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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近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经济社
会的正常运转和人员的安全有序流
动，决定在国庆假期及前后，为跨省
流动人员到达当地后立即提供一次
核酸检测服务，在全国推行“落地
检”。这是确保经济社会的正常运
转和人员的安全有序流动、防范输
入性疫情的重要措施，可以有效推
动防控关口前移。

什么是“落地检”？
即按照“自愿、免费、即采即走、

不限制流动”的原则，为跨省流动人
员到达当地后立即提供一次核酸检
测服务。各地要科学测算流动人员
数量和到达时间等，在机场、火车
站、长途客车站、跨省高速公路服务
区、港口、旅客服务区等地设置足够
的核酸采样点，配备充足的采检人
员，方便跨省流动人员抵达后第一
时间开展检测。

为什么要推行“落地检”？
目前，我国境内本土疫情呈多

点散发、多地频发态势。流行优势
株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强，其中
奥密克戎变异株BA.5亚型的传播
力、免疫逃逸能力增加，为疫情防控
带来挑战。国庆假期，人员流动性、
聚集性活动将增多，疫情传播扩散
的风险仍然较高；飞机、高铁、大巴
等为人群密集、空间密闭、容易发生
聚集性疫情的场所，传播风险高。

核酸结果全国互认，为什么还
要进行“落地检”？

这一形式和核酸检测结果全国
互认并不冲突，落地核酸有利于落
地地区的输入风险防控，因为奥密
克戎传播速度比较快，落地检测服
务做到便捷、方便检测者快速通行，
既有助于疫情及时发现，又能兼顾
人员往来通行的需要。

“落地检”的执行时间是什么时候？
国庆假期及前后的防控措施执

行时间为2022年9月10日起到10
月31日止。后续将根据疫情形势
和防控工作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
相关措施。

国庆假期及前后，全国推行“落地检”

在常州市慈善总会换届过程中，
由于相关人员工作失误，将爱心企业
百兴集团有限公司、新华昌集团有限
公司在副会长单位名单中遗漏。在

此深表歉意，并向爱心企业多年来对
慈善事业的关爱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常州市慈善总会
2022年9月22日

致 歉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20日上午，
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彤一行来到常州，开
展江苏省体育特色品牌赛事建设工作专
题调研。

座谈会上，调研组传达了省体育局
关于体育特色品牌赛事建设相关工作要
求，常州市体育局汇报了常州体育特色

品牌赛事相关情况。
近年来，常州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作

为窗口和排头兵的常州体育竞赛事业也
突飞猛进，走在了深化体育改革的前
列。为进一步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
经济的发展，市体育局除全力打造一批
特色品牌赛事，还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

组织和企业承办体育赛事，共同促进我
市竞赛市场的繁荣，取得了一定成绩。

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1000赛——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巡回赛常
州公开赛、中国马拉松精英排名赛、常州
西太湖半程马拉松暨大运河马拉松系列
赛常州站、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江苏

中天钢铁女排主场）、发现常州·城市定
向赛等一批品牌赛事连续举办，已成为
靓丽的城市名片，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
的业余生活。

座谈会还就当前运营体育特色品牌
赛事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存在问题等进
行了深入交流。

省体育局来常调研体育特色品牌赛事建设工作

本报讯（常 体 吕 亦 菲） 9 月 19
日，2022“我爱足球”中国民间争霸赛
江苏省五人制足协杯暨苏超联赛总决
赛在苏州环球港落下帷幕。作为江苏
省内最高水平五人制足球赛事，本次
比赛共有来自全省的8支球队115名
球员参赛。最终，常州体彩队获得冠
军，来自常州体彩队的胡铭鹏获得赛
事最佳射手。

说起胡铭鹏，就不能不提他的多
重“身份”，他既是绿茵场上驰骋的足
球小子，也是3204004007体彩销售网
点的代销者。胡铭鹏5岁开始接触足
球，8岁接受正规训练，2008年进入常
州市队，2010 年被选拔至江苏省队，
2014年退役。

退役后，热爱足球的胡铭鹏加入了
常州天山石化足球俱乐部，并作为队长
多次带领团队获得荣誉。据了解，天山
石化俱乐部成立于2012年，共70多人，
平均年龄约35岁。队中不乏为我市中
小学校园足球效力的教练员，也有参加
过省运会的老将，临场经验丰富。该队
战功赫赫，是我市业余足球界的一支劲
旅。他们曾获江苏省11人制业余足球
比赛亚军，2019年获五人制世界冠军赛
中国区总决赛A组第4名、江苏省足协
杯总决赛季军，2018年还杀入中国足协
杯赛正赛，书写了常州本土球队站上国
内顶级杯赛赛场的历史。

2020年初，胡铭鹏接触到了中国体
育彩票竞彩玩法。竞彩足球游戏是以足

球比赛为彩票游戏媒介，由购彩者选择
竞猜场次并预测比赛结果，以实际比赛
结果为彩票兑奖依据的一种体育彩票游
戏玩法。这让胡铭鹏很感兴趣，“因为我
懂足球，我的朋友圈里也都是球友和球
迷，之前大家聚在一起聊球、看球、踢球，
接触竞彩足球玩法之后，‘看精彩赛事，
玩竞彩足球’的全新体验让大家又多了
一个共同的话题。”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倒计时
一周年之际，胡铭鹏萌生了开一家属于
自己的体彩销售网点的想法，“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不仅是全世界球迷的世界
杯，也是体彩玩家的世界杯。我希望可
以打造一家我们自己的体彩网点，大家
可以在这里聚会、看球、玩彩，体验足球

赛事和竞猜游戏的双重欢乐。”
2022 年 初 ，胡 铭 鹏 成 为

3204004007网点的代销者，该网点位
于常州新北区典雅商业广场6栋 117
号商铺。凭借丰富的足球信息储备和
赛事分析能力，他的网点销量一直稳中
有升。

胡铭鹏表示，运动员时期的训练和
比赛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现在
作为体彩代销者，既是体彩公益金的筹
集者，也是公益事业的见证者，更是公益
正能量的传播者，这样的“身份”转变让
他感觉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公益责任，希
望未来能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陪伴更
多的彩友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更好地体
验体育彩票带来的乐趣。

省足球比赛最佳射手、来自常州体彩队的胡铭鹏——

既是彩票公益金的“受益者”，又是公益金的“筹集者”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记者昨天
从市体育局获悉，省体育局近日认定
第五批业态融合叠加、体育特色鲜明、
服务功能完善、经济效益良好的体育
服务综合体，我市2家单位入选，分别
为：常州市清潭体育中心（体育中心
型）、常州动源体育产业园（其他型）。

体育服务综合体的认定将进一步
促进各单位加大消费场景营造力度，
打造高质量体育消费新空间，在激发
体育消费热情中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
用，为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体育强省作出贡献。

常州市清潭体育中心分为一场一馆
二中心：一场为体育场，一馆是体育馆，
二中心为全民健身中心和国民体质监测
中心。体育场总面积43723平方米，含1
片标准足球场、3片室外篮球场、1片网球
场和1片门球场；体育馆总面积17392平
方米，拥有1片多功能比赛场地，内设
4568个座位；全民健身中心体量约9000
平方米，拥有9片羽毛球场地、4张乒乓
球台、1个50米标准泳池和1个综合健身
俱乐部；同时配套有国民体质监测和体
育培训、体育用品专卖等服务。

常州动源体育产业园位于新北区华

山中路21号，于2018年10月开园。园
区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3900 平方米，其中运动场馆面积
25000平方米。目前引进了篮球、足球、
蹦床、拳击、射箭、羽毛球、乒乓球、滑板、
体操、游泳等多项运动。还引进了常州
市第一家奇幻探索大本营“快乐星球”、
专业骑行体验生活馆“五羊本田机车”、
品牌工厂店“集品仓”、仓储超市“味能”、
女性自创品牌“云恬”、茶文化“茶源”、国
画“拾墨堂”、常州汾酒体验店、礼服体验
馆等商家，形成了集运动、文化、购物和
休闲为一体的产业集群。

江苏省第五批体育服务综合体

我市2家单位入选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9 月
17—18日，在太湖湾嬉戏谷卡丁车
赛场，2022运动龙城大联赛常州市
卡丁车比赛（太湖湾站）暨2022第
六届“太湖湾杯”卡丁车邀请赛激情
开战。

今年，市卡丁车比赛于9月4
日正式启动，环球港赛区、西太湖赛
区、太湖湾赛区同步开赛。

此次太湖湾分站赛设专业竞速
组和趣味组。其中，专业组以单人
计时赛方式，即选手同场竞技，在指
定时间范围内，以单圈最快时速成
绩作排名。现场106位选手你追我
赶，在竞速切磋中收获进步和快
乐。趣味组则由亲子家庭共同参
赛，进行平衡车、自行车和体适能的
综合运动比赛，赛事精彩纷呈，选手
们热情洋溢。

赛场上气氛热烈，赛场外井然
有序。今年，赛事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和赛事组织方案，赛委会对全体
人员进行了摸查和信息搜集，所有
参赛人员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参赛，人员也集中由大巴闭环接送，
保障了赛事的安全有序。

据了解，本届赛事为单赛区打
榜赛，设成人组和青少年组，以单赛
区单圈最快成绩作为评定标准，每
个赛区每个组别前8名将晋级总决
赛。截至目前，赛事共吸引全市
633名选手参赛。10月7日前，卡
丁车爱好者可前往各赛区比赛。

2022年常州市
卡丁车比赛太湖湾分站赛

火热开赛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9月 17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象棋协会联合举办的“好运‘弈’
棋来”——2022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首届全国女子棋
王网络选拔赛圆满落幕。我市棋手赵
婉彤在半决赛中不敌上海棋手张佳
雯，无缘决赛，夺得全国第三名。

此次网络选拔赛选手皆为各地海
选赛积分排名最高的好手。比赛分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积分循环赛，在所
有选手间进行五轮对战，最终积分排名
前四的棋手进入下一阶段的比赛。通

过多场鏖战，最终，来自宁夏的张筱笛、上
海的张佳雯、吉林的李超和江苏的赵婉彤
杀入半决赛。第二阶段采用单败淘汰制，
选手们两两轮番对决，她们在楚河汉界筑
就的智力战场上化身“主帅”坐镇两岸，运
筹帷幄，抬手之间风云变幻，为屏幕前的
观众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赛。

本次代表江苏体彩参加比赛的选手
是来自常州的赵婉彤。这位年仅19岁
的女棋手自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中国象
棋，2013年获常州市女子冠军，2014年
获江苏省象棋比赛第六名，2017年于黄
山象棋全国赛获第五名，2018年省运会
象棋比赛第二名，2019年江苏省象棋比

赛冠军，2019年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智
力运动会，在中国象棋比赛中获得第12
名的成绩。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
始终牢记公益初心，恪守体育彩票“来之
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长期以来
一直关心和支持象棋运动的发展。民间
棋王争霸赛不仅推动中国象棋文化普
及，还传递了体彩助力全民健身运动的
理念。中国体彩将实体店打造成象棋爱
好者的交流舞台，同时实现中国象棋文
化推广、责任彩票双向赋能，体现公益体
彩的责任与担当，为全民健身事业和中
国象棋运动发展贡献体彩力量。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女子棋王网络选拔赛收官

我市19岁棋手赵婉彤夺得全国第三名

□张可馨 周茜

9月3日清晨4:30，晨光熹微，
84岁的夏杰就来到新天地公园北
门，一边热身一边等待跑友。5点整
全员集合完毕，“常来跑”联盟10公
里例跑正式开始。一眼望去，各色跑
鞋轻巧地敲击地面，每位跑友面带
笑容、精神昂扬。

自2021年12月成立以来，每
周三、周六早上5点，联盟都在新天
地公园组织10公里例跑。夏杰是首
批加入的成员：“这几年，新天地公
园的环境越来越好。边跑步边欣赏
风景，真是一种享受。团队里‘80
后’‘90后’也多，我和他们一起跑，
感觉年轻了不少。”

作为联盟创始人之一，市民章
健有着5年跑龄。“跑步，难在坚持，
希望把更多爱好跑步、追求健康的
跑友聚在一起，互相打气，共享健
康。”章健告诉记者，成立9个多月，

“常来跑”联盟成员已从最初的8人
发展至360人。

除了例跑，联盟还会组织大家
一起参加马拉松。5月1日，在科教
城香樟大道，联盟成功举办首届

“‘常来跑’半马精英选拔赛”，吸引
了66名跑友参赛。“我们联盟中，有
些人是为参加各项马拉松赛事做训
练，有些人是为了锻炼身体，但大家
目标一致，就是传递体育精神，跑向
健康、跑出自信。”章健说。

联盟还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和抖
音号，直播跑步过程。“调整呼吸、步
伐，尽量跟上！”“最后5公里，坚持
住！”潘婷既是健身教练，也是高阶
跑者，在队伍中担任领跑，不仅热心
指导初跑者制定跑步计划，还会不
时在群里分享跑步心得。

“每次例跑，跑友们看到路面
有垃圾，都会自觉捡起来扔进垃
圾桶。”夏杰告诉记者，跑步时大
家会随身携带一个垃圾袋，方便
收集途中的垃圾。“在这么美的公
园里跑步，我们也有责任保护环
境。希望新天地常‘新’，大家‘常
来跑’。”

从8人到360人

新天地公园有个跑团“常来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