生、食品安全、应急保障8个工作小组，
该局作为牵头单位，先后组织召开联席会
议 8 次，编制了经费保障、接待、志愿服务、
城乡综合整治、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应急
保障7个具体工作方案，明确了各个小组的
职责分工和具体要求。在筹备工作中，强化
了沟通协调机制，各小组严格按照“岗位
制+责任制+清单制”的要求，建立了资源信
息共享平台。编制了《后勤保障组工作方
案》《后勤接待工作实施方案》。一名全程参

与节会后勤筹备工作的州机关事务局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我们的任务就是竭尽全
力，为活动提供安全周到、舒心温馨，又有
甘孜特色的后勤保障。”

交通保障责任重大。后勤保障组制定了
《车辆保障方案》《车辆运力保障安排表》，落
实了足够数量的大巴、中巴和小车，为每辆
车配备了业务过硬、服务周到的驾驶人员，
对每辆车的安全性能进行了严格检测，并认
真安排了行车线路。一名中巴车驾驶员坦
言：“开车二十多年，参与了好几场节会服
务，这次我特别谨慎，因为这是我们甘孜人
的大事、喜事，要把形象展示好。”一名从广
东来的嘉宾说：“从上车到下车，都能感受到
他们很用心。”

食宿服务是后勤保障的重要环节。后
勤保障组，对承担接待任务的酒店多次进
行检查指导，拟定了《来宾食宿安排表》，对
酒店从业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对 12 家承
担接待任务的酒店开展了消防安全、食品
安全、疫情防控等方面的专题培训。

志愿服务是展示形象的窗口。为做好志
愿服务，后勤保障组在全州范围内招募了志
愿者150余名，制定志愿者防疫方案和应急
预案，提前对志愿者进行了培训。节会期间，
志愿者们从多个环节、多个方面，为活动提
供了周到的服务。一名从青海来的嘉宾说：

“志愿者很细心、很大方，帮助初次到康定的
我避免了很多细节上的不便。”

记者 刘小兵

后勤保障重细节
甘孜日报讯 16日，记者从国网甘孜州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了解到，为确保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
康定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障重要用户、重要场所
可靠稳定供电，国网康定公司修编、完善了州庆保供
电方案，并以活动场所为基础，细化到“一点一案”，压
实到具体人员履责。

在本次州庆的主要活动场所康定北门体育场和州
民族体育馆，记者看到，国网康定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检
测发电车。“为了确保重点区域的保供电工作，我们布
置了两台发电车，一台放置新城体育馆，一台放置北门
体育馆，充分满足两个场馆的负荷，目前已完成接线。”
国网康定公司安全生产副总刘平说。

据介绍，为做好此次州庆保供电工作，国网康定
公司从 8 月起，组织开展输、变、配设备设施特巡工
作，现在已完成10 座变电站、27 条配网线路、9 条输
电线路全面特殊巡视，对涉及供电州委州府、新城体
育馆、北门体育场、姑咱若吉村、俄达门巴、住宿酒店
等地的线路进行了重点巡视，专项检查涉及此次保供
电台区120台，并布置两座应急灯塔，分别布置在新
城民族体育馆和北门体育场作为应急照明使用，确保
州庆期间电力保障万无一失。

刘平表示，在州庆活动期间，国网康定公司将落实
电网抢修值班人员、车辆安排及抢修备品备件，保持

“全接线、全保护”方式运行，全心、全力做好建州70周
年庆祝活动的电力保障工作。”刘平说。

记者 张嗥

“一点一案”保供电

甘孜日报讯 参与建州70周年庆祝大
会，对于每一位演职人员而言，都是庄重
而珍贵的机会。候场区百态，是建州 70 周
年庆祝大会群众文艺演出背后的辛勤付
出和感动。

昨日早7时，记者在康定北门体育馆2
号入口见到不少演职人员正席地而坐、背靠
背闭目养精蓄锐。来自雅江县的演职人员张
巴登告诉记者，他们凌晨 3 点就起床作准
备，4点就来到场馆内候场。辛苦训练了近一
个月，今天是真正检验成果的时候，张巴登
表示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但他相信所有的演
职人员一定会发挥出最好的水平，给大家带
来一场精彩的演出。看着他略带疲惫的面
容，记者不忍心继续打扰，匆匆结束了采访。

记者绕场一周后了解到，庆祝大会所
有的演职人员在凌晨5点之前全部抵达了
会场。在等候期间，有的选择闭目养神，有
的则是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提振精神。这
不，理塘县的演职人员利用自带的音响设

备在候场区开起了小型演唱会，一首节奏
明快的《仓央道歌在理塘》引发现场演职
人员共鸣，大家动情合唱，现场宛然一片
欢乐的海洋。欢乐的歌儿唱着，优美的舞
蹈也紧随其后。来自雅江的康巴汉子们在
候场区跳起了雅江锅庄，将康巴汉子的铁
汉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旭日东升》是文艺演出的第一个节目，
入场前，演职人员相互打气，通过深呼吸来
调节紧张的心态。“加油！加油！”参加演出的
演职人员互相鼓励着，一起自信上场。

在候场区，暂时还未上场的演员们或
聚在一起捧着手机看现场直播，或相互整
理妆发，或在角落一次次重温舞蹈动作、调
整表情，力求把最完美的姿态展示在舞台
上，还有的则是呼朋引伴合影留念。“这是
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得荣县陈智文说，正
因如此，大伙儿才分外珍惜，希望用照片记
录下这次难得的经历。

记者 张亚贤 文/图

甘孜日报讯 建州70周年庆祝大会群众文艺演
出在康定北门体育场举行，那里会不会成为一个垃圾
集中地？答案是“肯定不会”，因为哪里有垃圾，哪里就
有目光敏锐的保洁员。

早上 7 点进入体育馆，记者发现偌大的体育场
内干净明亮，完全没有垃圾的影子。走廊里，一位打
扫卫生的大婶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位大婶个子不
高，背似乎还有点驼，但她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走廊
的地面。

哪里有纸屑，哪里有塑料袋，她就冲上前用扫帚
将其“收缴”，然后又继续往前走，时刻注视着走廊的
地面，看样子，任何垃圾都逃不过她的“法眼”。记者上
前拦住她想采访，她却并没有停下脚步，记者只好紧
随着大婶的脚步，边走边抓紧时间采访。

大婶名叫陈康琼，是体育场的保洁员。她说，为了
保障活动期间场内的环境卫生，相关部门从其他地方
增派了10多个过保洁员过来，现在共有30来人分工
合作，负责保持场馆内的清洁卫生，她主要负责B1至
B2区域。16日彩排结束以后，大家对体育馆进行了彻
底的打扫。17日凌晨5点她就来到了场内，在自己负
责的区域内巡走，及时清扫馆内垃圾。正说着，大婶看
到前方有个矿泉水瓶“躺在”墙角，她麻利地走过去将
瓶子“收入囊中”。

当记者问到，今天是否有时间看演出时，她连连摆
手道：“哪里有时间看哦！”身处场馆内却不能实地观看
演出，大婶却也不觉得遗憾，“演出的时候更要确保场
馆内没有垃圾，要给观众和嘉宾营造一个清洁的观演
环境，不能给甘孜丢人。演出完了可以看直播回放嘛，
这个都是小问题，手机上还能多角度看呢。”

大婶临走时丢下一句话：“现在还不是最忙的时
候，等活动结束就更忙了！”

记者 张亚贤

保洁大婶最忙碌

甘孜日报讯 昨（17）日，建州70周年庆
祝大会群众文艺演出在康定北门体育场上
演。18个县（市）代表队拿出看家本领一一登
台，精致的道具、精心的编排、独具特色的服
装皆是本次演出的看点。此外，不断变换的背
景文字和图案也是此次文艺演出的一大亮
点。它由康定中学学子手持不同部分的喷绘
彩图，坐在梯级看台上，随着节目的进行，变
换出不同的图案和标语。

早上7点30分左右，记者来到这片特殊
的学生方阵时发现，不少学生把课本带去了
现场，正趁着候场间隙埋头苦读。据康定中学
老师李虓伟介绍，同学们是排练队伍中进场
时间最晚、排练时间最短的一个团队，“在不
耽误课程的情况下，孩子们将所有能抽出来
的时间全部奉献给这次演出了，所以每次排
演总是格外地认真，丝毫没有怨言，为了节约

时间，同学们还利用训练期间短暂的休息时
间，埋头温习课本、做作业。”

记者随机采访了其中一位正在复习功课
的同学，她叫胡建花。“今天早上来得挺早的，
不能浪费候场时间，基本上同学们都会随身
带上书本，休息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谈及
排练最难的事时，胡建花表示，几乎每个节目
都要变换背景，他们不仅要牢记喷绘彩旗的
变化顺序，还要做到整齐划一，才能有良好的
演出效果，这对大家的默契度是个重大的考
验。“昨天彩排的时候在大屏上看到我们方阵
的镜头，我们都震惊了，真的没想到我们能做
到这么好。”一旁的同学余昊玲满脸骄傲地对
记者说，“虽然训练动作有点枯燥，但是一想
到能在建州70周年的庆祝大会中留下自己
的印记，就觉得非常值得！”

记者 张亚贤 文/图

学习演出两不误

相互鼓励增自信

甘孜日报讯 9月以来，围绕甘孜州成立70
周年庆祝大会安保工作，州、市公安部门以最严
标准、最严要求、最严措施更加强化社会治安管
控工作。

昨日凌晨3点过，安保组、交通保畅组干警
便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投入到庆祝大会的安
保和交通保畅工作当中，他们以理性、文明、规
范的执法，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在康定城区每个
路口，随时可见正在治安巡逻的警察和执勤的
交警，下桥至北门体育场路段的安保和交通管
制力度明显加强。“从这里到北门体育场，每隔
十来米就有我们执勤的交警、民警，这样既方便
路人咨询，也方便我们现场疏导，确保参演人
员、观看人员的畅通、安全。”执勤交警在指挥交
通的间隙告诉记者。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配戴好口罩。”“大哥你
找错方向了，你是往那边走。”“阿嬢，你的位置是
往左边走。”……在北门体育场，民警除了安保执
勤以外，还帮助行动不方便的群众找寻座位，或
为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

据州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期间，
州公安局主要以强化街面巡逻、强化治安清查、强
化交通整治“三个强化”来筑牢州庆期间安全防
线，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交通安全、通畅。前期工作
中，公安、交警部门分工协作，对各类行业场所、重
点区域开展清查整治，加强对流动人口、重点人员
的摸排管控，着力根除治安隐患、净化社会环境，
并围绕构建道路交通安保三级“防护圈”“减量控
大”相关工作，相继组织开展了交通手势、着装规
范、道路疏通、违法处理、摩托车驾驶技能等业务
技能培训，全方位进行了交通秩序大整治，加大了
道路交通管控力度，重点对乱停乱放、酒后驾驶、
超速行驶、客车超员、货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整治，营造了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据了解，此次安保成立16个专项工作小组，
投入州市两级警力700余人。

见习记者 德央 文/图

保安保畅齐发力

图为演职人员等待进场。

图为民警正在庆祝大会现场。

图为康中学子趁着排练间隙看书。

丹巴县大雪水电站、丹巴县燕窝沟一级电
站和丹巴县燕窝沟二级电站，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和 2020 年 9 月 2 日在丹巴县人民政府
网站（官网）进行了三个电站环评一、二次公示。
如需了解详情，敬请浏览丹巴县人民政府网站

（官网）。
特此公告

丹巴县吉源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18日

丹巴县大雪水电站、丹巴县燕窝
沟一级电站、丹巴县燕窝沟二级电站

第二次公告

遗失启事
丹巴县项目促进中心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丹巴支行开立的银行开户许可证（账户名
称 ：丹巴县项目促进中心 ；基本存款账户：57210
1040012712；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130000630
01开户许可证编号：651000831147）遗失作废。

丹巴县项目促进中心
理塘县藏坝乡小学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理塘县支行开立的银行开户许可证（账户名称：理
塘县藏坝乡小学；账号：22-58710104008820；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825000024901）遗失作废。

理塘县藏坝乡小学
德格县阿须镇让尼村村民委员会编号为：

5133309000427公章遗失作废。
德格县阿须镇让尼村村民委员会

炉霍县人民医院发出生证明编号为：Q5107
3172遗失作废。

登真拉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