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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件办结情况（第三十批）
4月24日，常州市收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十

批信访件，共7件。目前，3件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

本报讯（吕亦菲 缇彩） 5月1日
下午，“微光行动”之中国体育彩票象棋
公益活动基地在红梅公园正式揭牌。
此次“微光行动”是体彩在全国范围开
展的公益系列活动，取“汇聚微光 播洒
大爱”之意，目的是与人民共享体彩发
展成果，传递体彩公益力量，彰显体彩
支持和保障公益和体育事业发展，服务
社会经济、关注民生的责任担当。

新成立的象棋公益活动基地位于
红梅公园红梅阁东侧，旨在为广大象
棋爱好者打造一个群众体育文化场
所，同时带动更多人积极参与象棋运
动，传承象棋文化。整个象棋公益活
动基地分为室内办公区和室外活动区
两个部分。室外活动区用各种“棋”元
素装饰，其文化墙上不仅陈列了每年
象棋比赛的精彩照片，还张贴了常州
市象棋比赛英雄榜，榜上是自1957年
以来，常州市象棋比赛历年的冠亚季
军。传统棋文化与红梅公园古色古香
的青砖黛瓦交相呼应，氛围感满满。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
长期以来对象棋运动及全民健身的普及
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常州体彩与象
棋协会从2019年开始展开合作，连续3

年举办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
电视争霸赛，还开展了“中国体育彩票”
常州市象棋甲级、乙级联赛。

常州市体彩管理中心已连续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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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
爱送到有需要的人群身边。2020年至
2021年，常州体彩在常州天爱儿童康复
中心设立爱心基地，援建了“乐小星”公
益乒乓球教室，帮助那里的孩子们通过
体育锻炼更好融入社会。2021年，常州
新北万达公益篮球场正式投入使用。篮
球场地全部免费对外开放，还会为市民
带来免费的专业培训课程，不定期开展
篮球比赛，力求让广大市民朋友享受更
专业的运动质感和更好的健身体验。

未来，常州市体彩管理中心还将在
更多项目上建立公益活动中心，以体彩
力量助力全民健身，用实际行动彰显公
益彩票的责任和担当。

启动仪式后，主办方还安排了一场
“巅峰对决”。由江苏女队专业运动员李
沁迎战前常州冠军叶建伟，高手过招，棋
逢对手，两种风格的碰撞吸引了众人关
注。两位象棋高手还与现场棋迷们热情
互动，交流棋艺。

常州体彩象棋公益活动基地揭牌

红梅公园又多了一个“棋迷乐园”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在“五

四”青年节这一天，常州市体育专业
运动队管理中心的手球教练员蓝小
玲获评“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她
是这十人中唯一的“90后”。

1993年出生的蓝小玲是常州
市体育专业运动队管理中心的手球
教练员，曾是省队市办的江苏女子
手球队队员，2018年被评为江苏省
劳动模范，2022年获得“江苏省体
育发展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2006年，蓝小玲因先天性腰椎
骨裂，被多个省队拒之门外，但江苏
选择给这个眼神中透着不服输劲头
的小姑娘一个机会。13岁的蓝小

玲在江苏手球队扎下根来，与队友们
一同拼搏、奋斗、坚持，为江苏女子手
球浇灌出灿烂夺目的青春之花。

16年来，伤病无时无刻不在困
扰着蓝小玲，她的左腿膝盖经历过
三次手术。但她热爱着手球这个项
目，无论伤病，都坚持训练，努力锤
炼本领，扎实提高技战术水平。
2017 年、2021 年，以她为主力的江
苏手球队蝉联第十三、十四届全运
会冠军；2015—2021 年，个人先后
获得4次最有价值球员和4次最有
道德风尚运动员；所在队伍先后获
得全国锦标赛冠军7次，全国冠军赛
冠军7次。

蓝小玲获评
“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

本报讯（吕亦菲 常体）近日，
常州市总工会公布了2022年常州
市五一劳动奖状、常州市五一劳动
奖章、常州市工人先锋号名单。江
苏省常州体育运动学校训练科长乔
飞跃荣获“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乔飞跃在2014年第十八届省运
会至2018年第十九届省运会周期，
担任教练兼领队工作至今，其参赛成
绩均取得历史性突破。特别是第十
九届省运会，他带队在田径项目夺得
28枚金牌，在男子篮球项目夺得四
个参赛组别的3个冠军、1个亚军，在
举重项目夺得11枚金牌，这3个项目
的金牌数均位列全省第一。自2019
年开始备战2022年第二十届省运会
周期以来，常州体育运动学校紧紧围
绕“勇争一流、耻为二手”的常州精
神，为确保常州市竞技体育成绩保持
全省第一集团，积极组队，强化体、
教、医、管、服大融合，大力引进高水

平体育后备人才。目前，学校有845名
运动员在各项目取得参加了第二十届
省运会的资格，为我市完成本届省运会
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项目梯队建设和普及方面，乔飞
跃充分利用备战省运会平台，积极推进
体教融合，让田径、三大球等影响力较
大的项目融入校园，在小学、初中、高中
形成无缝衔接，推动校园体育健康发
展，培养青少年终身锻炼的良好习惯，
逐步提高青少年群体的身体素质。

大赛成绩和人才效益方面，乔飞跃
积极参与江苏省备战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的组队参赛工作，助力我市组队
及我市输送队员夺得18枚金牌；同时，
他还积极推进第十四届全运会周期的
省市共建项目工作，共建项目中，男子
跳高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中夺得冠军，为
我省跨入体育强省行列作出积极贡献。

同时，乔飞跃还获评“2021年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乔飞跃荣获
“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缇彩

备受关注的体彩大乐透10亿元
大派送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买完彩
票如何快速查询到中奖号码？彩民们
可登录江苏体彩官微、江苏体彩服务
号或者江苏体彩网，足不出户、动动手
指，一查便知。

中奖号，上江苏体彩官
微一看就知道

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每日向彩民提
供新鲜的江苏体彩新闻资讯。如果彩
民想查询最新一期的体彩玩法开奖号
码，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js—lot-
tery”，关注即可；再找到“体彩信息”
栏目下的“开奖公告”子菜单，就能查
询到最新的体彩开奖信息；然后点开

“服务之窗”栏目下的“大乐透计算器”

子菜单，可自助计算您所购买的大乐透
彩票中奖情况。

此外，在江苏体彩官微，彩民还能查
询历史开奖号码、附近体彩网点，观看体
彩开奖视频等等。

中多少，上江苏体彩服务
号一扫就知道

江苏体彩服务号于今年1月1日正
式上线，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江苏体彩
服务号”，即可关注。它除了可以查看开
奖号码、查询中奖金额、观看开奖直播、
查找附近网点、获取体彩资讯，还能扫票
查验是否中奖。彩民只需点开“体彩工

具”栏目下“扫票验奖”的子菜单，扫一扫
就能查询手中彩票的中奖情况。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该功能支持体
彩超级大乐透、7星彩、排列3、排列5、
传统足彩等玩法；未开奖彩票会记录票
号，开奖后通知您中奖结果。此外，该功
能仅对60天兑奖期限内的彩票有效，扫
票验奖结果仅供参考，不作为兑奖凭证。

兑奖期，上江苏体彩官网
一查就知道

江苏体彩网作为江苏体彩的官方网
站，资讯信息最为丰富。网站首页设置
了开奖公告版块，可以查看最新的体彩

各类玩法开奖信息。以大乐透第22046
期为例，点击首页开奖号码，就可以查询
到该期详细的开奖公告，包括中奖号码、
中奖情况、兑奖截止日期等。彩民可以
根据这些提示，在兑奖截止日前及时兑
奖，以免错过兑奖期，造成遗憾。

中没中奖，在家查一查就知道

□刘懿 张舒逸 周银 李佳蔚

转运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
点对点无缝对接，24小时待命……争
分夺秒的转运人一直在路上。近日，
记者走近了一群在常州经开区被称为

“摆渡人”的转运专班成员，深入了解
他们的“摆渡”工作。

不舍昼夜，精算运力实
现“快接转”

晚上11点，电话铃响了。接到命
令，梅嘉慧立刻起身，穿上密不透风的
防护服，一头扎进了茫茫夜色。此时，
离他从遥观镇经发局下班仅仅3个钟
头，而他们这一班的工作，一直要持续
到次日早晨6点。

梅嘉慧今年30岁，自本轮疫情以
来，作为遥观镇疫情防控转运专班的一
员，他便没了昼与夜的概念，已经跨过
了多个这样的“深夜11点到早晨6点”。

梅嘉慧所在的转运专班，是由遥观
镇机关单位18名党员组成的一支先锋
队，连续多天不舍昼夜，配合作战。

“不算联络协调人员，我们跟车转运
的有6人，分成ABC三组，两人一组，24
小时待命。”梅嘉慧说，每次转运名单的
人数都不一样，但总归有二三十人，转运
车还要到不同的地方去接人。“有些年纪
大的居民，收拾行李慢，走路过来也相对
慢。从发车地到集合点，必须给居民预
留足够的准备时间。”

为保证转运工作高效有序，不疏漏
任何一环，连日来，专班成员们不断总结
经验，实现“快接转”。他们在拿到转运
名单后，先梳理待转运人员所涉及的村
或社区，然后根据区域位置、通行条件、
停车点位等情况综合设计行车路线，由
远及近转运，并提前告知相关人员做好
准备。

“我们几位跟车转运的工作人员都
曾在城管部门工作过，村里大小路都熟，

可以及时给司机指路。”梅嘉慧说，转运
流程优化后，让一次横跨全镇的转运时
间，缩减近1个小时。

把就医居民平安“送出
去”“接回来”

“观墩花苑小区有居民突发重病，呼
吸困难，请求紧急转运。”

“收到，请告知地点、转运人数，保持
电话畅通，转运车马上就到。”

接到急危重病人转运任务，丁堰街
道就医转运团队立即出动，从调配转运
车到接到病患，再转运至第七人民医院，
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

新一轮疫情发生后，丁堰街道全力
保障封控管控期间居民就医需求，各社
区服务热线24小时待命，加强医疗救治
保障工作。“仅仅两天，我们就转运了78
位需要外出就医的居民。我们不仅要与
每位居民提前确认出行时间和随行家属
人数，安排协调车辆，还要在就医完成后

将他们平安接回社区。”丁堰街道就医转
运团队负责人张睿说。

在封控管控期间，要把每一位外出
就医的居民平平安安“送出去”“接回
来”，远不止这么简单。

有的居民住在封控区，有的住在管
控区；有的很快能检查完，有的则要在医
院里待上大半天；有的通过社区居委提
前预约，更多的则是“临时加单”。

“每天不间断地在第七人民医院和
病患小区间进行转运，平均一趟10分
钟。”张睿告诉记者，目前丁堰街道就医
转运团队共有4人，分为2组，配有2辆
转运车，一天要跑两三百公里。对血透、
化疗等重症患者，街道专门开辟绿色通
道，每次提前与病患确认用车时间，确保
不影响治疗。

除就医转运，丁堰街道综合执法局
工作人员也主动对接社区，提供日常代
配药等服务，确保居民的就医需求得到
最大程度的保障。

“送出去、接回来”：生命通道的“摆渡人”

“五一”假期，天宁公安分局水
门派出所旅游警察中队在红梅公

园、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等旅游景点
进行治安巡逻，接受游客咨询等警务

工作。据介绍，“五一”小长假期间，警
务人员加大执勤值守力度，定岗定责，
协助景区做好防疫工作，同时对游乐
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监督检查，落
实防疫措施，保障假日期间旅游景区
安全。同时，警务人员还开展了“电
诈”防范知识的宣传。

汪磊 朱臻 夏晨希图文报道

常州旅游警察：

守护游客、疫情防控两手硬

本报讯（记者 芮伟芬）大型车
辆因车身宽大且长、重心高，存在视
觉盲区，在右转弯时尤其危险。记者
4月29日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
为切实有效预防和减少大型车辆右
转“包饺子”事故，4月下旬，交警部门
在30个路口新增“黄牌汽车，右转必
停”禁令标志，过往大型车司机见此
标志，必须停车观察方能通行。

当天中午11时许，记者在中吴
大道龙江路西南侧右转弯路口看
到，进入路口可以看到“右转盲区、
停车避让”交通警示标志。停车让
行线旁，“黄牌汽车，右转必停”禁令
标志十分醒目。驶经此处的大型货
车络绎不绝，见到记者拍摄，大多数
司机能做到停一停，确认安全后再
起步，但还有一些司机对禁令标志
视若无睹，直接驶过。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勤务秩序大
队副大队长时骏介绍，大型车辆的

右侧是司机的最大盲区，转弯时大车
还会形成“死亡弯月”，极易将周边行
人和车辆“包饺子”，安全隐患突出。
为减少此类事故，交警部门决定在货
车右转流量大、通行冲突大的路口增
设“右转盲区、停车避让”交通警示标
志和“黄牌汽车，右转必停”禁令标志，
目前已经在龙城大道永宁路口、中吴
大道龙江路口等30个路口先行试点，
下一步将全面推广。

时骏提醒，大车行驶至有“黄牌汽
车，右转必停”禁令标志的路口时，无论
有没有行人或来车，司机都应在停车让
行线后方停稳，经观察确认安全后再起
步行车，缓慢行驶通过路口，违者将面
临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下一步，
民警将会加大教育和查处力度，同时在
路口增设“电子警察”进行抓拍。

据了解，此前，为减少大型车右转
事故，我市在117个路口施划了286
处“红月亮”，提醒人们远离危险区域。

我市30个路口新增必停禁令标志

见此标志，大车司机一定要停一停

本报讯（史经辉 董心悦）4月
26日，一批进口医疗器械产品——
9800支氟保护剂，因“无证”进口被
常州海关查获。目前，海关已要求
企业依法实施退运处理。

据了解，氟保护剂主要作用机理
为涂抹在牙齿表面，以预防龋齿，属于
我国第二类医疗器械中的“防龋材
料”。常州海关关员现场查验时，发现
上述产品无相应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和

中文标签，目前已责令作退运处置。
医疗器械事关群众的生命健康安

全。常州海关提醒，医疗器械进口时，
进口医疗器械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应当向海关提供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
批注册的《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或
《进口医疗器械备案证》。进口的医疗
器械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中文标签，
且说明书、标签应当符合我国相关法
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海关查获“无证”进口医疗器械

□刘懿 周银

“老张，我们又来收菜啦！”4月29日
傍晚，常州经开区遥观镇勤新村党总支书
记周建明来到村民张文华的蔬菜大棚，帮
忙采摘蔬菜。

这几天，周建明变身“采摘员”“销售
员”，帮助解决田头难事：张文华种了9亩
地蔬菜，茄子、黄瓜、番茄等长势不错，却遇
上了疫情“突袭”，一家四口被居家隔离。
眼看辛苦收成就要烂在地里，老张一家心
急如焚。

4月27日，在排查走访中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周建明第一时间发动村里的党员
志愿者和邻居们，帮助张文华抢收、抢装，
最大限度减少他的损失。当天，400多斤
蔬菜就已完成打包。

随后，周建明还把求助信息传到辖区
的企业、超市群中，拓展销售渠道。很快，
当地的常州圣瑞特实业有限公司积极响
应，将老张家首批蔬菜全部收购。

“头一批收了400斤，第二批收了300
斤。我去地里看了，根据蔬菜成熟的情况，
需要两天收一次。”周建明扳着手指算了算，
告诉记者，直到老张全家解封，估计再采收
3、4次就可以把菜全部收完。这两天，又有
两家企业主动联系，要购买老张家的蔬菜。

“周书记帮我商定了，每斤黄瓜4元、茄
子5元、番茄5元，跟市场价差不多，不让我们
吃亏。还帮我家销售了2000多个鸡蛋。这
些算下来，一共有1.5万元。在疫情这种情况
下，真的蛮好了。”张文华说。

蔬菜滞销，犯愁
牵线助销，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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