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A1版）让武进区政协副主席、绿
建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徐宁感
触尤深。10年间，绿建区紧紧围绕

“全区发展绿建产业，全域推广绿建技
术”要求，突出示范引领和产业培育两
个重点，打响了“绿色建筑看武进”的
特色品牌。“当前，‘532’发展战略深
入实施、‘两湖’创新区全面推进，加快
绿建产业链的培育壮大恰逢其时。”徐
宁表示，绿建区将积极发挥优势，以更
大格局融入“两湖”创新区，做强绿色
建筑产业支撑，抢滩绿色建筑技术前
沿，在绿建领域打造更多细分行业的
领军角色，壮大全域绿建的“森林”，带
动武进企业“智”造谋发展、“绿”动建
未来。

“不忘使命重托，做好经济答卷。”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陈群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后表示，当下我国正处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央企承担着保民生、促发展的重任，企业
将牢牢把握改革契机，把不断提升经营
效率、不断革新技术水平、不断满足群众
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力争
交出优异的经济答卷、群众满意的社会
答卷，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倍感
振奋，倍增干劲。”常州市场营销协会会
长、红三树（常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陶洁说，将坚持“红色引擎、智力支撑”
双轮驱动，引领会员企业主动拥抱“两
湖”，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以“红三
树”大讲堂为平台，用聆听、察看、互动等
新颖方式，让青年企业家、大中小学生和
文化艺术人士耳濡目染、陶冶心灵。“奋
斗，对于奋斗者来说，就是付出、奉献乃至
牺牲。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舍小家为大
家，舍小我为大我。”陶洁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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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亦菲

8月8日，是我国第14个“全民健身
日”，8月是我市第5个全民健身月。为
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倡导健
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今年全民健身月期
间，全市各级体育部门、各类体育社会组
织、各个公共体育场馆，为市民推出了多
种形式、丰富多彩的健身惠民举措，内容
包含公共体育场馆“全民健身日”免费开
放、公共体育场馆“全民健身月”优惠开
放、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公益健身指导和

“运动健康大讲堂”等，全方位地为市民
提供公共体育服务。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根据《全民健身条例》和公共体育场
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相关要求，8月8日

“全民健身日”当天，公共体育场馆及局
属健身俱乐部全面免费向市民开放。因
疫情防控要求和场馆接待能力限制，公
共体育场馆及局属健身俱乐部开放实行

免费券管理（表格中免费券数量为同一
时间场馆的最大容载量），无论市民是否
抢到免费券，均可享受场馆的免费开放
服务，免费券旨在引导市民错峰健身。

8月6日上午10时起，免费券将在
“我的常州”APP“常享动”板块中发放。

（见表一）

运动健康大讲堂

2022“运动健康大讲堂”活动由市
体育局和市文明办联合主办。5—11
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运动健康知识讲
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市民对运
动健康知识的需求，力争让更多的市民
找到、学会适合自己的科学健身知识和
运动方式。

8月份活动如下：
（见表二）
公共体育场馆“全民健身月”优惠开

放、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公益健身指导具
体内容，市民可登录“常州市体育局”微信
公众号及各体育场馆微信公众号查看。

我市第5个全民健身月：

体育惠民举措，让8月每天都精彩
场馆

常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清潭全民健身中心

清潭体育馆

常州奥体少体校全民健身中心

常州奥体新北（春江）全民
健身中心

常州奥体戚墅堰全民健身中心

常州奥体横林全民健身中心

常州奥体钟楼全民健身中心

常州奥体天宁全民健身中心

常州奥体金梅健身俱乐部
常州奥体雕庄健身俱乐部
江苏省运动与健康促进中心

金坛区体育中心体育馆

溧阳市公共文化体育
中心体育馆

开放项目
游 泳
乒乓球
羽毛球
篮球

室外网球

足 球

游 泳
羽毛球
乒乓球

室外篮球
室内篮球

游 泳

健 身
乒乓球
游 泳
乒乓球
羽毛球
健 身
游 泳
乒乓球
羽毛球
健 身
游 泳
篮 球
羽毛球
乒乓球
健 身
游 泳
健 身
乒乓球
羽毛球
篮 球
游 泳
篮 球

羽毛球
健 身
健 身
健 身
健 身
乒乓球
羽毛球

室内篮球
健 身

室外篮球
羽毛球
乒乓球
篮 球
健身舞

开放时间
8:30-21:00
9:00-21:00
9:00-21:00
9:00-21:00
9:00-21:00
9:00-11:30
14:00-16:30
9:30-21:00
9:00-21:00
9:00-21:00
9:00-21:00
6:00-21:00
12:00-15:00
18:40-21:00
12:00-20:00
19:00-21:00
8:30-21:00
8:30-21:00
8:30-21:00
12:30-21:00
8:30-21:30
12:00-21:30
12:00-21:30
12:00-21:30
9:00-21:00
12:00-21:30
12:00-21:30
12:00-21:30
12:00-21:30
12:00-21:30
12:00-21:30
12:00-21:30
12:00-17:00
12:00-17:00
8:30-21:30
9:00-18:00
9:00-21:00
12:00-21:30
12:00-21:00
12:00-21:30
8:30-21:30

9:00-21:00

9:00-19:00
8:30-21:00
8:30-21:00
8:30-21:00
5:00-21:00

咨询电话
83066116
83066115
83066115
83066115
85609890

83066115

85801099
85801098
85801098
85801099
85801099

88011678、86688392
（球类）

81092528

68217785、68217788

86211128

85558788

81281273、81281276

85566222
86816188
85580711

82801601

87030103

免费券数量
2800
80
60
60
30

50

1000
180
20
—
300

800

100
100
1100
20
40
200
1280
100
100
300
800
90
70
40
250
800
280
30
10
80

1200
120
50
200
100
200
150
—
—
—
—
—
—
—
—
—

1

2

3

4

5

6

7

市、区

金坛区

钟楼区

经开区

钟楼区

新北区

钟楼区

天宁区

讲座时间

8月5日

8月7日

8月10日

8月23日

8月21日

8月26日

8月27日

上午9:00

上午8:30

下午14:00

上午9:00

上午9:00

下午15:00

上午9:00

具体地点

华兴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有迈159

横林镇崔桥村瑞丰花
园党群服务部

钟楼区工会职工活动
中心（青枫公园南门一
号楼二层功能厅）

传媒大厦5号楼2楼
福记会议厅

（晋陵中路339号）

常州奥体天宁全民健
身中心4楼会议室

讲座课程

体育指导员基础知识培训

马拉松运动常见运动损伤
康复

高血压人群运动处方

古代养生的现代应用---
健身气功八段锦

青少年骨龄判读

科学运动与饮食营养指导

慢病运动处方

志愿者

张梦雨

汤昆

王月环

徐鹏远

蒋雪红

刘云清

李保虎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7月27日，
2022年“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
球联赛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选
拔赛（初中女子组比赛）在宿迁市圆满落
幕，常州女足07—08组别夺冠。

作为江苏省内校园足球最高水平
联赛，本次赛事有来自全省各组别160
支代表队、3000多人参赛。与去年相
比，今年参赛队伍数量和比赛场次均有
大幅增加，旨在让所有参赛人员在省内
最高水平的校园足球联赛舞台上有更

多展示自我和比赛交流的机会。未来
一个多月，“省长杯”八个组别的总决赛
将分别在宿迁、盐城、苏州、镇江、常州
等地展开。

在教练员和所有运动员的共同努力
拼搏下，07—08组别常州女足一路披荆
斩棘，凭借精湛的脚下技术、顽强的拼搏
精神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以整个系列赛
全胜零失球的傲人战绩，成功夺冠。

8月下旬后，队伍还将参加省运会
的比赛。

常州女足07—08组别夺得“省长杯”冠军

表一

表二

（上接A1版）共同参与到争创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的热潮中。对于楼道中存在
的少量乱张贴现场，陈志良带头进行了
清理，并为楼道安装上了便民信息栏。

作为居民公共生活的“最小细
胞”，楼道是增强居民归属感的“最后
一米”。打造文明楼道，不仅是居民家
门口的事，更是居民心坎上的事。此
次联合行动将围绕居民关注的楼道建
设管理问题，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进
一步提升楼道基础设施、卫生保洁、秩

序管理和美观程度，让居民在进出楼道、
进出家门的时候更安心、舒心。

当天的仪式还发布了常州经开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品牌——“经”彩文明号，
为“741志愿兵团”的7支队伍授旗。戚
墅堰街道15分钟新时代文明实践圈也精
彩亮相。近年来，常州经开区建成1个区
级中心、6个文明实践所、86个村（社区）
文明实践站，把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送
到居民家门口，逐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
文明实践品牌。

我市启动文明楼道志愿服务联合行动

（上接A1版）
蜂巢能源首席信息官李翌辉博士

介绍，叠片速度一直是行业痛点，蜂巢
能源研发完成的下一代超高速刀片式
电芯极组成型设备，叠片效率可达
0.125秒/片，居全球领先水平。同时，
在行业内率先导入使用了磁悬浮物流
线，传输效率是皮带物流线的10倍。

记者在蜂巢能源短刀电池工厂看
到，AI技术的应用随处可见。通过大
数据分析，可实现质量检测的智能化，
自动寻找最佳参数，节约开发时间
30%左右。

政策护航“快跑”
新产业“落地生根”，需要资源禀

赋和产业链支撑；新产业“拔节壮大”，
需要政策护航。

常州动力电池产能，已占全国的

三分之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游企业
数量超过3400家，居全国首位。常州将
聚焦核心零部件制造和关键技术研发，
重点在高效储能、能源互联网等领域，有
针对性地引进一批优质成熟的企业和项
目，从而提高本地化配套率，不断健全完
善产业链，朝着“全球动力电池中心”坚
实迈进。

通过多年培育，金坛已拥有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企业110多家，组建各类创
新平台近60家，吸引硕士以上专业人才
近850人、各类专业工人近1.7万人。借

“两湖”创新区建设东风，“十四五”期间，
金坛力争把新能源汽车打造成区域首个
千亿级产业。

7月29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
了2021年度全球“50家聪明公司”，蜂巢
能源上榜。企业明确，将以常州总部为原
点，向外辐射，快速推动全球化布局。

聚力鼓干劲 逐梦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