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李杰 彭迪 秋冰）静
享电动，乐游山林。11月 2日上
午，全省首辆山地型电动观光小火
车“竹海绿源”号交接首发仪式在溧
阳市南山竹海景区举行。此举不仅
响应国家“双碳”要求，也是我市推
动“绿色文旅”示范建设的又一重要
举措。

“竹海绿源”号作为景区首辆电
动观光小火车，是为南山竹海超长
坡道环境专门打造的。车身长15.6
米、宽 1.7 米，采用全钢架结构和
RTM抽真空玻璃钢机械成型工艺
打造，安全坚固，造型美观，全车设
计载客数60人，具有爬坡强、续航
久、高效静音等特点。整车电池容
量150千瓦时，综合续航里程160
公里，最高时速20公里。

经景区测算，原燃油小火车百
公里油耗 40升，燃油成本约 280
元，改为电动后百公里耗电93度，
用电成本约60元，可帮助景区节省
七至八成的能源成本。

“相较传统的燃油小火车，最关
键的是电动小火车零尾气、无碳排、
超静音，更适合南山竹海的绿色生
态环境。”国网溧阳市供电公司副总
经理穆迪介绍，在国网溧阳市供电
公司、国网常州电动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和南山竹海景区三方数轮调研
接洽、周密论证下，为景区量身定制
了非标电动观光小火车，促成了景
区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
年来，溧阳供电践行“电动溧阳”理
念，致力于通过清洁能源智慧运用
来守护绿水青山。2019年起，该公
司成功建成“天目湖景区智慧物联
全电化”示范项目，实现终端数据多
元互联集成管理；2020年全国内湖
最大纯电游轮“山水绿源”号顺利首
航，助力天目湖向清洁节能景区转
型；此次南山竹海景区全新上线“竹
海绿源”号，打造“竹海绿色零碳观
光廊道”，与天目湖“山水绿源”号遥
相呼应，双星闪耀。

全省首辆山地型电动观光
小火车亮相南山竹海

本报讯（郏燕波 韩一宁） 时
下，正值百合收获季。记者2日在
溧阳现代农业产业园树头岗村看
到，村民们正忙着收获成熟的百合。

“百合又甜又大！第一年就有这
么好的收成，让我们对未来很有信
心！”村民李大姐兴奋地对记者说。

去年3月以来，溧阳市全面启
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将其作为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
手。树头岗村是园区内第一个乡村
建设试点村。经调研发现，百合不
仅具有观赏价值，还有很高的食用
和药用价值，加上树头岗村的地理

条件特别适合种植百合，于是，园区
积极尝试种植功能性百合。

据悉，树头岗村种植了20亩
百合，5 月份亩产百合鲜花 3650
支，共销售1.6万支，预计鲜食水果
百合亩产量550公斤，两项合计亩
均效益达1.2万元。随着种植技术
的日趋成熟，今年11月，树头岗村
的百合种植将从品种选择、色彩搭
配、景观融入、种植规模等方面继
续优化，真正实现做给农民看、带
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全力打造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
美丽乡村。

百合迎来“甜蜜季”

本报讯（李雪峰 秋冰） 10 月 27
日，记者在溧阳市金顶名都小区看到，小
区大门旁设置了智能化垃圾分类投放
箱，小区里张贴了垃圾分类荣誉榜，开展
垃圾分类“每月之星”评选活动。

金顶名都小区是溧阳市城管局推行
智能化垃圾分类达标小区之一。小区的
智能化垃圾分类投放箱很醒目，箱体上
印有玻璃、金属、塑料、织物、纸类等不同
的可回收垃圾标识，图案清晰，让居民一
看就知道怎么投放。

为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与
参与率，小区物业除采用积分兑换日
常生活用品，还开展垃圾分类“每月之
星”评选活动，每周进行现场宣传，建
立预约上门收集和积分兑换体系，切
实把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小区居
民朱阿姨笑呵呵地说：“自从垃圾分类
积分可以兑换物品，家里的大人小孩
都自觉养成了把可回收垃圾聚集在一
起投放的习惯。”

溧阳市积极推进江苏省生活垃圾
分类达标小区建设，在建成区生活垃圾
分类设施全覆盖的基础上，积极创建生
活垃圾分类达标小区，去年建成了省级
生活垃圾分类达标小区11个，今年申
报了 22个省级生活垃圾分类达标小
区。在创建过程中，溧阳市城管部门探

索“红色”引领“绿色”，坚持党建引领，
广泛发动小区党员和志愿者加入垃圾
分类志愿者队伍，鼓励机关干部、职能
部门党员下沉社区现场监督指导，开展
各类有益服务。

据悉，溧阳市昆仑街道办事处的党员
干部、志愿者入驻御水景城小区，通过认
岗定责、站桶服务、专人专岗、巡查值守等
方式，引导社区居民正确投放垃圾。溧城
街道办事处入驻燕山南苑小区、锦绣花园

小区，组织小区物业人员、楼道长、志愿
者、网格员和社区党建联建单位的党员一
起加入，按照“扩面、规范、提质”标准，以
点带面，帮助小区居民学会垃圾分类，有
效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向纵深发展。

溧阳今年创建22个省级达标小区

□陈晓鹏 俞兢 周茜

“只填写了一份申请表，没过几天工
伤保险待遇支付就到账，真是太方便
了！”王女士是某电子厂工人，今年9月
在工作时不慎被刀划伤左手，到医院进
行了伤口缝合。10月8日，单位陪同王
女士提出“工伤一件事”办理申请。武进
区人社局快速完成工伤认定后，10月12
日，区社保中心核定报销医药费为836.5
元，并在当天就完成了支付。

工作中受了伤，能否及时顺利获得
赔付是劳动者最关心的问题。但长期以
来，工伤领域存在认定申请烦、报销时间
长、材料提交重复、纠纷调处难等问题。

武进区人社局坚持从群众办事的难点堵
点出发，推进“工伤一件事”改革，围绕业
务协同、数据共享，细化办事流程，促进
数据赋能。

依托江苏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
台，今年8月，武进区人社局在社保大
厅“工伤一件事”窗口统一受理工伤事
项，打通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
遇支付等环节，使申报材料、法律文书
和结论等信息通过平台实现实时交换
和送达。通过事项梳理、流程再造，涉
及工伤的申请材料数量减少了48.8%，
初步实现“工伤一件事”全流程一体化
服务。截至 10 月，共受理工伤案件
3414起，其中认定工伤2669起，终止

工伤认定82起。
武进区人社局还从工伤职工需求

出发，与武进中医医院长虹分院签订
协议，确立了武进首家工伤康复定点
医疗机构。符合条件的伤者，凭武进
区人社局出具康复的确认通知书，即
可从医疗机构直接转至康复定点机构
进行治疗，其康复费用联网结算。这
一流程不仅实现了工伤康复医疗费用
报销在院内“一次性办理”，还有效化
解了用人单位和职工垫付康复费用的
压力，让伤者能尽快接受系统、规范、
科学的康复治疗。

与此同时，武进区人社局拓宽渠道
为群众提供全链条的服务。业务部门在

办理“工伤一件事”相关业务的同时，还
一次性告知办事企业、群众相关衍生业
务流程、办理机构和联系方式，如引导具
有武进户籍、符合残疾评定标准的伤者
办理残疾人证，并提醒持有武进工会卡
并参加职工互助保障的人员，在保障期
内领取相关待遇。

针对劳动关系主体不明、工资拖欠
的复杂案件，武进区人社局还建立了“一
站式”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充分发挥村
委、镇（街道）司法所和社会事业局、区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等部门优势，实行“一站受理、合理化
解”的联动快办调解机制，大大降低了工
伤职工的维权成本。

业务协同、数据共享

武进推进“工伤一件事”全链条改革

本报讯（缇彩 吕亦菲） 10月30日
下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暨“中
国体育彩票”公益篮球场揭牌仪式在新
北万达广场举行。该公益篮球场由常州
体彩携手新北万达、飞鹰篮球共同打造，
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活动现场，飞鹰篮球创始人向首
批参与公益培训的小朋友代表赠送
公益篮球。

为推广全民健身，让更多的孩子爱
上篮球运动，由常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三井街道团工委、飞鹰篮球共同组织
的公益篮球培训将面向社区众多小朋友
展开。符合条件的小朋友，将有机会免
费获得为期一个月的公益篮球课程以及
篮球装备。

现场，常州体彩还向三井街道团工
委捐赠了首批价值5000元的篮球体育
用品。

中国体育彩票自1994年在全国统
一发行以来，始终以责任为引领，以公
益为使命，为社会发展助力，为服务百
姓添彩。一直以来，常州体彩始终坚持
履行国家公益彩票的社会职责与公益
使命，携爱出发，向光而行，积极参与多
项公益慈善活动。常州体彩已连续九
年开展“公益体彩”系列主题活动，通过

“暖冬季”“关爱季”和“助学季”活动。
在今后的工作中，常州体彩也将继续牢
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用行动

践行初心，用实干担当使命，切实把好
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办到人民群众的
心坎上。

仪式结束，首个在公益篮球场上举
行的三对三篮球赛开打，来自全市多所
大学的12支队伍热情参与。

常州体彩捐赠的公益篮球场揭牌启用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0月

30日下午，2021运动龙城大联赛
常州市行业象棋、五子棋比赛在红
荷文化服务中心开赛，来自全市各
个行业的11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由常州市体育总会指
导，常州市常春棋院承办。比赛采
用五轮积分编排赛制，个人名次积
分多者列前；团体名次以队伍中个
人名次最高的两者相加，小者列前。

“如今，各行各业工作都很辛苦，
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既可以增进
行业间的交流，又可以提高运动水
平，可谓一举多得。”西新桥二村社区
党委书记缪华峰介绍，本次参赛的
11支代表队由不同行业的一线工作
人员组成，有交警、供电、燃气、邮政
等部门工作人员，也有律师、教师、法
官等。这次能广撒“英雄帖”将他们
聚到一起，实属难得。希望通过今年
的成功尝试，再接再厉，能将行业赛
做成一个更大规模的传统品牌赛事。

近年来，我市举办了全国象棋业
余棋王赛、智力运动会象棋比赛、中
国体彩象棋民间棋王赛等一大批特
色赛事，为广大象棋爱好者提供了更
多学习、交流、切磋的平台，进一步推

动我市象棋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市棋类协会还在市体育局的支

持下，加大力度培养青少年象棋选
手。目前，常州市荆川小学、常州市
西新桥小学等多所学校被授予“江
苏省棋类特色学校”，通过象棋运动
进校园，开设象棋校本课程，激发青
少年对象棋运动的热爱，为常州象
棋运动培养、储备更多优秀人才。

去年下半年，经江苏省体育局
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常州市体育局、
常州市教育局，钟楼区人民政府三
方协定，决定采取“三方联办、以区
为主”的模式联合举办江苏省女子
象棋队，并将训练地点选定于荆川
小学，为常州象棋运动的蓬勃发展
再添助力。

相比于象棋，五子棋赛事起步
和发展较晚，今年是五子棋第二次
作为专项赛事被纳入运动龙城大联
赛中。赛事用五子棋分黑白两色，
棋具与围棋通用，只是五子棋的棋
盘大小固定，也不像围棋存在“吃
子”的规则，因此，棋子的数量相比
围棋较少。正式的五子棋比赛存在

“打点”“禁手”等规则，对弈过程中
对计算的要求非常高。

以“棋”会友

我市举办行业象棋、五子棋比赛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为深入
宣传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大力普及安全
生产法律知识，提高全员安全法制
意识，广泛营造“学法”的良好氛围，
根据年度安全培训计划，10月29
日下午，市体育局举行“新安全生产
法”学习培训大会。局领导班子成
员、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共100
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大会邀请了市安委办巡
查督察处处长、民革常州市钟楼区
基层委员会副主委、钟楼区第九届
政协委员、市律师协会公职律师工
作委员会委员李濠江作为主讲
人。他曾长期从事质量技术监督

法律法规工作，担任省质监系统法
律知识专家库成员，当前主要从事
安全生产问题隐患的巡查督察和
考核相关工作。

李濠江分别从贯彻新思想、新
理念、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健全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强化新问题、新风险
的防范应对、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
处力度等新《安全生产法》修订的五
个方面逐条作了详细讲解，结合实
际，以案说法，通过剖析安全事故发
生的原因，用血淋淋的教训督促大
家重视安全、规范行为、减少事故、
促进平安。

大会对各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做
了部署与要求。

市体育局举行
“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大会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注意力集

中，看我手势做动作！”前国家队队长、江
苏女手功勋队员赵佳芹拿起哨子和战术
本，担任起了助理教练。近日，中国女子
手球队在常集结，并在常州工学院手球
馆一日三练，备战女手世锦赛。

本次国家队19人集训大名单中，有
13人是刚刚夺得全运会2连冠的江苏
女手；江苏女手主教练金甲洙也将担任
这次国家队主教练。“金教练从韩国探亲
回常后，还在隔离中，11月中旬前都由
我带队训练。”赵佳芹说，“很高兴能以教
练身份留在手球场上发挥余热，继续为
中国女手、江苏女手出一份力。”

“这次世锦赛还将为明年的杭州亚
运会，以及2023年的巴黎奥运会预选赛
打牢备战基础，同时选拔年轻队员，并锻
炼队伍。”国家队领队王心东说到。本次

集训将持续至11月底。
面对一个多月前还在同场竞技的队

员们，赵佳芹没有丝毫不适应，严格对待
每一位队员。“现在集训氛围不错，毕竟
大部分队员来自江苏，再加上其他队伍
的优秀队员，自觉性方面不用担心。大
家相互监督，齐头并进。”

6:30进行晨练，10:00开始上午训
练，16:00则是下午训练，中国女手重复
着一天三练的备战。“勇争一流、争创更
多第一唯一！”希望中国女手能以球馆内
国旗下挂着的标语为目标，在国际赛场
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据悉，本次女手世锦赛将于12月
在西班牙举行。32支世界强队分为8
组，中国女手作为5支亚洲队伍之一，
与东道主西班牙、奥地利、阿根廷同分
在一组。

一天三练，中国女手在常州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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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们乐享垃圾分类兑换积分。胡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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