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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
赛暨2019云台山旅游节开幕式将于9月
16日在市太极体育中心举行，9月14日
将举行开幕式彩排。为保障开幕式彩
排及正式举行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决定对市区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
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
（一）交通管制时间
2019年9月14日17时至开幕式彩排

结束。
2019 年 9 月 16 日 17 时至开幕式结

束。
（二）交通管制路段
1.丰收路：丰收路与长恩路交叉

口—丰收路与文汇路交叉口
2.龙源路：龙源路与长恩路交叉

口—龙源路与文汇路交叉口
3.山阳路：山阳路与人民路交叉

口—山阳路与碧莲路交叉口
4.文汇路：文汇路与丰收路交叉

口—文汇路与龙源路交叉口
（三）交通管制要求
在管制时间内，所有机动车禁止在

交通管制路段行驶、停放。“一赛一节”开
幕式相关车辆要按执勤民警指挥到指定
区域停放。交通管制解除后，恢复正常
通行。

二、临时停车区域
观看开幕式的观众要将车辆停放在

指定停车区域，严禁乱停乱放。
1.机动车停车区域：
人民路与长恩路交叉口—人民路与

文汇路交叉口道路两侧

长恩路与人民路交叉口—长恩路与
龙源路交叉口道路两侧

中原路与人民路交叉口—中原路与
碧莲路交叉口道路两侧

碧莲路与山阳路交叉口以东路段两
侧

2.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山阳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山阳路与

丰收路交叉口两侧人行道
三、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按指示标志、标线、交通信号
规范行驶 （行走）、停放车辆，并服从
执勤民警指挥。对违反通告规定，不听
劝阻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特此通告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

第十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
暨2019云台山旅游节开幕式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孙军）第十届
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暨
2019云台山旅游节将于今日20时
在市太极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
截至昨日，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
部就绪。来自海内外的嘉宾将齐
聚焦作，共庆盛会。

今年，市委、市政府着眼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了以

“一赛一节”为工作主线，纵深推
进“四城联创”，倒逼全市各项
工作上台阶、上水平的重大决
策。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一赛一节”指挥部及各工
作组、各相关单位、各县 （市）
区积极筹备，集中力量，加大中
心城区净化、美化、绿化、亮化
力度，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赛
事场馆、外事接待、住宿餐饮、
旅游观光、交通出行、电力保障
等服务和安全工作的各项准备工
作进展顺利，全部在开幕式前就
绪。

“一赛一节”期间，莅临我市

的党政宾客、商贸团队、旅游团
队、新闻媒体等，以及来自国内
外太极拳 （武术） 团队的总人数
将超过万人。为了保证服务标准
和质量，“一赛一节”指挥部办公
室和会务服务组对全市宾馆、酒
店的规模、设施，软件、硬件进
行调查，确定11家为服务“一赛
一节”接待宾馆。各有关部门认
真开展后勤、接待、交通、通信
等服务工作，对接待酒店和宾馆
进行集中提升，对服务人员进行
专项培训。“一赛一节”期间，我
市将用高标优质、周到细致的接
待服务迎接海内外宾朋，展示焦
作热情好客、以诚待客、开放文
明的良好形象。

城市面貌得到改变，文明新
风扑面而来。市容交通组各成员
单位精心组织，将“一赛一节”
与“四城联创”尤其是文明城市
创建的相关活动联动配合，全市
人民同心合力、众志成城，每个
单位、每位市民都是参与者、推

动者、监督者，有序推进市容秩
序整治、环境卫生管理、户外广
告整治、市政设施管理、交通秩
序整治、园林绿化、公交客运等
方面的工作，在全市掀起市容市
貌整治高潮，以创造整齐有序、
和谐优美的城市环境，向海内外
来宾展示“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的建设成果。

为高标准筹备好体现国际
范、焦作风、山水情、太极韵的
开幕式，经过招标，河南电视台
河南大象融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主创团队策划组织开闭幕式活
动。按照开幕式方案要求，我
市积极抽调参演人员，从我市各
大高校、小学和文艺团体中抽调
1200 余人，所有参演人员全力
以赴地投入排练，起早贪黑，加
班加点，甚至冒雨排练。公安、
消防、体育、文化广电和旅游、
教 育 、 应 急 管 理 、 工 信 、 住
建、医疗、供电、通信等部门
以及各相关学校、县区主动担

当，通力合作，精心组织，高
标准做好开幕式的各项筹备工
作。

市公安局专门成立领导小
组，制订了“一赛一节”安全保
卫方案，调动警力1200余人，按
照任务分工，全方位、多角度、
深层次对“一赛一节”活动进行
安全保卫。该局在全市抓稳控化
解、平安创建、安全整治和疑难
信访问题攻坚解决等工作的同
时，确保“一赛一节”期间各项
活动秩序井然。

志愿者历来都是“一赛一
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本
届“一赛一节”中，团市委面向
全市发布招募志愿者信息，经过
分类选拔，最终 197 名志愿者成
为赛节服务人员。他们接受了志
愿服务、公共礼仪、应急疏散、
应急医疗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并
经过市体育局进行的岗前培训。
他们将为“一赛一节”提供外语
翻译、赛事服务、场地服务、团

队接待、安全保障等不同类型的
志愿服务。

竞赛活动是太极拳交流大赛
的核心内容。目前，竞赛活动相
关筹备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为
了保障本届大赛安全、顺利、有
序进行，市体育部门连日来对比
赛场馆设施再次进行全面检查。
截至昨日，各项竞赛组织工作也
已到位。市体育部门还对场馆运
行、器材使用、裁判执裁等进行
了一次模拟检验。作为本届“一
赛一节”的主战场，市太极体育
中心从去年开始相继实施了绿
化、亮化、美化、安保和智慧园
区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太极
体育中心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

精心整治迎赛节，万事俱备
待客来。目前，370多万热情好客
的焦作人民已经作好准备，以满
腔的热情和诚意期待着五湖四海
的宾朋到来，共同参与和见证一
届更出彩、更精彩、更成功、更
绚丽的盛会！

“一赛一节”，我们准备好了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秋
雨洗去细尘，人民路及其绿化
带变得更加清新，呈现出最美
的容貌。为喜迎第十届中国焦
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暨2019
云台山旅游节，装扮城市面
貌，市住建部门近期开展了人
民路 （普济路至中原路） 绿化
带提升工程，对人民路进行绿
化带补栽、更换花草，让绿化
上档提质；对绿化带内 180 个
配电箱进行彩绘，使其与周围
的绿植融为一体。

据介绍，人民路绿化带提升
工程的主要内容有：更换个别因
干旱枯死的草皮，更新适合秋季
景观的花草，补栽因人为破坏、
自然死亡而缺失的绿植。

为了确保成活率，园林绿
化工作人员采取了浇灌等措
施。天公作美，趁着前几天降
雨，有利于补栽花草的成活，
园林绿化工作人员抓紧时间工
作。目前，提升工程已经圆满
结束，效果已经初步显现，进
一步改善了人民路绿化带的景

观效果，提升了市容市貌。
此外，人民路绿化带内配

电箱的彩绘工作也已经结束，
受到了不少市民的点赞。

此前，市住建局联合市文
联，决定在“一赛一节”开幕
式前给市人民路 （普济路至中
原 路） 绿 化 带 里 的 配 电 箱

“穿”上新衣，让它们与周围的
绿植融为一体，让环境更加优
美，让人更加赏心悦目。

记者日前看到，配电箱彩
绘的主题是绿色世界，有郁郁
葱葱的乔木，有青翠欲滴的小
草，也有清雅脱俗的竹子。之
前这些看上去不太美观的配电
箱，经过专业人员的巧妙设计
绘画，为其披上了一层新衣，
也给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真想不到，配电箱经过彩
绘会变得这么漂亮！”9 月 13
日，一名市民看到配电箱上的
彩绘后赞叹。“一看就有专业范
儿，简直就是精心创作的美术
作品！”市民刘檬激动地说。

人民路盛装迎赛节

本报讯（记者焦娇） 9 月
10日晚，市妇联联合市委宣传
部、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
会，在龙源湖公园北广场举行
巾帼宣传队汇报演出，为办好
今年的“一赛一节”营造良好
氛围，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礼。

据了解，组建巾帼宣传队
是市妇联围绕全市中心工作，
紧扣时代发展主题，探索创新
的又一条工作思路。今年年初
以来，全市 864 支巾帼宣传队
通过快板书、小品、戏曲、歌

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共
开 展 各 类 宣 传 活 动 500 余 场
次，宣传党的主张、传播党的
声音，凝聚了广大妇女积极投
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示
范城市和打造“精致城市、品
质焦作”的磅礴力量。

活动现场，《助力“一赛一
节”》《绣红旗》《2020 畅想》

《剑舞太极》等一个个精彩节目
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展示
了我市妇女同心协力助力本次

“一赛一节”圆满成功的信心和
决心。

我市巾帼宣传队
助力“一赛一节”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为
喜迎“一赛一节”，向中外宾客
展示焦作城市形象，致力打造
中国首家太极文化主题酒店的
温县海旺弘亚温泉大酒店从细
节入手，全力做好服务接待工
作。

海旺弘亚温泉大酒店是我
市“一赛一节”接待酒店。“一
赛一节”期间，参加2019中国
功夫之旅品牌推广协作体年会
的部分嘉宾将入住该酒店。“一
赛一节”前夕，来自厄瓜多
尔、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塞
拉利昂等10多个国家的商务部
援外太极拳培训班学员也一直
在此训练备战。

为做好服务接待工作，该
酒店专门成立了接待小组，邀
请郑州五星级酒店专家前来为
员工开展技能培训，并主动派
人到焦作迎宾馆参观学习，通
过“请进来”“走出去”，进一
步提升酒店的服务接待质量。
同时，严把食品安全关，根据
入住客人的饮食习惯和喜好准
备美食；提供全天24小时客房

专职管家服务，随叫随到；安
排夜班应急值班车，随时待
命。在培训班学员训练之余，
该酒店还通过组织足球赛、篮
球赛、太极拳交流活动等加强
互动、增进感情。

为让来到“太极圣地”的
宾客感受太极拳的魅力，该酒
店每天早上都在一楼大堂举办
太极拳必修课活动，并为酒店
承办的各类活动免费提供太极
拳助兴表演，这些增值服务格
外受欢迎。为营造浓厚的“一
赛一节”氛围，该酒店牵手24
家太极拳武校，通过酒店文化
墙展示博大精深的太极文化，
同时在一楼大堂设置“一赛一
节”倒计时展板，吸引不少太
极拳师、太极拳爱好者和宾客
拍照留念。

海旺弘亚温泉大酒店优美
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受到宾客
一致好评。“这里设施齐全，酒
店管理者和服务员对我们很
好，我非常享受在这里的训练
时光。”来自贝宁的丽德文评
价。

温县海旺弘亚温泉大酒店

全力做好服务接待工作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全方位提升，立体式备战，
只为了“一赛一节”完美呈现。

在“一赛一节”即将拉开序
幕的时刻，我们终于可以舒缓一
下紧张已久的神经，向五湖四海
的宾朋道一句坚定的承诺：欢迎
你们，我们准备好了！

城市绿化亮化、老旧楼院改
造、街道美化……为了“一赛一
节”，我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让城市面貌大变样，城市品质更
上台阶。

从细处说，“一赛一节”的
各种后勤保障、服务、安保等也
准备好了。

景区：以靓丽姿态迎宾

云台山景区在软硬件方面全
面提升。更换标志标牌、导览
图，完善游客集中区域的服务设
施，增加无障碍设施数量，提升
游客体验度、舒适度和满意度，
持续开展救护、礼仪、安全等各
类专题培训。陈家沟对景区全面
改造提升，该景区的导游服装更
具东方风情。焦作影视城大红灯
笼高高挂起，喜迎八方宾客。

公安：筑牢安保维稳屏障

9月11日下午，市公安特警
支队联合定和派出所在市太极体
育中心体育场举行反暴恐演练。

9月13日上午，我市在东方
红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大庆暨“一赛一节”安保动员誓
师大会，要坚持最高标准、落实
最严要求、采取最硬措施，统筹
政治安全、反恐防恐、维护稳

定、公共安全等各领域各战线各
战场，从严、从紧、从实、从细
抓好安保稳定工作，筑牢安保维
稳的“铜墙铁壁”。

公交：开辟绿色通道

记者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
该公司对所有参加“一赛一节”
的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等
开启持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市区公
交车的绿色通道。积极做好赛节
后勤保障工作，持续开展“文明
使者”志愿服务活动，安排专人
在客流高峰时段、市内主要路段
大站点引导市民及外地游客准确
高效乘车；加大防暴恐、消防安
全及“三品”检查力度，坚决杜
绝易燃易爆危险品上车；完善值
班制度，确保信息通畅，公交服
务热线全天 24 小时解答、受理
乘客的各类咨询和建议。

供电：保障用电安全

为保障“一赛一节”用电，
焦作供电公司专门制订了“一赛
一节”保供电工作方案。根据方
案，“一赛一节”期间，该公司将
对涉保电区域的电缆井、配电房、
应急电源等设备进行不间断检
查、测温；体育场馆中间，6台
专变全力保障现场灯光及舞台用
电，在看台上方的配电变压器两
侧，均设有专人守护。在市太极
体育中心外围，涉及的无人值守
变电站恢复有人值守。线路下方
有专人进行不间断巡视，同时，
抢修工作人员密切关注配电房等
关键部位工作状态，做好故障抢
修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一赛一
节”期间各项活动用电万无一失。

焦作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期
待“一赛一节”完美绽放。

万事俱备迎嘉宾

⬅9月11日至12日，“一
赛一节”志愿者岗前培训在焦
作大学举行，由团市委组织专
业人员对197名志愿者进行了
公共礼仪、应急疏散、应急医
疗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图为市
人民医院的专业人员在对志愿
者进行应急医疗救护培训。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连日来，市卫生健康委组
织医务人员为“一赛一节”做好
医疗保障工作，随时应对现场出
现的状况。图为医务人员在整理
急救药品。 王中贺 摄

⬆9月14日晚，第十届中国
焦 作 国 际 太 极 拳 交 流 大 赛 暨
2019 云台山旅游节开幕式彩排
在市太极体育中心举行。图为开
幕式彩排现场。

本报记者 蒋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