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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经过7天
紧张激烈的角逐，11月 21日上午，
2021年全国青年女子手球锦标赛在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天悦湾体育馆圆
满落幕，由省队适龄队员组成的江苏
青年女子手球队勇夺冠军。这支冠军
队伍系由江苏省体育局、常州市体育
局与常州工学院共同联办。

本次比赛由中国手球协会主办、
岳西县人民政府承办，共有8支队伍
参赛：安徽、安徽省体校、北京、山西、
江苏、山东、广东、潍坊女子青年手球
队。江苏队和安徽省体校、北京、潍坊
同分在A组。

为确保本次比赛顺利举行，组委
会专门成立赛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实施一系列严格的防疫管理措施，包
括为达到赛区后的运动员统一进行核
酸检测，每日监测体温等。比赛期间
实行封闭管理，所有人员不得擅自离
开酒店。

小组赛上，江苏队状态神勇，先后
以54：21、51：30.5、34.5：12.5战胜潍
坊、安徽省体校、北京。决赛上，江苏
队再次面对强敌安徽队，开局10分
钟，江苏6：7.5落后，战至上半时18分
钟，江苏以12.5：12反超，之后，两队
你来我往各不相让，比分交替领先。
上半时结束，江苏仅以21：20领先安
徽1分。下半时，江苏强势的进攻与
坚固的防守给予对手很大压力，使其
失误增多，射门成功率下降，比分逐渐
拉开，最终，江苏以41：34获胜，成功
夺冠。

2002年，常州市体育局成立江苏
省常州手球训练基地，同年由江苏省
体育局和常州市人民政府以“省队市
办”的模式联合创办了江苏省历史上
第一支女子手球队。2015年，常州工
学院参与联办江苏女子手球队，开启

了以大学为基地，横向与体育系统合
作、纵向与中小学衔接，“体教融合”培
养高素质、高水平体育人才的新探索。

作为全国唯一以培养专业手球人
才为主要任务的专项训练基地，江苏
省常州手球训练基地培养并向国家队

输送了赵佳芹、韦秋香、蓝小玲、乔如、
金梦青等40余名运动员。江苏女子
手球队成立以来，自2014年起先后获
得7次全国锦标赛冠军，更是连夺第
十三届、第十四届全运会冠军，可谓全
国女子手球的“王者之师”。

江苏青年女子手球队：

夺取全国青年女子手球锦标赛冠军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1月20日
上午，市体育局开展常州市2021年反
兴奋剂知识竞赛。这是市体育局为切
实提升反兴奋剂教育宣传效果，弘扬

“拿干净金牌”体育精神，确保常州运动
员干干净净参赛的具体举措，也是市体
育局首次通过知识竞赛形式进行反兴
奋剂宣传教育。

知识竞赛由常州市体育局主办，江
苏省常州体育运动学校、常州市体育医
疗科研所、常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承
办。江苏省常州体育运动学校、常州市
体育专业运动队管理中心、常州市青少
年业余体育学校、常州市业余军体学校
共四家训练单位各派出包括4名运动
员、1名科医服务人员、1名教练员、1名
管理人员在内的7人参赛。

知识竞赛以《刑法修正案（十一）》
《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反兴奋剂规则》
《禁用清单》以及“纯洁体育”APP内相
关反兴奋剂知识为主，分必答题、抢答
题、风险题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
竞逐，最终，常州市业余军体学校获一
等奖，江苏省常州体育运动学校获二等
奖，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常州
市体育专业运动队管理中心获三等奖。

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反兴奋
剂工作，严格依照国家体育总局《反兴
奋剂管理办法》《反兴奋剂规则》等有
关文件规定和“反兴奋剂工程”建设方
案，以及省体育局有关反兴奋剂工作
要求，多措并举、层层落实，坚决防范，
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确保“零出现”
的目标，持续推进反兴奋剂教育预防
体系和工作体制机制的建立，牢固树
立运动员、科医服务人员、教练员、管
理人员“拿干净金牌”理念，多措并举，
构筑反兴奋剂工作防线。

据悉，市体育局将根据本次比赛
表现，挑选多名选手参加明年 1月举
办的 2022 年度江苏省“拿干净金牌，
为祖国争光，为人生添彩”反兴奋剂知
识竞赛。

我市多措并举筑牢
反兴奋剂工作防线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9日
上午，2021年“奔跑吧·少年”常州
市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在奥体中心
体育场恢复开赛。

一年一度的市中小学生田径锦
标赛是全市范围内规模最大、覆盖
面最广的田径比赛，由市体育局、市
教育局主办。比赛分小学甲组、小
学乙组、初中组、高中甲组、高中乙
组，共有来自溧阳、金坛、武进、钟
楼、天宁、新北、常州经开区，以及
30多所局属学校的近900名运动
员参赛，其中小学组以辖市区为单
位参赛。

田径健儿们在3天内展开60
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
1500米、3000米、80米栏、110米
栏（男）、100米栏（女）、400米栏、
4X100米接力、4X400米接力、跳
高、跳远、垒球、三级跳远、铅球、铁
饼、标枪、三项全能、五项全能等20

余个项目的激烈角逐。
这一赛事为运动员提供了公

平、公正、公开的竞技舞台，是对全
市各校体育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检
阅，也为教练员提供了发掘和选拔
田径人才的平台，为推动后备人才
梯队建设、提升我市竞技体育水平、
促进青少年田径运动的持续发展作
出了贡献。

2021年常州市
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开赛

本报讯（缇彩 吕亦菲） 11月17
日，位于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富平路
59—西—1号的3204054182网点传
来喜讯，该网点当晚中出体彩大乐透
第21132期一等奖基本投注1注，奖
金7,538,023元。这也是继11月13
日后常州购彩者喜中第21130期大乐
透一等奖713万元后，又一个大奖。
一周之内，常州购彩者连续中出两注

大乐透一等奖，喜上加喜。
11月18日，常州市体育彩票管

理 中 心 负 责 人 带 队 来 到
3204054182网点，向中出大乐透一
等奖的网点授牌，并向代销者表示

慰问。据 3204054182 网点代销者
陆明和介绍，他网点内几个守号投
注的号码他都有印象，这注中奖号
码大概率是随机投注所得。18日一
早，老陆就联系制作了横幅和拱

门。他乐呵呵地表示，虽然不是自
己中的奖，但大奖的喜悦值得分
享。一大早，已经有不少街坊邻居
慕名来他的网点打票，要沾沾百万
大奖的喜气。

一周内，常州连中两个体彩大乐透一等奖

□陈渊 周茜

记者24日获悉，“畅通办、常相伴”
湟里镇网上服务大厅正式投用。该服务
大厅设在“幸福湟里”微信公众号“湟里
咨询”里，把民政、人社等各项便民服务
送达居民“指端”。这是湟里镇“三整合”
改革结出的又一硕果。

以湟里镇“局部试点”探索面上提档
升级为参考样本，今年以来，武进区委编
办深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创新，在全面
规范全区乡镇（街道）改革成效的基础
上，精心打造省级“三整合”改革先行先
试示范点。

走进湟里镇综合指挥中心，一体化
平台大屏映入眼帘。在“智慧党建+‘审
批服务、综合执法、网格治理、指挥调
度’”框架下，湟里镇主动探索，将12345
服务热线、治安监控、污染防治、河长通、

应急指挥等功能融入其中，打造“一个平
台受理、一个端口派单、一条专线反馈、
全程有效监督”运行模式，充分放大应用
效能。同时，建立健全“镇—村（社区）—
网格—微网格”四级工作层级，编织覆盖
全镇“人、事、物、地、组织”等要素的管理
网络，实现对各项基础数据的实时调取
和研判，推动精细化治理。

“以水体治理为例，依托一体化平
台，我们实现了数据的双向畅通：一方
面，对接武进区河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
实时掌握全镇水质达标、巡河、水体等情
况；另一方面，对接社会治理平台，通过
网格巡查实现对镇域范围内水体的全覆
盖管控。”湟里镇综合指挥中心副主任张
青介绍，今年上半年，结合两方面数据研
判河道污染趋势后，湟里镇党委、政府当
即研究开展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
攻坚“333”行动，排定消除污水管网片

区1处、整治“小散乱”排水25家等任
务，截至目前均已完成。

随着“三整合”改革推行，湟里镇成
立镇行政审批局，承接8个区级部门下
放的 107 项政务服务事项。按照“综
窗+专窗”的规范设置标准，为民服务中
心大厅全面建立全科政务服务机制，加
上镇、村（社区）、站三级服务体系联动机
制的全面建立，政务服务效能显著提
升。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区、“网格+政
务”跑腿队伍、“跨区域通办专窗”、全科
社工进村入企……一系列精细、贴心的
服务举措，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感受“在湟
里，好办理”。

瞄准执法标准、队伍全能、机制协
同、效能提升，湟里镇全面挖潜，镇域综
合执法全方位提档升级。在全省率先
探索镇级跨市协作，与无锡官林镇综合
执法局实现行政执法信息共享、案情互

通、案件共办；在卫生健康、城市绿化、
教育培训等多领域开出全市、全区第一
单……一年多来，湟里镇综合行政执法
局在实践中不断刷出执法新纪录。

“执法工作合力更强、监管更立体、
查处更有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更快。”
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孙步星说，按照

“一个执法主体，一支执法队伍，一套执
法规范，一个执法窗口”的运行模式，综
合行政执法局整合、修订、完善12项制
度规范，健全事中事后综合监管体系，
建设17个执法便民服务点，打通基层
执法末端，确保区级下放执法事项接得
住、用得好。

下一步，武进区委编办将以全面推
进基层社会治理“湟里模式”为契机，将
点上“盆景”变为面上“风景”，助力打造
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武
进样板”。

武进区委编办：

精雕“三整合”改革湟里模式
本报讯（郑雨露 六莹） 新年

音乐会一直是常州观众最为期待
和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会。12月，
常州大剧院为广大市民安排了三
场音乐会、一场舞台秀，让观众感
受光影与旋律交织的传奇魅力，为
龙城观众送上一份温暖而贴心的
新年礼物。

12月，常州大剧院首先上演
的将是奥特曼系列舞台秀《奥特
英雄银河格斗——粉碎阴谋》，该
舞台秀延续奥特曼系列剧集《奥
特银河格斗——巨大阴谋》支线
剧情，在大乱斗的序章后，发展出
扣人心弦的故事，带来非一般震
撼的视觉体验。

12月 24日，《我心永恒》——
聆听最美时光，圣诞节专场音乐会
将如期而至。莫梵爱乐轻
音乐团将带来10多首充
满圣诞氛围的国内外经典
音乐名作，让观众过一次
非同凡响的圣诞节。

12 月 30 日，无锡洛
可可乐团将给常州观众
带来《蓝色多瑙河》经典
名曲交响新年音乐会，拉
开新年音乐会的序幕。

无锡洛可可乐团是无锡地区一支
具有专业演奏水准的交响乐团，
在长三角地区颇有声誉。本次音
乐会，乐团将演奏《卡门》序曲、江
苏民歌《茉莉花》、意大利民歌《我
的太阳》等名作。

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中国
唯一一支具有节日乐团风格的国
家级专业院团——中国电影乐团
将给常州观众带来新年音乐会。
中国电影乐团作为新中国成立最
早的国家级交响乐团之一，拥有
72年的辉煌历史。这次，他们将
通过《金银圆舞曲》《乡村骑士间
奏曲》《罗恩格林前奏曲》等曲
目，带领观众回归音乐初心，让现
场的观众近距离感受艺术的魅
力。

常州大剧院三场音乐会
奏响新年乐章

广告

11月19日下午，钟楼区永红街道永红村委开展了一堂“葫芦烙画”非遗物质文化学习课。授课的朱老师向大家介绍了
“葫芦烙画”的历史渊源及艺术价值，让村民们对烙画这项传统艺术有了初步了解后，再指导大家从简单的绘图入手，体验
自己动手的乐趣。随着最后一笔的描画，“廉洁”二字跃然于葫芦上。村委工作人员表示，要把这只带有“廉洁”字样的“葫
芦烙画”放在办公桌上，时刻警示自己牢牢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 永红 胡艳图文报道

本报讯（秦国英）一年一度的武进
区武术交流大赛日前落下帷幕。

武进素有崇文尚武之传统，随着经
济的腾飞、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爱好
武术的市民日益增多。据了解，武进区
武术协会有20多家武馆，大家经常在
一起切磋、交流。考虑到疫情防控需
要，武进区武术协会决定把今年的交流
大赛搬到网上，该方式得到了各武馆和
武术家们的积极响应。大家认真组织，
拍摄视频，上网参评。风格各异的武术
表演通过新颖的拍摄手段，更加争奇斗
艳、引人入胜。视频的慢放镜头也更方
便大家仔细琢磨动作要领，提高自己的
武术水平，得到了广大武术爱好者的一
致好评。

武进区武术交流
大赛线上比武

本报讯（郏燕波 韩一宁）“去
年红美人橘卖了30万元，今年产
量增加，收入估计会增加。”11月
15日，在溧阳市溧城街道歌岐村
葛渚村“我采我摘”家庭农场内，
20多亩红美人橘已成熟，绿油油
的果树上挂满了橙黄的“小灯
笼”，忙着采收的农场主吕俊喜滋
滋地说。

据悉，“我采我摘”家庭农场于
2018年成立，面积100余亩，主要
种植草莓、番茄、西瓜、柑橘等多个
品种。其中，红美人橘是橘橙类杂
交品种，剥起来像橘子，入口像橙
子，出汁率高达90%，因此被称为
柑橘界的“爱马仕”。11月中旬至
1月底是橘子采摘的最佳时期，现
在正是农场忙碌的时候。“预计今

年能产1万公斤左右，基本都是电
话订单，政府也帮我们宣传，好多
都是老客户。”

让吕俊高兴的不仅是橘子丰收
了，还有“我采我摘”家庭农场获得
的荣誉：10月27日，该家庭农场通
过常州市“生育关怀”帮扶基地项目
验收并挂牌。

据悉，在溧城街道计生协会的
引领带动下，“我采我摘”家庭农场
利用现有资源，为周边村上的13
户计生困难家庭提供就业岗位，给
他们带来一份稳定的经济来源，并
为需要种植技术的困难家庭提供
技术指导。

吕俊表示，今后将扩大农场
规模，更多、更好地帮助困难家庭
致富。

家庭农场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