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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 水 山 （ 身 份 证 号 ：
370624196412162618）在烟台农商银
行的股金证丢失，股权证印刷号：
101355759，声明作废。

●烟台裕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 遗 失 电 梯 合 格 证 ，电 梯 编 号 ：
R2NN6027，声明作废。

●烟台开发区承志工贸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司法人贾慧芬法人章一枚，声
明作废。

●烟台市莱山区茽和堂颐养中心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370613MJE330477C，特此
声明。

●纪赟珩购买的烟台恒大御景半岛
A地块18号楼1904返息协议遗失，协议
优惠金额：136502元整，收款单位：烟台
天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声 明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
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票、
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船用
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
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
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日前，牟平区莒格庄镇中心小学举办班级团建活动，增进了同学间的感情，增强了集
体意识，为创建更加和谐的班级氛围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讯员 巨成生 摄

道路设施就绪 铲冰除雪待命

北京冬奥无障碍升级12月完成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记者

22日从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截至目前，冬奥配套交通设施顺
利推进，赛时铲冰除雪随时待命，道
路设施全部就绪，临时交通场站全
部完工，交通设施无障碍升级改造
计划于12月完成。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
员、总工程师李公科介绍，京藏高速
公路大修、国道110大修、松闫路大
修等道路设施全部就绪，实现跨赛
区主要通道规划建设目标。

“京礼高速公路彻底打通了北
京市至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赛区
的高速通道，从北京西北六环出发
到延庆约50分钟，从延庆到张家口

崇礼约1.5小时，为赛会出行提供安
全、快速的交通服务。”李公科说。

据了解，冬奥村东、冬奥村南、
亚投行西、石景山、公交停保中心、
下屯等 6处临时交通场站也已建
成，将为赛会冬奥服务车辆提供驻
车保障。

李公科表示，截至目前，已完成
冬奥场馆周边市管城市道路排查，
涉及的1000处盲道、坡道和10处公
交站台整改，以及地铁老线车站无
障碍设施、59部爬楼车和142部轮
椅升降平台改造年底前全部完成，
为冬残奥会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夯实
基础。

李公科说，目前已完成智能公
交导乘系统建设方案制定，在“北京

交通APP”上添加了无障碍信息，并
将逐步调整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
置，确保2021年年底前城区无障碍
公交车配置率达80%。

此外，在最大限度满足冬奥组
委“赛事不停、交通不断”通行需求
基础上，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期间公路铲冰除雪保障
标准》。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运
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
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岩表示，已
制定扫雪铲冰保障工作方案预案，
实行预警管理，分区控制，涉奥区实
施“一馆一策”，坚持“机械扫雪为
主、融雪剂融雪为辅、场馆团队社会

公众积极参与”原则，按照“雪前准
备、雪中打通、雪后恢复”作业流程，
重点做好场馆周边和场馆封闭线内
的扫雪铲冰保障。

李公科说，冬奥会期间，北京市
交通委牵头负责300余公里公路铲
冰除雪保障任务，已提前部署备勤
人员341名，物资储备点24处，铲冰
除雪机械203台套、车辆47台，随时
待命，确保极端天气下的道路安全
顺畅。

针对恶劣天气、交通基础设施
损毁以及轨道、公交客流大面积聚
集等突发应急情况，李公科表示，已
制定交通运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编制完成交通行业安全手册，开展
规范化防控。

速滑世界杯挪威站收官

宁忠岩摘得1500米金牌
新华社哥本哈根11月21日电 速度

滑冰世界杯挪威站21日迎来收官之战，亚
洲选手包揽了当天4个项目的金牌。其
中，中国队22岁小将宁忠岩脱颖而出，勇
夺男子1500米金牌。

上周在波兰站1500米比赛中屈居第
二的宁忠岩此次技术动作更为顺畅，当他
以1分45秒167的成绩冲过终点线时，兴
奋地发出呐喊。美国选手乔伊·曼蒂亚获
得银牌，韩国选手金珉锡位列第三。

在第二次男子500米决赛中，刚刚获
得第一次500米比赛金牌的加拿大选手洛
朗·迪布勒伊在最后一组出场，对阵日本选

手新滨达也，最终新滨达也以“一个脚尖”
的优势拿下金牌。迪布勒伊位居第二，俄
罗斯选手阿列姆·阿列菲耶夫获得铜牌。

第二次女子500米决赛，日本名将小
平奈绪强势回归，以37秒532的成绩阻击
了美国名将艾琳·杰克逊在该项目连取三
金的势头。最终，杰克逊以0.14秒之差位
列第二，铜牌由俄罗斯选手安吉丽娜·戈里
科娃获得。

此外，日本选手获得了女子1500米的
金牌和铜牌。高木美帆以1分55秒679位
列第一，荷兰选手伊琳·伍斯特与佐藤彩乃
分列第二、第三名。

新华社北京11月22
日电 北京市气象局副
局长、新闻发言人梁丰22
日在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聚
焦冬奥赛事“百米级、分
钟级”精准预报要求，已
建成的京津冀区域 500
米分辨率、冬奥山地赛场
核心区域100米分辨率、
逐10分钟快速更新的“北
京睿图”数值预报模式体
系，在各项测试赛中运行
稳定。

据了解，2016年，中
国气象局成立了冬奥气
象服务领导小组。2017
年，北京冬奥组委设立了
气象办公室，专门协调对
接冬奥气象服务需求。
北京市气象局是北京市
冬奥保障8个相关指挥部
及内设机构的成员单位。

梁丰介绍，近年来，
以冬奥赛场为核心，气象
部门组织开展了复杂地

形下冬季多维度气象综合观测
试验，在北京城区、延庆和崇礼
及周边地区共建设各种现代化
气象探测设施441套，提升了冬
奥赛区气象综合监测能力。

梁丰说，经多年科研攻关，
冬奥气象服务保障的筹备工作
全面就绪，建成了支撑北京、延
庆、张家口3个赛区气象服务的
信息网络，提供互联互通、数据
共享、相互备份的冬奥气象数
据服务，实现多点灵活的现场
视频会商。冬奥气象服务网站
可满足公众观赛、出行的气象
服务需求。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开始测试
新华社石家庄11月22日电 22

日，2022年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
系列测试活动在张家口赛区正式启
幕。这将是张家口赛区在冬奥会前
的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

11月中旬，张家口赛区模拟此
次世界杯日程安排进行了实战演
练。演练围绕指挥体系运转、赛会

服务保障联动进行，重点检验基础
设施、疫情防控、气象预报、赛会服
务保障、外围保障等方面的保障能
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备受关注的“雪如意”——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将从12月2日起，迎
来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
际杯、2021-2022国际雪联北欧两

项洲际杯两项活动检验。
记者采访了解到，国家冬季两

项中心已于11月19日开始造雪，最
终造雪厚度为0.8米。目前场馆东
西两侧的临时看台已完成建设，成
功连接冰玉环，还设置了无障碍电
梯、流线和席位，保障有困难的观众
能够轻松达到看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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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特殊孩子的一群特殊孩子的““冰雪奇缘冰雪奇缘””

第35届蹦床世锦赛在阿塞拜疆举行

严浪宇首夺世锦赛个人冠军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据中国蹦

床协会22日消息，中国选手严浪宇在阿塞
拜疆巴库举行的第35届蹦床世锦赛上，夺
得首枚个人世锦赛金牌。

22岁的严浪宇在半决赛排名第一，是
中国队进入男子网上个人决赛的“独苗”。
他以高质量的成套动作拿到61.825分成
功夺冠，也成为中国蹦床队的第六位世锦
赛男子网上个人冠军。日本小将西冈龙生

以60.620分获得银牌，白俄罗斯选手拉布
绍以60.385分摘得铜牌。

在本届世锦赛中，中国队最终取得2
金2银的成绩。在女子双人同步决赛中，
中国组合胡译乘/张欣欣获得冠军。在女
子网上个人决赛中，中国小将曹云珠以
55.815分收获亚军，黄艳菲获得第五名。
由林倩麒、黄艳菲、范心怡、曹云珠组成的
中国队获得女子蹦床团体亚军。

强健体魄报效祖国

烟台城建学校举办体育节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业红 摄影报道）初
冬已至，北风料峭，运动场上却热情似火。
11月17日，烟台城乡建设学校第四届阳光
校园体育节拉开了序幕，4000多名师生共
同参与。

体育节入场式盛大而热烈，学校各专
业部组成表演方队依次进行展演。他们高
喊响亮的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阔步
走过主持台接受检阅，展现出新时代职教
人的精神风貌和高昂斗志。

军训会操环节是展示2021级新生风
貌的舞台，学子们昂首挺胸，步伐整齐，口
号响亮。看，行进的队列如排山倒海；听，
激情的呐喊如震天雷鸣。

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歌合唱将体育节
推向了高潮，同学们用饱含热情的歌声讴
歌着正能量，唱响着主旋律，正如蔡校长在
致辞中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校园不应该
只有读书声，还应该有歌声、笑声，以及运
动场上的呐喊声、加油声。

从春季的学校运动会到秋季的阳光体
育节，从新生军训到职工趣味运动互动，体
育活动已经成为烟台城乡建设学校校园文
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据悉，在国家学生体测的大背景下，该
校专门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测试实
施方案和测试比赛流程，保障了《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测试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的体育老师是冠军”
烟台首批冠军级运动员进学校当教师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
京兰 通讯员 吕庆波 摄影报道）

“全操场的人给我听好了，我的体育
老师是全国冠军！”22日上午，烟台
二中莱山校区操场上，初一（10）班
的曹博炆同学兴奋大喊起来。这学
期，烟台市直一些学校的学生特别
喜欢炫耀自己的体育老师——“我
的老师是冠军！”

作为教育强市和体育大市的烟
台，今年8月，在全省率先破局运动员
转型难与体育师资短缺的瓶颈，对外
公开招募烟台籍退役优秀运动员进
入公立学校。最终，首批8名冠军级
运动员成为体育教师，并于今年9月
正式入职烟台一中、烟台二中、烟台

市特殊教育学校等市直八所学校。
曹博炆“炫耀”的新任体育老师

叫姜雪，是一名曾获全国女足甲级
联赛冠军的健将级运动员。“就是不
一样，姜老师的示范动作特别标准、
专业！我们更爱上体育课了。”

孩子们认可了，姜雪对自己的
新角色也充满信心。“当运动员的时
候，曾憧憬过退役后当体育老师，如
今实现了梦想，竞技赛场之外，我又
有了另一个人生新赛场，希望在老
师这个岗位上，再拿‘冠军’。”姜雪
开心地说。

开学已经两个多月，这批曾经
的专业运动员正在努力完成“角色
转换”。在莱山一中担任高三体育

老师的朱赟，曾是一名手球专业运
动员，拿过全国青年女子手球比赛
冠军，她告诉记者：“希望能发挥自
己的专长，多给学生一些接触不同
体育项目的机会。”如今，朱赟正在
着手组建学校的第一支手球队。在
烟台工贸学校任课的孔繁滨，则把
橄榄球“专长”带到了体育课上，他
说，希望自己的体育课传递的不仅
仅是体育锻炼，更有积极向上的体
育精神。

吸引优秀退役运动员担任体育
老师的背后，是烟台教育在“双减”
大背景下的一个创新举措和大胆探
索。学业负担“降”下来，艺体教育

“增”上去，烟台在全省率先落实并

积极行动，从师资配备上及时“下
手”。烟台市教育局局长蔡润圃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是退役
运动员职业转型渠道不畅，另一方
面是体育教师缺口大、师资素养有
限、教学内容单一。破解这样的矛
盾，我们有责任也有资源率先趟出
新路！”他表示，我市未来还将引进
更多优秀高水平运动员，让更多的
孩子接受更优质的体育教育。

鲁东大学教授姜岚认为，“把退
役运动员补充进体育教师队伍，既
解决了运动员转型问题，又能缓解
体育师资不足的问题，有效推进所
在学校体育的科学化、专业化发展，
多方受益，一举多得。”

“都以为这群孩子啥都做不
成，我就想试试，他们到底能不能做
成。”2019 年起，河南省洛阳市栾川
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拥军，将冰
雪运动带进大山里的残疾儿童特殊
教育学校校园，陆续建设了越野滑
雪训练滑道、旱地冰壶馆等，并依托
伏牛山滑雪场和山区公路，让有听

力、智力障碍或者肢体残疾的孩子
进行冰雪项目训练。

冰雪运动让残疾孩子们变得坚
强、自信，两根雪杖也变成翅膀，带
他们飞出大山，开阔了眼界。近年
来，30 余个孩子先后走出大山，在
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
届特奥会、全国冬季特殊奥林匹克

运动会、第四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
动季、全国学校冰雪运动等赛事中，
获得60余枚奖牌。

目前，孙家鑫、裴富鑫、王思雨、
李钇诺、刘娇涵五位队员也已通过
国家特奥越野滑雪队的预选报名，
正在备战第十二届世界冬季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 新华社

就任烟台第一职业中专体育教师的许洪程在为学生做示范动作就任烟台第一职业中专体育教师的许洪程在为学生做示范动作。。

牟平小学牟平小学
搞班级团建搞班级团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