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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省 2020 年普通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 8 月 5 日全
面展开。8 月 7 日晚间，完成了
提前批次文理类及体育类本科
院校的投档工作。提前批次文
科类计划 2282 人，理科类 5565
人，体育类1855人。

提前批次文理类招生录取
的院校包括军事院校、公安政法
院校（专业）、航海院校（专业）、
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
地区学生专项计划（以下简称地
方专项计划）、乡村教师定向培
养计划（以下简称乡村教师计
划）以及其他院校。

文理类提前录取本科批次
院校数量较多、招生类型复杂。

其中军事、公安、司法等院校只
对面试、体检或体能测试等合格
的考生进行投档，地方专项计划
只对户籍、学籍等符合报考条件
的考生进行投档，乡村教师计划
面向户籍等符合条件的考生定
向招生，安排在其他院校中的民
航招飞计划面向体检、背景调
查、高考成绩等符合普通高校招
收飞行学生录取条件的考生投
档。

总体来看，今年提前批文理
类投档计划满足率以及院校投
档分数线均较高。军事院校、公
安政法院校、航海院校、地方专
项计划、乡村教师计划生源充
足。提前批次缺额院校及缺额

数量较往年显著下降。今年体
育类各院校生源充足，投档计划
满足率较高。

省教育考试院将陆续发布
考生的录取状态。提前本科批
次文理类、体育类平行院校志愿
录取工作将分别于8月10日、13
日完成，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
院门户网站、“江苏招生考试”微
信公众号或江苏招考 App 及时
查询录取结果。省教育考试院
将及时公布未完成招生计划的
院校、专业和人数，符合该批次
报考条件但未被录取的考生可
填报相应批次征求平行院校志
愿。

（毛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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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提前批次开录，缺额院校数显著下降

本报讯 8 月 4 日，常州轨
道交通2号线首个装配式冷水
机房在勤业站安装完毕。包括
2台冷水机组、2台冷冻水泵、2
台冷却水泵、4 台水处理器、
160 余米管道等，本次现场安
装仅用时 5 小时，预制装配率
高达90%以上，创造常州轨道
交通冷水机房安装新速度。

“如果是传统施工方式，安
装一个冷水机房需要 10 多天
时间。”负责此次机房安装的中
铁十二局电气化公司机电项目
负责人陈效明介绍，“现在采用
的装配式施工具有质量好、工
期短、工艺标准高等特点。”

据悉，此次勤业站安装的
装配式机房，采用标准化、产
品化、模块化的设计理念，运

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进行深
化设计。机房内重要组部件
由加工厂进行生产，一次性运
输到现场，从而实现快速化安
装，减少了施工现场密闭空间
焊接作业，节省了现场机械设
备施工用地。而且，机房整体
面积节约近60%，整体美观且
便于后续运营维修管理。现
场采用分段式模块安装，将冷
水机组的管道、阀门等构件分
割成几个可组合、分解和更换
的单元，方便施工人员安装，
有效提升了施工效率和工艺
标准。

（沈琳 马静 图文报道）

首个装配式冷水机房在地铁2号线安装完成

传统施工：10多天
装配式施工：5小时

本报讯 近日，从省交通
运输厅传来喜讯，我市溧高、
常宜 2 个在建高速公路项目
获评 2019年度江苏省公路水
运省级品质工程示范创建项
目。

常州各在建高速自开工
以来，始终把“匠心筑造品质
工程，凝心建设交通强国”作
为工程建设的主线，以创新为
第一动力，深入开展品质工程
建设，建设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的高速公路项目。

溧高高速在全省率先采
用路面自动化3D摊铺控制技
术，采用全省先进的智能张
拉、灌浆工艺等信息化、智能
化手段，确保工程质量。常宜

高速在全省高速公路范围内
首次引进自动焊接机器人，采
用 3D 摊铺技术、激光超声波
桁架摊铺机、路基整体碳化加
固等科技创新措施；创新采用
社会建设项目土方综合利用
提前备土服务模式，解决项目
路基缺方土源问题，产生了较
大的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

目前，溧高高速正在冲刺
最后 15 公里的沥青上面层摊
铺，项目进度位于全省前列。
常宜高速正在全面开展沥青
中面层摊铺，采取“歇人不歇
机”轮班制作业，开足马力加
快推进工程建设，确保实现年
内建成目标。

（张磊 马静 图文报道）

溧高高速和常宜高速两个在建高速公路项目

获评省级品质工程
示范创建项目

本报讯 为落实全民健身和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倡导文明健
康生活方式、推动全民健身与全
民健康深度融合，按照国家疫情
防控常态化工作相关要求，7 日
晚上 7 点，2020 常州市全民健身
月启动仪式暨“点亮健康中国”
健步走活动在紫荆公园举办，近
300名体育健身爱好者参与。

2018年起，我市设立全民健
身月，旨在充分发挥体育服务职
能，更好满足群众的健身运动需
求。今年 6 月，中国体彩发起了

“健康中国 光芒燃动 点亮健康
中国”主题活动，常州体彩积极
响应，市民踊跃参与，历时两个
月，常州活跃度居全国前列，成

为 健 康 中 国 地 图 上 的 闪 亮 地
标。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以视频
形式回顾了两个月来的点亮场
景，并表彰了期间表现突出的 5
家运动场馆和 5 家体彩销售网
点。

为鼓励更多市民积极参与
全民健身，启动仪式现场，国家
女子手球队队员赵佳芹、国家一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代表张文贤
以及常州广播电台主持人管迪
获聘常州市“全民健身代言人”，
为全民健身注入榜样力量。

千 里 之 行 ，积 于 跬 步 。 当
晚，“点亮健康中国”健步走活动
于紫荆公园摩天轮下闪亮开启，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本次活动在

规模上缩减了体量。发令仪式
后，近 300 位参与者身着统一运
动服、佩戴荧光饰品，沿紫荆公
园智慧健身步道健步而走。

据悉，8 月 8 日当天，我市公
共体育场馆向市民免费开放，各
场馆都拿出了切实的惠民免费
开放方案，让市民体验到高质量
的健身设施和健身服务，享受近
年来我市公共体育场馆建设和
发展成果。

（常体 郑雨露）

我市启动“全民健身月”活动

本 报 讯 夜 市 摆 摊“ 求 ”人
才、市民“逛街”选岗位。7 日夜
间，武进区人社局首场“线下+
线上”夜市招聘会，在湖塘新天
地公园举行。借“夜市经济”东
风，同时依托在线媒介“直播”方
式，武进区人社局搭建供需对接
平台，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
不一样的招聘求职体验。

国茂减速机、常发农装、柳
工机械、南方电机等重点企业纷
纷出动。招聘展位前，企业工作
人员详细讲解企业用工情况、薪
酬待遇等，吸引现场求职者。求
职者与企业招聘者你问我答，场
面十分融洽。

招聘活动共吸引武进区 30
家规上重点企业入场招聘，还有
200 余家企事业单位线上招聘，
提供了从一线操作到工程师、行
政主管、项目经理等 1200 余个
就业岗位，最高年薪超 30 万元。
现场还设政策服务专区，区人社
局工作人员为广大求职人员免
费发放人社宣传资料，并提供咨
询、职业指导、社会保险、培训登
记等服务。

3 家重点企业招聘者化身
“主播”在线推荐岗位，对企业工
作环境、薪酬福利、发展路径等

方面进行全面介绍。武进区人
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华忠也来
到直播间“吸粉揽才”，现场直播

“带岗”“带政策”，分析当前就业
形势、解读人社政策、给予就业
指导。该局就业、社保、仲裁等
部门负责人也在线为求职者答
疑解惑。当晚，直播平台点击量
超 5 万。经过现场与线上交流
洽谈，近500名求职者与用人单
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就 业 是 民 生 之 本 。 今 年 以
来，武进区把就业工作摆在突出
位置，打好援企稳岗赋能、扩就业
保民生“组合拳”，整体就业形势
稳中向好。武华忠表示，下一步，
区人社局将靠前服务、主动作为、
持续发力，深入实施就业惠民、创
业富民、技能利民、服务便民四大
行动，不断扩大就业容量、增加就
业含量、提升就业质量。
（金畅 李丹丹 吕洪涛 图文报道）

武进举办“线下+线上”夜市招聘会

常宜高速中引进的焊接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