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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日上午，随着女垒
队员的一次次截杀，江苏队没有给对
手任何机会，最终以16-0战胜老对
手四川队，再次勇夺全国锦标赛冠
军。这支由江苏省体育局、常州市体
育局与南京工业大学，省、市、校联办
的江苏女垒在全国锦标赛上创下十二
连冠的佳绩。

3月27日，江苏队投打俱佳，以
13-0轻取天津，取得开门红。大胜之
后，江苏队在3月28日迎来了最艰苦
的比赛日，一日迎战两支劲旅：辽宁队
和河南队。长期刻苦认真的训练和点
点滴滴的意志品质培养，女垒姑娘们
经受住了体力考验，一鼓作气，以12-
1、9-0分别战胜了两个对手。3月29
日又以9-2击退小组赛最后一个对
手广东队。

3月30日，比赛进入第二阶段，
依靠老将李欢在决胜局的得分，江苏
队在与上海队的一番鏖战中险胜过
关。在3月31日进行的佩奇制比赛
中，江苏队斗志高昂，依靠严密的防
守，安打、本垒打齐上演，最终以7-0
提前结束比赛，直接闯入决赛。

在江苏队和四川队的决战中，江
苏队展现了极佳的竞技状态，共击出

6记精彩的本垒打，加上“亚洲第一投
手”王兰为首的投手群的连续投杀，江苏
队攻防俱佳，始终占据主动；最后时刻，
四川队疯狂反扑，江苏队依靠丰富经验
一一化解，最后以16-0战胜对手，继去
年10月夺冠后成功卫冕。

据了解，全国女子垒球锦标赛每年举
办一次，是国内竞赛水平最高的女垒赛
事。2021年“中国体育彩票”杯全国女子
垒球锦标赛于3月27日在四川省攀枝花
市盐边县红格训练基地开打。本届锦标

赛共有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河
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10支队伍参赛。

根据竞赛规则，本届采用分组循
环＋双佩奇赛制，分组按蛇形排列方法
编排。江苏队与广东、辽宁、河南、天津
分在A组，B组则有四川、上海、北京、陕
西和重庆队。

江苏队主教练宋秋元获评“最佳教
练”，王兰获评“优秀投手”，奚凯琳获评

“本垒打奖”。值得一提的是，江苏队的
闵珠、刘彦敏、赵洁3名队员，以及助理

教练周育红均是常州培养输送的。
2002年，江苏女子垒球队正式组

队，与其他省市相比，组建较晚，面临着
无场地、无器材、无人员的困难局面。
2013年，伴随着江苏省体育局、常州市
体育局与南京工业大学，省、市、校联
办机制的建立，江苏女垒高速发展，并
相继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运会上
成功夺冠，还豪取全国女子垒球锦标
赛的十二连冠，成为中国垒球界公认
的一流强队。（常体 吕亦菲图文报道）

省、市、校联办再创佳绩

江苏女垒全国锦标赛十二连冠

本报讯 3天的清明小长假转眼就
过去了，全国人民都在各大景区和高速
公路“人人人人从众”的时候，常州人正
在忙着中奖。4月3日体彩大乐透爆出
988万元大奖，4月5日晚开奖的超级大
乐透第21037期，常州彩友再出手，揽获
一等奖一注，奖金8094047元。

4月3日，清明小长假第一天，当晚
体彩大乐透迎来第21036期开奖，开奖
号码为“08、17、25、28、33＋07、11”。
本期全国共开出6注一等奖，分落江苏、
江西、贵州、河北（2注）和广东5省，其中
江苏中得的头奖出自常州，总奖金高达
9886405元。

本次大奖福地是位于常州钟楼区枫
林雅都商铺3-1的3204004320网点，
业主高琴梅表示，不清楚是哪位幸运彩

友中奖的，自己很为他高兴，这也是她从
事体彩销售以来网点中出的最大奖。

据数据显示，4月5日晚开奖的中奖
彩票为一张5注号码、10元投入的单式
票。中出大奖的是位于常州市新北区奔
牛 镇 奔 牛 路 41 号（天 禧 桥 下）的
3204004790网点。网点销售员史玉艳
表示，4月3日常州中出体彩大乐透988
万元大奖后，就引起了彩友们的热议，大
家都来打听是哪里的网点中的，要去沾
沾大奖的喜气。史女士还跟他们打趣，
不要羡慕别人中奖，说不定下一个幸运
儿就是你，没想到自己的网点当晚真的
中出了大奖，真是让她既惊又喜。

每一张小小的彩票，都拥有巨大的
能量，购彩者通过自己的购彩行为，为公
益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向社会传递了

一份爱心。体级大乐透第21039期（4
月10日开奖）即将开启10亿元大派奖，
预计持续20期，大家只需进行追加投注
即可参与活动，所有奖级均参与派奖，届
时3元最高可中3600万元。这也将成
为体彩史上力度最强的派奖活动。不仅
派奖力度大，惠及范围广，所有奖级都派
奖，参与门槛也很“亲民”，只要进行追加
投注，就能享受派奖带来的多一份期待。

每购买1注2元超级大乐透，就有
0.72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被广泛用于全
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教育助学、
法律援助等各项公益事业。超级大乐透
用惊喜回馈爱心，用派奖感恩善意，希望
每位购彩者都能在为公益做出贡献的同
时，收获属于自己的幸运和梦想。

（常体 吕亦菲图文报道）

清明小长假，常州两人揽获奖金超1797万元

4月好运正开启，追加投注更
惊喜。正值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
发行27周年，为感恩回馈广大购彩
者多年的喜爱和支持，以及为公益
事业作出的贡献，超级大乐透火热
开启10亿大派奖活动！

10亿派奖，诚意满满，普惠大
众。追加投注就有惊喜，所有奖
级都派奖，3元最高可中 3600 万
元……前所未有的宠粉力度，令人
惊喜的派奖金额。自4月7日20:
10开售的第21039期（4月10日开
奖）开始，预计持续20期，让广大购
彩者尽情体验超级大乐透“大奖大，
小奖多”的乐趣和幸运！

其中，一等奖派奖总奖金4亿
元，每期2000万元。派奖期间，进
行追加投注且中得一等奖的彩票
（含多期票），同时中得派奖奖金，派
奖奖金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基本投
注和追加投注按照游戏规则规定的
比例分配，单注派奖奖金不超过当
期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奖金。也就
是说一等奖单注奖金最高可翻倍，
3 元追加投注最高有机会中得
3600万元的封顶奖金。

二等奖派奖总奖金1.5亿元，
每期750万元。派奖期间，进行追
加投注且中得二等奖的彩票（含多
期票），同时中得派奖奖金，派奖奖
金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基本投注和
追加投注按照游戏规则规定的比例
分配，单注派奖奖金不超过当期基
本投注和追加投注奖金，也就是说

二等奖单注奖金最高可翻倍。
固定奖派奖总奖金4.5亿元。派

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且中得三至九
等奖中任意奖级的彩票（含多期票），
同时中得派奖奖金，单注派奖奖金为
当期对应奖级单注奖金的50%。可
见此次派奖活动，不但大奖成色更足，
小奖也是惊喜不断。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超级大乐透
10亿派奖活动同样只对追加投注有
效。追加投注是超级大乐透所独有的
投注方式，购彩者在基本投注的基础
上，可对购买的每注号码进行一次追
加投注，每注追加投注金额为1元。
可别小瞧这追加投注的1元，一旦中
奖，则一、二等奖奖金将比基本投注多
得80%。

感恩公益有你，尽享乐透惊喜！
超级大乐透10亿大派奖活动火热开
启，想要邂逅惊喜和幸运的你准备好
了吗？第21039期作为首期派奖，值
得期待和关注！也许你就是那个“超
级锦鲤”，赶紧去体彩实体店购买超级
大乐透并追加投注吧！

另外，超级大乐透感恩送好礼，
“爱心”大作战线上有奖活动也已开
启。2021年4月7日至4月16日每
天8:00-22:00，参与游戏即有机会
获得乐小星手办、公仔及环保袋等
惊喜好礼，快快关注“体彩超级大乐
透”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爱
心大作战”参与活动，传递爱心，收
获惊喜。

缇彩

体彩超级大乐透
大派奖正式开启

本报讯 在第七届“4·8司法日”
来临之际，昨天下午，遥观镇在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勤新村启动了以“法治
护企‘筝’情服务”为主题的百名“法律
明白人”培育工程。

遥观镇是常州市工业强镇，拥有
工业企业1800多家，位居全国百强镇
59名。近年来，该镇坚持依法治镇，
多措并举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先后开
展了“法润遥观护企行”“美好生活·法
典相伴”“疫情防控·法治同行”等专题
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将“法治护企”纳
入“YAO无忧”营商服务品牌四张牌
之一，为建设“平安遥观”提供了良好
的法治氛围。

风筝是遥观镇非遗特色文化之
一，此次活动以“筝”点题、以“筝”串
线，寓意政企同心，发展蒸蒸日上。据
了解，全镇上市（挂牌）企业、勤新村部

分重点企业、网格工作者被纳入第一批
“法律明白人”培育名单，明确了其相关
履职事项。活动通过邀请专家学者、资
深律师围绕乡村治理、企业发展面临的

共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系列培训，切
实提升法治水平。

活动要求全镇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育好“明白人”，通过健全

“法律明白人”遴选、培育、使用等制度，
强化规范管理，推动业务培训全覆盖，提
高法律明白人业务技能和服务水平；争
做“热心人”，积极引导“法律明白人”参
与法治实践，协助企业、村居开展好普
法、法律纠纷调解等工作，引导广大群
众、企业员工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勇
当“开拓人”，始终保持“法律明白人”培
育工程与镇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同向发
力、同频共振，主动融入基层党建、文明
实践、乡村振兴，形成助力遥观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合力。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遥观镇“1+2+
22”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地图，邀请江苏
常明（武进）律师事务所马旭东律师讲授
了一堂题为《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法
律问题》课。

（张波 孙华杰 杨军 王洁 马浩剑
图文报道）

遥观镇营商环境再出招

启动百名“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

本报讯 4月6日，2021年江苏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轻纺食品类
服装设计与工艺项目比赛成绩揭晓，
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代表队摘得2金
2银1铜，成为全省各市参赛代表队中
的最大赢家。

此次大赛设有中职设计组、中职

工艺组和教师设计组、教师工艺组4
个组别，包括理论考试和现场技能操
作两个环节。经3天激烈角逐，金坛
中专学生陈钰、教师吴海燕分别以
87.26分和85.36分获得金奖。

金坛中专校长卞勇平介绍，金坛
是服装制造名城，学校依托地方服装

产业基础，牵头组建服装职教集团，搭建
政企校三方合作平台，将服装专业做优
做强。该校服装专业先后建成省级品牌
专业、省级示范专业和省级高水平示范
性实训基地、省级现代化实训基地。

去年底，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改革试点赛（中职组）服装设计与工艺比
赛中，该校高三年级学生沈萱、陈钰代表
江苏参赛，以94.04高分摘得团体赛一
等奖第一名；在第五届全国服装创意设
计与工艺技能大赛中，教师吴海燕获时
尚女上衣立体造型赛金奖。

（赵鹤茂）

2金2银1铜

金坛中专服装技能省赛获佳绩

4月6日中午，常州市龙锦小学七色光中队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在学校报告厅举行了第五期龙锦讲坛。
同学们通过讲述北宋的历史知识，宋代文人介绍，构想《清明上河图》中繁华背后的故事，介绍《中国十大传世名画》，走进

北宋的清明盛世，也点燃了同学们心中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景仰和热爱之情。 戴飞英图文报道

本报讯 因阳湖西路河东新街路
口中央隔离，公交车辆无法转弯，4月
6日起，常州公交对74A路、272路公
交作临时调整。

74A路：由定安路和平路始发，
按原线行驶至阳湖西路长江南路路
口后，临时调整行驶长江南路，至长
江南路武进西大道路口后，恢复原线
行驶至南苑公交枢纽。撤销阳湖西
路(长江南路-河东新街)、河东新街
(阳湖西路-武进西大道)、武进西大
道(河东新街-长江南路)行驶路段，
同步撤销“河东村委、河东新街、河东
村南”双向停靠站。

272路：由武进公交中心站始发，
按原线行驶至阳湖西路长江南路路口
后，临时调整行驶长江南路，至长江南
路武进西大道路口后，恢复原线行驶
至南苑公交枢纽。撤销阳湖西路(长
江南路-河东新街)、河东新街(阳湖西
路-武进西大道)、武进西大道(河东新
街-长江南路)行驶路段，同步撤销

“河东村委、河东新街、河东村南”双向
停靠站。

以上线路调整后投放车辆、服务
时间、票制票价均保持不变。

（杭汉军 黄洁璐）

74A路、272路
公交临时调整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
京城。”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笔下的
牡丹。这几天，武进区礼嘉镇的
1500亩油用牡丹进入盛花期，蜂飞
蝶舞、花香袭人，靓丽的花海吸引了
众多游客驻足欣赏，不少人从上海、
无锡、镇江慕名赶来赏花。

“牡丹的花期比较短，盛花期还
有一周左右时间。”现场工作人员刘
勇介绍，赏花不收门票，清明小长假
期间接待游客1万多人。

目前，礼嘉镇是长江以南最大的
油用牡丹培育、种植及深加工基地，也
是长江流域油用牡丹国家林木种质资
源库。除了白色和白粉色的“凤丹”油
用牡丹，这里还种植培育了 300 多种
名贵牡丹花，不乏百年以上的珍品。
投资方江苏国色天香油用牡丹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是我市本土企业，多年来
扎根现代农业，持续带动周边农民增
收、农业升级。

朱臻图文报道

本报讯 今年以来，经开区市
监局针对地板和轻简家具行业现
状，大力开展产品质量专项提升行
动，切实提升产业标准化规范化管
理水平，抢抓绿色家居行业发展制
高点，推动一批生产企业和电商龙
头企业立标立信、做大做强，助力
横林镇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高质
量发展。

近日，工作人员陆续走访调研
了30多家地板和家具生产企业及
电商企业，发现部分强化地板企业
放松了对质量、品质的管控，规范化
生产意识不强；轻简家具企业同质
低价恶性竞争，网络消费投诉居高
不下，主动对品贯标的意愿不强。
对此，经开区市监局联合常州市地
板协会召开地板和家具产品质量提
升会议，通报近年来产品质量抽检
情况，分析不合格原因和改进方式，
并公布了横林轻简家具行业质量提
升实施方案，明确了质量提升的总
体目标、具体措施和实施步骤。

与此同时，市监部门和地板

协会分期分批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
训，帮助企业掌握产品执行标准、原
材料及出厂检验等相关标准，依托
常州检标院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
提供标准、计量、认证服务，鼓励企
业建立检测实验室，提升企业产品
自检能力。

为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经开
区市监局加强对生产销售企业的监督
检查，采取线上线下不同途径，定期组
织开展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和监督抽
查，适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引导消
费者关注产品质量，利用市场机制倒
逼电商和生产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同
时，充分发挥投诉举报平台作用，结合
监督抽查结果，积极发现问题，严查违
法企业。开展区域质量问题集中整
治，集中查处一批伪造冒用厂名产地、
甲醛、可溶性重金属有害物质超标等
质量违法违规行为。坚持线上线下一
体化监管原则，加大与阿里巴巴、京
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合作，形成网络
经营执法监督合力。

（杨雪松 殷益峰）

经开市监局三措并举
提升地板和家具产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