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16日 星期四
要闻一部主办 编辑：姜小莉 孟健 组版：胡敏 孟健 校对：徐曦 郑伶体彩·文化新闻B4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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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月 19 日 07:00- 12:30 停 电 ：
10kV安基线全线（停电范围：泽洲城镇建
设发展、爱的华家照明、伟强化工等邹区
等相关地段）；

07:30-15:00停电：10kV步家线机
场路#3环网柜：步家线出线1120开关至
常顺A1930开关（停电范围：万里镜面辊
厂、德协机械制造、市政建设工程等新闸、
薛家等相关地段）；

20kV中油线河海西路#1环网柜：明
霞支215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国展物业
服务、多棱多铸造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7 月 20 日 06:00- 20:30 停电：
35kV魏水线、35kV翻水线（临检）；

07月20日07:30-07月21日19:00
停电：35kV丰墅线；

07 月 22 日 06:30- 16:00 停 电 ：
10kV长日一线长兴好日子家园#1中间变
电所：蓝色港湾配I段112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蓝色港湾花园部分、常州税务局、
中天凤凰大酒店等百丈、河海、龙虎塘等
相关地段）；

07:00-12:00停电：10kV城辉线三
信环保12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万聚物
资、恒力机械、神洲机械等罗溪等相关地
段）；

10kV旺贤线富源机械厂A1039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富源工程机械厂、华生管
道科技、天拓重工机械厂等罗溪、汤庄等
相关地段）；

07:00-13:30停电：10kV东南线中
吴大道#33环网柜：中吴大道#31柜1120
开关后段、南洋模具支1130开关后段、宏
茂针织支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高氏
工程塑料模具、宏超纺织品、达濠车辆修
造等雕庄、茶山等相关地段）；

08:00-12:00停电：10kV北港线龙
江路#11环网柜：北港线1110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客车厂宿舍部分、的确好宾
馆、五星街道新新村民委员会、城市防洪
工程管理处等北港、怀德、五星、荷花池等
相关地段）；

07 月 23 日 06:30- 16:00 停 电 ：
10kV长日二线长兴好日子家园#1中间变
电所：蓝色港湾配Ⅱ段122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都市雅居部分、中天凤凰大酒店

等百丈、河海等相关地段）；
07:00-12:30停电：10kV轧辊线环

镇路#1环网柜：轧辊线1110开关前段（停
电范围：铭源消费品市场、钟楼邹区镇卫
生院、胜龙智能装备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7 月 24 日 07:20- 14:00 停电：
10kV港道线东昆制衣B1059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月亮地毯、腾奇电器、宏达植
绒制品等春江、百丈等相关地段）；

10kV振兴线百丈镇南402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中江焊丝、龙海机械、凯瑞模
塑等春江、百丈等相关地段）；

10kV盛业线春江盛世B1976开关
后段、百丈汽修厂793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裕博塑料制品制造、盛世建材厂、丰宇
五金工艺等春江、百丈等相关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庙湾线龙
城大道#13环网柜：新宏基纺织支1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中化道达尔油品等
青龙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7 月 20 日 07:30- 13:30 停 电 ：

10kV花中线花园54幢配变、花园140幢
配变、花园75幢配变、花园22幢配变、花
园62幢配变、花园106幢配变；

10kV新街线勤业74幢配变、勤业75
幢配变、勤业79幢配变、勤业81幢配变、
庄头村北配变、庄头村南配变、机床总厂
宿舍配变、枫丹2幢配变、枫丹6幢配变；

08:00-11:00停电：10kV新农线西
新174幢配变；

07月21日07:30-13:30停电：10kV
花中线花园135幢配变、花园23幢配变、
花园 79幢配变、花园 137 幢配变、花园
121幢配变、花园107幢配变；

10kV勤业线南河沿95号配变、南河
沿配变、南河沿西配变、西桃园村东配变、
陆家巷配变、艾家场配变、西桃园村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裕泰线夏
企庄支线1号杆后段；

07 月 22 日 08:00- 12:00 停 电 ：
10kV小镇线红梅陆家村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大观线大
观路北配变、武警宿舍2号配变、武警宿舍
1号配变、灰库配变；

07 月 23 日 08:00- 12:00 停 电 ：
10kV河苑线河苑5幢配变、河苑8幢配
变、河苑东3幢配变；

10kV广成线清潭2幢配变、永红立
新村配变、刘家村西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翠竹线故
园路配变、故园17幢配变、故园3幢配变、
故园1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工人线清
潭85幢配变、清潭91幢配变、清潭115幢
配变、清潭122幢配变、清潭89幢配变、清
潭146幢配变、清潭93幢配变、清潭153
幢配变、清潭155幢配变；

08:30-13:30停电：10kV石埝线郑
陆石堰徐家尖东配变；

10kV查家线郑陆省岸中心河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广成线清

潭82幢配变、刘家村东配变；
07 月 24 日 07:30- 13:30 停电：

10kV首府线西二村10幢配变、西二村12
幢配变、西西二村7幢配变、西二村9幢配
变、西新二村4幢配变、西新二村8幢配
变、北新巷6幢配变；

10kV花中线海军干休住宅配变、花
园60幢配变、花园61幢配变、花园77幢
配变、6花园2幢配变、花园44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泉林线东
支线9号杆后段；

10kV石埝线81号杆支线侧、郑陆石
堰一号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
网”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
实现交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
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
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
送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
殊原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消，请
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常州大剧院2020“打开艺术之门”暑期亲子系列演出热售
中！7月30日话剧《飞越疯人院》现已开票。演出咨询电话：
0519-85226666，微信搜索“常州保利大剧院”，关注官网可获
取更多演出及活动资讯。

常州大剧院

2020年常州经开区第三批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情况公示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名单
序号

1

2

3

受理点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申请人

张生荣

顾如珍

张建夏

性别

男

女

男

户口所在地址

梅港村委 沿塘村69号

戚厂工房七区40幢丙单元401

大明宿舍3幢甲单元201

工作单位

退休

退休

退休

人均月收入(元)

低于3890

低于3890

低于3890

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无房

无房

无房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低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名单

根据《常州市市区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市政府关于加快实现市区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的实施意见》《常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办法》和《关于常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的规定，经过本人申请、各街道调查核实，现予媒
体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十日内向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局反映（地址：江苏常州东方东路168号，电话：89863286）。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局
2020年7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受理点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申请人

陈超

莫泳淋

张薇

高志红

刘国平

段国萍

彭扉

毛遗刚

王秀娣

性别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户口所在地址

车站路西弄118号

戚厂工房中九区50-甲-401

戚墅堰桥潭里44号

河苑新村1幢101室

戚厂工房北区69幢乙单元303室

芳渚村委 段家塘129号

戚厂工房西九区17-乙-101

东方社区 南洋街2号

刘家桥143号

工 作 单 位

无

常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

退休

靖江市欧博劳务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中房物业红梅公园服务处

退休

无

无

退休

人均月收入
(元)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最低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名单

序号

1

受理点

经开区

申请人

蒋海圣

性别

男

户口所在地址

戚大街东街58-11

工 作 单 位

无

人均月收入
(元)

低保

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无房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公 告
《城西分区CX0605基本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已经常州市人民政府（常政复〔2020〕59号）批复,现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将上述规划进行批后公布，热忱欢迎广大
市民对城乡规划进行监督。

一、公布时间：自2020年7月17日起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

zrzy.jiangsu.gov.cn/cz/）
三、公布内容：详见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http://zrzy.jiangsu.gov.cn/cz/）规划公示专栏/控制性
详细规划

四、联系机构：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19-88068270
联系地址：常州市太湖东路103号1号楼 常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1207室
邮编：213022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6日

△常州市吉咪特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苏 D（武）安经字

【2016】000770，声明作废。

△徐慧媛遗失H320269517号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胡明遗失2015年1月2日签

发的320402198009174011号

身份证，声明作废。

△梁汉学遗失O320752667号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

遗失常州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登

记证，证件号码：002970，声明

作废。

△袁璐遗失Q320920678号医

学出生证明，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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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月 19 日 07:00- 12:30 停 电 ：
10kV安基线全线（停电范围：泽洲城镇建
设发展、爱的华家照明、伟强化工等邹区
等相关地段）；

07:30-15:00停电：10kV步家线机
场路#3环网柜：步家线出线1120开关至
常顺A1930开关（停电范围：万里镜面辊
厂、德协机械制造、市政建设工程等新闸、
薛家等相关地段）；

20kV中油线河海西路#1环网柜：明
霞支215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国展物业
服务、多棱多铸造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7 月 20 日 06:00- 20:30 停电：
35kV魏水线、35kV翻水线（临检）；

07月20日07:30-07月21日19:00
停电：35kV丰墅线；

07 月 22 日 06:30- 16:00 停 电 ：
10kV长日一线长兴好日子家园#1中间变
电所：蓝色港湾配I段112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蓝色港湾花园部分、常州税务局、
中天凤凰大酒店等百丈、河海、龙虎塘等
相关地段）；

07:00-12:00停电：10kV城辉线三
信环保12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万聚物
资、恒力机械、神洲机械等罗溪等相关地
段）；

10kV旺贤线富源机械厂A1039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富源工程机械厂、华生管
道科技、天拓重工机械厂等罗溪、汤庄等
相关地段）；

07:00-13:30停电：10kV东南线中
吴大道#33环网柜：中吴大道#31柜1120
开关后段、南洋模具支1130开关后段、宏
茂针织支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高氏
工程塑料模具、宏超纺织品、达濠车辆修
造等雕庄、茶山等相关地段）；

08:00-12:00停电：10kV北港线龙
江路#11环网柜：北港线1110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客车厂宿舍部分、的确好宾
馆、五星街道新新村民委员会、城市防洪
工程管理处等北港、怀德、五星、荷花池等
相关地段）；

07 月 23 日 06:30- 16:00 停 电 ：
10kV长日二线长兴好日子家园#1中间变
电所：蓝色港湾配Ⅱ段122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都市雅居部分、中天凤凰大酒店

等百丈、河海等相关地段）；
07:00-12:30停电：10kV轧辊线环

镇路#1环网柜：轧辊线1110开关前段（停
电范围：铭源消费品市场、钟楼邹区镇卫
生院、胜龙智能装备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7 月 24 日 07:20- 14:00 停电：
10kV港道线东昆制衣B1059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月亮地毯、腾奇电器、宏达植
绒制品等春江、百丈等相关地段）；

10kV振兴线百丈镇南402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中江焊丝、龙海机械、凯瑞模
塑等春江、百丈等相关地段）；

10kV盛业线春江盛世B1976开关
后段、百丈汽修厂793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裕博塑料制品制造、盛世建材厂、丰宇
五金工艺等春江、百丈等相关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庙湾线龙
城大道#13环网柜：新宏基纺织支1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中化道达尔油品等
青龙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7 月 20 日 07:30- 13:30 停 电 ：

10kV花中线花园54幢配变、花园140幢
配变、花园75幢配变、花园22幢配变、花
园62幢配变、花园106幢配变；

10kV新街线勤业74幢配变、勤业75
幢配变、勤业79幢配变、勤业81幢配变、
庄头村北配变、庄头村南配变、机床总厂
宿舍配变、枫丹2幢配变、枫丹6幢配变；

08:00-11:00停电：10kV新农线西
新174幢配变；

07月21日07:30-13:30停电：10kV
花中线花园135幢配变、花园23幢配变、
花园 79幢配变、花园 137 幢配变、花园
121幢配变、花园107幢配变；

10kV勤业线南河沿95号配变、南河
沿配变、南河沿西配变、西桃园村东配变、
陆家巷配变、艾家场配变、西桃园村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裕泰线夏
企庄支线1号杆后段；

07 月 22 日 08:00- 12:00 停 电 ：
10kV小镇线红梅陆家村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大观线大
观路北配变、武警宿舍2号配变、武警宿舍
1号配变、灰库配变；

07 月 23 日 08:00- 12:00 停 电 ：
10kV河苑线河苑5幢配变、河苑8幢配
变、河苑东3幢配变；

10kV广成线清潭2幢配变、永红立
新村配变、刘家村西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翠竹线故
园路配变、故园17幢配变、故园3幢配变、
故园1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工人线清
潭85幢配变、清潭91幢配变、清潭115幢
配变、清潭122幢配变、清潭89幢配变、清
潭146幢配变、清潭93幢配变、清潭153
幢配变、清潭155幢配变；

08:30-13:30停电：10kV石埝线郑
陆石堰徐家尖东配变；

10kV查家线郑陆省岸中心河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广成线清

潭82幢配变、刘家村东配变；
07 月 24 日 07:30- 13:30 停电：

10kV首府线西二村10幢配变、西二村12
幢配变、西西二村7幢配变、西二村9幢配
变、西新二村4幢配变、西新二村8幢配
变、北新巷6幢配变；

10kV花中线海军干休住宅配变、花
园60幢配变、花园61幢配变、花园77幢
配变、6花园2幢配变、花园44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泉林线东
支线9号杆后段；

10kV石埝线81号杆支线侧、郑陆石
堰一号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
网”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
实现交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
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
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
送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
殊原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消，请
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常州大剧院2020“打开艺术之门”暑期亲子系列演出热售
中！7月30日话剧《飞越疯人院》现已开票。演出咨询电话：
0519-85226666，微信搜索“常州保利大剧院”，关注官网可获
取更多演出及活动资讯。

常州大剧院

2020年常州经开区第三批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情况公示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名单
序号

1

2

3

受理点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申请人

张生荣

顾如珍

张建夏

性别

男

女

男

户口所在地址

梅港村委 沿塘村69号

戚厂工房七区40幢丙单元401

大明宿舍3幢甲单元201

工作单位

退休

退休

退休

人均月收入(元)

低于3890

低于3890

低于3890

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无房

无房

无房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低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名单

根据《常州市市区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市政府关于加快实现市区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的实施意见》《常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办法》和《关于常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的规定，经过本人申请、各街道调查核实，现予媒
体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十日内向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局反映（地址：江苏常州东方东路168号，电话：89863286）。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局
2020年7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受理点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申请人

陈超

莫泳淋

张薇

高志红

刘国平

段国萍

彭扉

毛遗刚

王秀娣

性别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户口所在地址

车站路西弄118号

戚厂工房中九区50-甲-401

戚墅堰桥潭里44号

河苑新村1幢101室

戚厂工房北区69幢乙单元303室

芳渚村委 段家塘129号

戚厂工房西九区17-乙-101

东方社区 南洋街2号

刘家桥143号

工 作 单 位

无

常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

退休

靖江市欧博劳务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中房物业红梅公园服务处

退休

无

无

退休

人均月收入
(元)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低于2435

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最低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名单

序号

1

受理点

经开区

申请人

蒋海圣

性别

男

户口所在地址

戚大街东街58-11

工 作 单 位

无

人均月收入
(元)

低保

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无房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公 告
《城西分区CX0605基本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已经常州市人民政府（常政复〔2020〕59号）批复,现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将上述规划进行批后公布，热忱欢迎广大
市民对城乡规划进行监督。

一、公布时间：自2020年7月17日起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

zrzy.jiangsu.gov.cn/cz/）
三、公布内容：详见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http://zrzy.jiangsu.gov.cn/cz/）规划公示专栏/控制性
详细规划

四、联系机构：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19-88068270
联系地址：常州市太湖东路103号1号楼 常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1207室
邮编：213022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6日

△常州市吉咪特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苏 D（武）安经字

【2016】000770，声明作废。

△徐慧媛遗失H320269517号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胡明遗失2015年1月2日签

发的320402198009174011号

身份证，声明作废。

△梁汉学遗失O320752667号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

遗失常州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登

记证，证件号码：002970，声明

作废。

△袁璐遗失Q320920678号医

学出生证明，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86603740

7 月 13 日，电影《第一次的离别》
宣布将于影院复工首日全国公映，这
是今年春节后第一部正式宣布明确档
期的影片。

《第一次的离别》由汪涵担任总策
划，青年导演王丽娜执导，是一部极具
治愈感的影片。它以新疆男孩艾萨的
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他和好朋友凯丽之
间动人的童年故事，以及他对母亲那份

感人至深的亲情。影片以一种诗意现
实主义风格，展现了大银幕上十分罕见
的新疆生活图景。在美丽瑰奇的自然
风光与田园牧歌中，孩子们在离别中学
会成长，也在离别中盼望重逢。

受疫情影响，全国影院正在经历
着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对于片方
而言，在影院复工情况完全未知的前
提下，宣布定档复工首日公映，需要一

定勇气。“没有人能想到，我们第一次
与大银幕上光影的离别、与电影院的
离别，竟然会如此之久。久别盼重逢
是当下所有人共同的心情，因此我们
奉上历经三年精心打磨的心血之作，
以此表达对电影院的想念与支持，也
为观众带来一场纯真美好的光影治愈
之旅”，该片出品方之一大象伙伴影
业创始人吴飞跃说。 袁云儿

《第一次的离别》拟影院复工首日上映

“健康中国 光芒燃动——
点亮健康中国”活动正在常州
热力进行中，线下运动健身，线
上打卡抽奖，简单、有趣的活动
形式吸引了全市购彩者和运动
爱好者热情参与。截至 7 月
15 日，常州市已被点亮 12.29
万次，位居全国城市热度榜第
1名。

本次活动的第一个阶段，
以体彩网点的“运动角”为主要
活动地点。毽子、跳绳、飞镖等
趣味运动项目的开展，给网点
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常
州体彩依靠本地良好的群众运
动基础，对网点“运动角”进行
精心布置，吸引了很多购彩者
和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很多
参与者表示：通过参与“运动打
卡”活动，切实感受到了体育彩
票的公益属性，更感受到了不
一样的体彩魅力。

7 月 6 日至 8 月 8 日，“点
亮健康中国”活动全面升级，
活动打卡范围进一步扩大，参

与者不仅可以在体彩网点的“运
动角”进行运动打卡，还可以在
体彩公益金资助的指定健身路
径、运动场馆开展此项活动。场
地扩展，规则不变，参与者通过

“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点
亮健康中国”活动页面，上传运
动照片即可为所在城市积攒热
力值，为点亮城市奉献一份力
量，同时获得刮取运动奖品的机
会。

7 月 8 日和 10 日，常州体彩
“健康中国 光芒燃动——点亮健
康中国”公益地推活动分别走进
常州奥体钟楼全民健身中心和
常 州 奥 体 戚 墅 堰 全 民 健 身 中
心。活动现场邀请前来健身的
市民一起参与此项活动，并为大
家送上体彩纪念品，参与者们纷
纷点赞。

本次“点亮健康中国”活动将
持续至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当
天，欢迎更多热爱运动、热爱生活
的人加入，一起为健康中国助力
添彩。

一起“点亮健康中国”

“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
争光能力”。《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
出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和改革方
向。从东京奥运会到北京冬奥会，人们
期待中国体育再创辉煌，竞技体育的发
展让更多的人关注体育、参与体育，推动
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背
后有体彩的默默付出，也有每一位购彩
者的支持。

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使用彩
票公益金 38.69 亿元，其中 11.81 亿元用
于资助竞技体育工作。从体育后备人才
训练补给到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再到
备战奥运会所需的训练、器材、复合型团
队建设⋯⋯可以说，奥运会、世界杯、世
锦赛等赛场上飘扬的国旗背后，都有体
彩公益金的贡献。

服务奥运争光计划
助推集体球类项目走出去

日前，“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大
奖公布，中国体育界唯一代表中国女排
脱颖而出，收获该奖项。2019 年，中国
女排以10连胜的骄人战绩，成为第一个
世界杯“五冠王”，这是中国女排赢得的
第十个世界大赛冠军。中国女排是国人
的骄傲，也是中国集体球类项目的杰出
代表。

“集体球类走出去”是近年来国家体
育总局实施的奥运备战计划之一，彩票
公益金则是这一计划的重要资金保证。
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投入7.18亿元本
级彩票公益金用于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保
障项目，主要保障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在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过程中，为完成备战
奥运任务实施的集体球类走出去、跨界
跨季跨项选材等新举措所需的训练、器
材、复合型团队建设等各项经费开支。

集体球类项目中，曲棍球在奥运赛
场实现了“走出去”的目标。中国女曲
从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以来，从未缺席
奥运会，成为奥运会赛场的常客，并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得银牌。目
前，中国女曲正在备战东京奥运会，女
曲姑娘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参与，而是站
在领奖台上。

曲棍球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无论
是训练物资供给、运动员补助，还是专业
赛事举办，体彩公益金都是支柱型的资
金来源。在赛场之外，曲棍球人才培养
和梯队建设等工作也有体彩公益金的支
持，并且初显成效，全国共有140多个体
校和普通中小学开展曲棍球教学和训

练，常年在训人数超过8000人。

改善队伍训练条件
加大重点场地设施支持力度

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投入4.55亿元
本级彩票公益金用于国家队转训基地改善
训练条件。主要围绕国家体育总局备战东
京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目标任务
项目，加大对地方用于冬季奥运会和夏季
奥运会重点项目的场地设施支持力度，着
力提升和改善科学训练条件；根据《国家体
育训练基地管理办法》，重点资助国家体育
总局命名的国家体育训练基地。

以雪上项目训练基地——国家吉林北
大壶体育训练基地为例，吉林北大壶体育
旅游经济开发区在 2019 年建设青少年雪
上运动基地、国家滑雪训练场设施改造等
15 个项目，开复工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50
亿元，其中建设冬奥村和北大壶国家滑雪
训练场设施改造将投入10亿元。按照《国
家体育训练基地管理办法》，在冬奥村及滑
雪训练场设施改造过程中，体彩公益金会

予以补助。
漳州体育训练基地从1973年开始，就

成为中国女排主要的训练基地，考虑到该
基地是中国女排崛起组队之地，对中国女
排有着特殊的意义，且基地拥有丰富的大
集训经验，国家体育总局和当地政府在几
年前开始规划并启动基地的改造工作，改
造工程总投资 1.4 亿元，全部来自体彩公
益金的支持。

漳州体育训练基地负责人苏建武对新
基地充满期待：“改造后，这里能保证女排
运动员吃住练为一体，另外，新基地还将承
担全国青少年球员的大集训任务，为中国
排球培养后备力量作出贡献。我们非常感
谢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感谢全国
购彩者的无私奉献。在中国女排的背后，
有无数国人的力量在汇聚。”

关注运动员未来发展
扶持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

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用于运动队文
化教育与科研工作740万元。此部分资金

用于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完善教育
信息化建设，开展线上教学服务相关工作；
完成体育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修订工作；
继续运动员网络教学试点工作，筹备启动
运动员文化教育注册制度；完善教练员岗
位培训管理系统，发布岗位培训管理办法；
全面推行初级教练员岗位培训考核工作；
组织实施 6 期“教练员科学训练讲座”和 2
期“国家级教练员岗位培训班”。

教育工作关系运动员的成长，尤其体
现在退役后的就业发展方面。近年来，体
育部门开始重视运动员文化教育，体彩公
益金为运动员文化教育提供了支持，使运
动员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不断提高
科学文化素质。

2011 年至 2019 年，国家体育总局共
支出 45.52 亿元本级彩票公益金用于资助
竞技体育工作。从提供训练经费到建设改
造训练基地，再到支持运动员文化教育，体
彩公益金逐步夯实了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
根基。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体彩始终奋斗
在看不见的赛场上，为追求体育强国的中
国梦想，永不退场。 丰佳佳

体彩为竞技体育插上腾飞翅膀

在第 12 个“全民健身日”
到来之前，由中国体育彩票发
起的“健康中国 光芒燃动——
点亮健康中国”正在全国范围
内火热进行中。

为了回馈广大参与者的热
情，中国体育彩票为此次参与
点亮活动的用户提供了线上刮
奖机会。7月6日，位于常州钟
楼 区 五 星 飞 北 路 1- 2 号 的
3204004246 网点传来捷报，
有一位幸运购彩者刮出了头奖

“5G 手机”一部。据网点销售
员张柏根介绍，自 6 月 6 日“点
亮健康中国”活动开展以来，但
凡有人走进店里，他都会主动
推荐，协助他们完成“点亮”的
动作。

在场的彩友们表示，常州
体彩为网点配备的“运动角”器
材都是比较好上手的项目，每
天来买彩票的时候顺手动一
下、玩两把已经变成了一种习

惯。此次中奖的幸运儿陈先生也
是如此，网点“运动角”的装备中
他最喜欢磁力飞镖，每次来都要
玩几把。中奖当天，陈先生仍旧
像往常一样扔飞镖，销售员则负
责在一旁协助他拍照，上传照片
成功打卡。没想到，屏幕上出现
了“恭喜您获得 5G 手机，感谢您
为点亮健康中国助力！”的字样，
这让陈先生十分开心。

据悉，7月6日起，“点亮健康
中国”活动已再升级。首先是活
动场所升级，由体彩销售网点延
伸至全市11家全民健身中心；其
次是参与活动的用户刮奖次数升
级，除了延续之前通过“中国体育
彩票”官方小程序内“点亮健康中
国”栏目，线下运动线上打卡即可
获得一次刮奖机会之外，还可通
过扫描“一蹴而就”或“全民运动”
即开票保安区二维码获得额外的
刮奖机会。

常体

助力点亮健康中国

常州幸运购彩者喜中5G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