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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洪水已造成 15 人被困，5 人失
踪，通州区已启动紧急预案，建立救灾指挥
部，并协调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及市应急
志愿服务总队特勤支队赶往现场救援被困群众，搜索失踪人员。”

随着一连串指令发出，志愿飞行服务队立即派出两架救援
直升机赶往现场，消防支队、特勤支队的相关车辆也迅速向救
援区域集结。

这并不是城市副中心真的发生了洪水险情，而是在市防汛办
的统筹下，本市首次举行的水陆空一体化防汛综合演练，通州区是
此次演练12个点位之一。

指令发出后 15分钟，救援直升机到达救援区域。下放绞车，
救生员进行绞车救援。救援程序按部就班、一气呵成。“报告特勤
指挥部，407已到达任务区域，发现一名落水群众，已成功实施救
援。”随着志愿飞行服务队 407号直升机机长发回的报告，已发现
的一名“落水群众”被成功救援。

而此时的演练现场，水面救援大队摩托艇分队也已到达救援
区域，开始对其余“落水群众”进行救援。两三分钟时间，“落水群
众”已被成功救援到摩托艇上。

水面上救援正忙，河岸上则是另一番繁忙景象。消防支队及
特勤支队车队到达现场，迅速建立起现场救援指挥部。各类特种
车辆一字排开，搭建帐篷、建立通信、搬运物资，救援工作有条不
紊、丝毫不乱。而河岸另一侧，通州消防支队的三艘橡皮艇已经入
水，开始转移部分“被困群众”。

本以为演练已经接近尾声，没想到却出现了“紧急情况”。“经
被救群众报告，现场有车辆被冲入河道，人员被困。”新险情带来了
新指令，特勤支队水下救援队及通州消防支队潜水救援分队，迅速
组织水下探摸与打捞。

“现场出现危重伤员，情况危急，加之道路损毁，伤员转运困
难。”“伤员”找到了，但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将“伤员”运送到医院却
成了难题。

“立即组织 429医疗救援直升机转运危重症伤员至附近医院
急救。”指挥部发出了指令，特勤支队飞行服务队医疗救援直升机
迅速到达现场，将危重“伤员”转运至附近医院进行急救。同时，全
部“被困群众”也已被转移到安全地带。防汛综合演练圆满成功。

据介绍，此次防汛综合演练，模拟本市遭遇自西向东的一次较
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可到大雨或大暴雨，中心城
区可能出现雨量超过330毫米的特大暴雨。演练团队涉及防汛指
挥决策、应急救援、群众避险转移、道路及地铁应急排水、低洼院落
危旧房屋及施工工地抢护等9个科目。

“此次演练，旨在提高全市各级防汛部门应对重特大洪涝灾害
的指挥决策能力、协同配合能力以及抢险救援能力。”市应急局防
汛处副处长薛爽介绍，此次演练是本市首次组织的水陆空一体化
防汛综合演练，也是本市参演部门涉及科目和现场场景直播回传
最多的一次，共涉及 86家单位、2000余人、3架直升机、5辆应急指
挥车、48路视频单兵直播设备。

本报记者 陈冬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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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艇救援组将水中“被困人员”救出。

贝尔 429 直升
机悬停空中，绞车
手注视着下方救援
人员的动向。

救援直升机准备起飞。

贝尔407直升机将人员和皮艇快速转运至抢险地点。

摩托艇、冲锋舟齐上阵，救助岸边“被困人员”。

潜水员出水后通过潜水员出水后通过““消毒房消毒房””进行消毒杀菌进行消毒杀菌。。

水中水中““受伤受伤””人员被救出人员被救出。。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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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晓彦）记者从水利
部获悉，截至昨天上午 8时，南水北调中
线一期工程自陶岔渠首累计调水入渠水
量达 400 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增至
7900 万人，比 2015 年通水 1 周年时的
3800万受益人口增加1倍多。

自 2014 年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已成为京津冀豫沿线大中城市主力
水源。在400亿立方米入渠水量当中，除
了渠中存有的水量和中途耗损之外，已
向河南省供水135亿立方米、向河北省供
水 116 亿立方米、向天津供水 65 亿立方
米、向北京供水68亿立方米。

在向北京提供的 68 亿立方米水中，
除去中途耗损，其中水厂“喝”下 44.88亿
立方米、水库“存”蓄 7.43亿立方米，向水
源地等“补”水15.34亿立方米。北京已有
1300 万市民喝上甘甜的南水，南水占主
城区供水量的七成多，同时大兴、门头
沟、昌平、通州等部分区域也用上了南
水。南水已成为保障首都城区用水需求
的主力水源。

在改善河湖生态环境方面，南水北
调也作用显著。截至目前，中线工程累
计向北方48条河流生态补水达59亿立方
米，其中，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河段回补 37.89亿立方米。北京永定河、
潮白河重现清水灵动、鸟语蛙鸣的自然
景观。

由于南水的持续补充，近年来，北京
逐步关停自备井、大幅压采地下水，还利
用南水向重点水源地及城市河湖补水，
地下水水位显著回升。水务部门数据显
示，自 2016 年起，北京地下水水位开始

“止降回升”，截至目前，平原区地下水埋
深已累计回升3.72米。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中线工程连续安全平稳运行 2400 多
天，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Ⅱ类标准。
工程优化了水资源配置格局，保障了群
众用水安全，复苏了沿线河湖生态环境，
受水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显著增强。

为保障一渠清水永续北送，中线工
程建立由“1个中心、4个实验室、13个自
动监测站、30个固定监测断面”构成的水
质监测体系，利用先进的检测设备对水
体进行定期“体检”。中线建管局北京分
局水质检测员李燕说：“惠南庄水质自动
监测站每天开展4次监测，监测12项指标
参数。目前中线工程水质稳定或优于地
表水Ⅱ类标准。”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刘菲菲 杨旗）昨天下午，
北京冬奥组委暨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
五次调度会议召开，检查各项任务落实情
况，研究调度下一步筹办工作。市委书记、
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
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张延昆
出席。

会议指出，北京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
200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
感，坚持问题导向，争分夺秒、全力冲刺，高质

量做好筹办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
顺利举办。

会议强调，要继续完善场地和设施设备，
推进其他非竞赛场馆建设改造、无障碍及各
类临时设施建设，确保满足赛事需求。加强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施工安全。深化场
馆赛事景观总体规划设计，保持场馆形象景
观一致性并体现冬奥会特色。

会议强调，要有序做好国际体育组织等
方面来访考察和国际测试赛筹备工作。紧盯
关键环节，认真梳理、建立台账、抓紧整改。
加强与各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沟通，确定
国际测试赛筹办方案。深化场馆运行计划，

做好演练，提升实战能力。要全面推进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有序组织志愿者选拔和培训，
做好注册、住宿、抵离等媒体服务保障工作。
要扎实开展火炬接力和开闭幕式专项工作。
做好赴东京奥运会观摩等工作。

会议强调，北京冬奥组委成立疫情防控
办公室，就是为加强冬奥会筹办、举办期间的
疫情防控。要发挥专班和专家组作用，优化
完善冬奥会疫情防控总体指导意见和疫情防
控措施编制指引，制定个人防护指南、核酸检
测方案和消毒技术通用规范。制定完善各客
户群防疫手册，指导各场馆团队制定“一馆一
策、一场一策”防控方案，适时组织开展防疫

知识和规范操作培训，为赛时疫情防控做好
准备。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定力，做好各类风
险防范应对。

会议听取了第四次调度会议部署的重点
工作和议定事项落实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
排、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各工作组任务推进落
实情况的通报。

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各专项工作议事
协调机构牵头单位和河北省、北京冬奥组
委、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领导，以及指挥
部一办十三组、北京冬奥组委各部门、各区
各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
场参加。

北京冬奥组委暨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五次调度会议召开
蔡奇主持 陈吉宁李伟张延昆出席

环球影城里的“中国制造”
本报记者 孙云柯

备受关注的北京环球影城正进行
开园前的紧张筹备。这座主题公园不
仅在设计上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而且在建设中也大量使用了国产设备，
融入了中国工程师的智慧巧思，向全世
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技术和水平。

“在哥斯达黎加海岸的孤岛上，恐龙
因基因工程得以重生，一只残暴的转基因
恐龙逃出牢笼，在孤岛上引起一片混乱
……”这是电影《侏罗纪世界》中的场景，如
今即将在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京环球影城
震撼上演。

“‘侏罗纪世界’里有个惊险刺激的项
目叫‘黑暗骑乘’，游客仿佛置身被科技唤
醒的灭绝生物世界中，与它们并肩行走、一
同飞翔。”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北京环球影城
主题公园机电项目经理杨猛说，“‘黑暗骑乘’
室内大型娱乐项目融合了故事线、机模造景、
骑乘系统、光影系统、特效系统等等，沉浸式
的场景效果主要是靠机电安装来实现。”

机电安装基础的一项内容是灯具，从
一开始，美方就要求所有灯具必须从国外
进口。2019年 11月，中方业主提出，“能不
能把主题照明的灯具换成中国制造？”杨猛
听了很惊讶，心想，“美方的设计已经完成，
会同意吗？”虽然内心很忐忑，但他还是决
定放手一搏。

接下来的几个月，项目团队联系了全
国几乎所有上规模的灯具工厂，前后跑了6
万多公里，做了大量调研和参数对比，确定
了中国灯具在安全性、稳定性、兼容性等参
数上都能满足原设计的要求。

为了短时间拿出过硬产品，项目灯光
团队20多人加班加点，饿了吃口面包，困了
在桌子上趴一会，前后准备了 4 万多页资
料，所有的样品堆满了整整一个集装箱。

2020年7月，项目团队把资料递交给美

方，并完成了所有灯具样品的测试验收。
“所有灯具都非常棒，完全满足设计要求，
同意换成中国的灯具”，项目团队用过硬的
产品打动了美方工程师。

“验收成功那一刻，我感到由衷自豪，
16320盏主题灯具中，八成来自中国。”杨猛
说，“除此以外，我们还在其他材料应用中
推荐了中国产品，并在设计中融入了很多
中国元素。”

本报讯（记者 陈强 通讯员 李洋）记者
从通州区住建委了解到，城市副中心文化旅
游区涉及北京环球影城开园的33条市政道
路，于近日全部完成验收并具备通车条件，
形成了“五横五纵”路网体系。下一步，这些
道路将进入交通压力测试阶段。

33条市政道路全长共 40.4公里，包括 9
条主干路、10条次干路、14条支路和22座桥
梁。其中，主干路万盛南街、九棵树中路、后
场西路、颐瑞东路、曹园南大街、云瑞南街东
段、云瑞南街西段，次干路铺头东路、日新
路、萧太后河南街及支路京哈高速北侧路等

11 条市政道路，共同构成了城市副中心文
化旅游区和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五横五
纵”路网。剩余22条市政道路则是“五横五
纵”路网的连接道路，不仅改善了文化旅游
区内及周边的综合交通环境，为市民通提供
便利，而且将为主题公园开园后的有序运行
提供有力的交通保障。

车行副中心文化旅游区内，抬头没有架
空线，低头也不见井盖，不论是观感还是乘
坐体验，都很舒适。“秘诀就在‘五横五纵’路
网下纵横交错的20条综合管廊。”通州区住
建委相关负责人说，综合管廊被誉为城市地

下“生命线”，水、电、燃气、通信等城市运转
所必需的能源都要依赖这条“生命线”，源源
不断输送到各个角落。应用综合管廊后，如
果管线出现问题，不必再对马路“开膛破
肚”，施工人员在管廊内部就能维修。

管廊内部，幽深的长廊 3 米来宽，两侧
分别是输往人工湖的高品质再生水管和用
于园区灌溉的中水管，以及强电弱电通道。

“现在所在的位置，只是文旅区水路管廊当
中的一条支线。主干线路更壮观。”巡检人
员来到交叉口，隔壁的管廊中是输送自来水
的管子，直径接近 2米。据介绍，环球度假

区 20条地下综合管廊中，从支线管廊到单
线管廊，从单舱管廊到五舱管廊，几乎所有
的管廊结构形式都已覆盖。

在副中心文化旅游区路面绿化带中，常
能见到半人多高的绿叶造型景观，这实际是
管廊的地面通风口，是专为副中心文化旅游
区定制的。过去，地下综合管廊的通风口都
是个位于地面的“大箱子”，非常不美观，为
了能让通风口与环球度假区的环境相协调，
通州区在保证足够通风量的情况下，将通风
口的高度和体积进行压缩，掩映在绿植中，
使之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穿过环球大酒店与好莱坞大道，呈现
给游客的是“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百鸟
园，高耸的假山巍峨矗立，泉水从50米高空
飞落而下，电影中的画面跃然眼前。震撼
场景的背后，是工程师用计算机控制和模
块化施工建成的巨型假山，内部由超1万根
钢构件搭建而成。工程师们用工程代号亲

切地称它为“201”项目。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北京环球影城主

题公园钢结构项目技术负责人申帅帅介
绍，企业将自主研发的钢结构全生命周期
管理平台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工作人员
把外立面 3D 模型与基础骨架 3D 模型导
入软件，（下转2版）

万根钢构件搭起巍峨假山

33条市政道路全部完工

环球影城“五横五纵”路网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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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灯点亮“侏罗纪世界”

工程师用计算机控制和模块化施工建成的工程师用计算机控制和模块化施工建成的““侏罗纪世界侏罗纪世界””巨型假山巨型假山。。 记者记者 武亦彬武亦彬//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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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 1.9
万亿元 同比增长13.4%
北京经济稳步恢复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