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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持续深入推进局系统
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5月19日—20日，市体育局开展
了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局机关、各
基层党支部、局系统优秀青年干部党
员代表共40余人参加。

当天，大家依次来到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新四军黄桥
战役纪念馆、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纪念

馆参观学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

从“近代沧桑、白马建军、威震海疆、发展
壮大、鱼水情深”五个方面，展示了人民
海军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大家深刻体
会到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海军所展现出的

“敢为人先，不忘初心”的执着与坚守，更
加坚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在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大厅，大

家认真聆听讲解员解说，观看了新四军
黄桥战役的历史资料，感受到了共产党
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宏伟气魄和不
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拼搏精神。

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纪念馆分三个篇
章，展现了新四军太湖抗日游击队初建、
重建、扩建时期的曲折历程。馆内不仅
陈列了新四军战士用过的生活用品、作
战工具、信件等，还再现了抗战时期的芦
苇沟、通信船以及联络站，生动再现了游

击队战士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情景。大
家通过探寻红色革命基地，实地了解先
辈们的英勇事迹，赓续奋进精神，厚植家
国情怀。

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自觉按照“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要求，以
实际行动和不懈努力来践行体育人的初
心和使命，实现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奋力续写常州体育高质量发展精彩篇
章。 （常体 吕亦菲）

市体育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

本报讯 22日上午，第十四届
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我要上全运”江
苏省羽毛球选拔赛在常州奥体中心打
响，比赛由中国羽毛球协会指导，江苏
省体育局主办，常州市体育局、江苏省
羽毛球运动协会承办，常州市体育竞
赛管理中心、常州市体育场馆管理中
心、常州市羽毛球运动协会协办。

比赛按年龄分为5个组别，进
行男双、女双、混双项目的比拼，来
自全省各地的198位业余羽毛球高

手齐聚一堂，进行为期2天的比赛，其
中常州有近40人参赛。

比赛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采用一
局定胜负，先得21分者胜，半决赛采
用21分三局两胜制。第一阶段分组
循环赛，决出小组前2名出线，第二阶
段采用淘汰赛，决出前4名。

据悉，每个组别的前2名，将有机
会参加今年在陕西举行的第十四届全
运会群众赛事活动，一圆“全运梦”。

（常体 吕亦菲图文报道）

198位羽坛高手齐聚龙城

“我要上全运”江苏省羽毛球选拔赛开打

本报讯 5月 22日—23日，2021年
常州市中小学生射击锦标赛在常州市业余
军体学校举行，来自各辖市、区中小学校的

“射手”们齐聚于此，一较高下。
本次比赛由常州市体育局、常州市教

育局主办，常州市业余军体学校承办，比赛
持续2天，设有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甲组、
小学乙组4个组别，共有来自全市25所学
校的179名运动员参赛。

赛场上，运动员们个个气定神闲，屏
息、瞄准、射击，一气呵成，向着远处的靶心
全力出击。

“小时候看过一些射击比赛，觉得这项
运动很酷、很有意思。”来自北环路小学的
贺俊妍刚刚结束小学甲组女子气步枪的比
赛，今年13岁的她练习射击已1年有余。

“练了射击后，我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变
得更耐心、更冷静了，父母也很支持我，初
中升学后，我还会继续坚持练习射击。”

王中群是北环路小学射击教练，他告

诉记者，北环路小学
射击队于2015年正
式组队，目前约有40
人正在参与射击训
练，每年都会向市射
击队输送运动员，并
且积极参加全市射击
锦标赛，成绩也一直
名列前茅。

据悉，全市共有
中小学射击基层训练
点11个。近年来，常
州市业余军体学校积
极探索和实践“体校
主导、一校多点，教体
融合、产业支撑”的常

州青少年业余体育培训模式：由军体校输出
专业的教练团队，帮助各基层训练点完善培
训体系，确保业余训练的标准化与科学化；各
基层训练点负责运动员的选拔，及日常学习
和训练。双方通过共建校本课程、开展射击
夏令营等一系列举措，吸引更多孩子参与到
射击运动中。

在十九届省运会上，由常州市业余军体
学校运动员组成的常州市射击队共夺得9金
6银8铜，金牌数位列全省第二。

据悉，射击是常州的传统优势项目，目前
在省内稳居前三。作为常州射击冠军的摇
篮，常州市业余军体学校曾先后培养出世锦
赛射击冠军、江苏省第一位射击世界冠军杨
伊明，亚锦赛射击冠军张燕利，世青赛飞碟冠
军戚秋雯，青年世界杯飞碟冠军王纯纯，青奥
会和天津全运会射击冠军高霆捷等一大批优
秀运动员。目前，学校开设有射击、射箭、摔
跤、柔道、跆拳道、拳击、散打、空手道8个训
练项目。 （常体 吕亦菲图文报道）

全市已有11个中小学射击基层训练点

本报讯 经过4天的激烈角
逐，5月22日，2021年“中国体育
彩票”江苏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
动联赛暨2021年江苏省青少年
举重（女子）锦标赛在常州圆满落
幕，常州队共夺得3金5银5铜，
并获评“精神文明运动队”。

比赛由江苏省体育局、江苏
省教育厅、江苏省文明办、共青团
江苏省委、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
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主办，常州
市体育局承办，来自全省各市的
近百名运动员参赛。

比 赛 共 设 U15—16 岁 、
U17—18岁两个组别，每个组别

设10个级别，进行基础体能测试
与专项比赛，以总得分从高往低
排列录取前八名。基础体能测试
包含折返跑、垂直纵跳、30米直
线冲刺、高翻四个项目。

赛场上，选手们摩拳擦掌，在
一拨拨杠铃砸地的铿锵声中，不
断加码，挑战自我。抓杠、翻杠、
分腿、上挺，一气呵成，展现出良
好的竞技状态。

本周，2021年江苏省青少年
举重锦标赛（县组比赛）将继续在
常州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分校
（过渡校区）进行。

（常体 吕亦菲图文报道）

常州队共夺得3金5银5铜

江苏省青少年举重（女子）锦标赛落幕

本报讯 5月23日，由江苏省
体育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江苏省
武术运动协会、无锡市体育局主办
的江苏省第二届传统武术大赛在江
阴市新桥镇海澜飞马水城落幕。

常州市武术运动协会组队30余
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参赛，经
过2天的激烈角逐，常州队荣获11个
一等奖、8个二等奖、15个三等奖。值
得一提的是，6名小选手全部获奖（5个
一等奖，2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常州
队再次荣获团体武德风尚奖。

来自江苏省13个设区市武术
协会、武术之乡以及其他社会组织
的19支代表队近600名运动员、教

练员参赛。
本次比赛共设置个人和集体两大

项，包括陈式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
翻子拳、通臂拳猴拳、花拳等数十个传
统拳类，刀、剑、棍、枪、扇子、鞭等十多
种传统器械。赛事分少儿、中青年、老
年三个组别。

来自各地的武林高手中，既有白
发苍苍的老人，也有稚气未脱的孩童，
个个精神饱满、衣着整齐，充分展示了
传统武术的魅力。大赛的举办，不仅
为广大习武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技
艺的平台，也让普通群众更加了解传
统武术，热爱武术运动，积极加入到全
民健身中。 （常体 吕亦菲）

常州队荣获11个一等奖

江苏省第二届传统武术大赛落幕

记者昨天看到，在柏其亚的项目
规划图上，林林总总的标志数都数不
过来。他每年要承揽40多个项目的
设计及管理任务，项目总投资超过10
亿元，是公司首屈一指的“高产”项目

经理。
柏其亚2007年6月从南京工业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硕士毕业后，进入常州
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他干过工程项目
管理和化工工艺及系统工程设计，做过

项目前期咨询工作，还负责过波林化工
项目、新东化工及江东化工氢气压缩充
装项目和常州合全药业新药研发一体化
生产项目的设计，现任常化设计院工艺
三室副主任、项目经理。

这些年来，最让柏其亚引以为豪的，
是新东化工扩建5万吨/年对（邻）氯甲
苯生产装置项目的设计，这是2013年度
市级重点项目。“这个项目工艺复杂，介
质危险、设备及管道较多，为顺利完成这
个项目，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主持召开项
目协调会达10多次，并对项目进行全过
程跟踪。”柏其亚说，该项目于2014年3
月投入试生产，产品的产量、质量及能耗
均优于预期设计目标，至2015年底，年
产量达5万吨，经济效益相当好。

柏其亚不仅“高产”，还是急难重活
的承担者。2015年，他承接了常州滨江
经济开发区的环保提升工程项目。面对
化工园区企业多、情况复杂、发展及管理
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他冒着酷暑，数十
次深入现场，加班加点，对近80家化工

企业逐一摸排，对化工园区基础设施进
行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按时保质
保量完成了该项目的可研、立项及设计
方案。柏其亚介绍，该项目总投资约9.6
亿元，目前正在实施中，“这个项目可提
升化工园区的生态环保能力，全面推进
园区的规范化、可持续发展”。

除在化工专业上展现出色才能，柏
其亚还通过学习不断延伸服务领域，主
持了一系列餐厨垃圾废弃物处置项目。
2015年至今，已先后完成包头、郑州、连
云港等近10个餐厨垃圾废弃物处置项
目，为常化设计院拓展了新的发展方向。

善于借助“外脑”的柏其亚，十分注
重与常州大学等高校院所进行产学研合
作，使高校研究成果实现工程化及产业
化。2017年，柏其亚被常州大学石油化
工学院聘为产业教授（兼职）及化学工程
专业硕士企业指导老师。近年来，柏其
亚先后荣获“常州市优秀职工代表”、市

“十佳文明职工”等称号。
市总宣 狄俊 秋冰 胡平图文报道

——柏其亚素描

市十佳文明职工⑥
“高产”经理

5月26日，钟楼区五星街道五星村委和勤业新村第二社区的党员们，来到瞿秋白同志纪念馆，举办“追寻秋白印记 争当
时代新人”的学党史忆先烈活动。他们向革命英烈瞿秋白同志塑像献花，重温入党誓词，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将党史
学习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史康 胡平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被列入武进区湟里镇
2021年实事之一的湟里高中新宿
舍大楼即将兴建。5月15日，江苏
绿城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建
军来到武进湟里高中，作防火安全
科技讲座时当场承诺，将为湟里高
中新宿舍综合楼捐建4座安全防火
岛，价值130余万元。

据介绍，该安全防火岛采用最

新科技——智能LC系统，通过隔离
火源，控制着火面积，给人员争取更多
的逃生时间，也给消防员争取更多时
间。还可通过服务和云计算技术实现
对火灾安全数据多维度、全角度的科
学分析及处理，温感探测器探测到火
灾并立刻报警，同时通知相关人员，打
开喷淋装置迅速灭火。

（黄智平）

江苏绿城消防科技公司为湟里高中——

捐建4座智能安全防火岛

本报讯 5月20日，江苏华怡明
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常州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校企深度合作研讨会，
同时举行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省级
产业教授聘任仪式。

江苏华怡明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益锋被聘为常州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省级产业教授。这种新颖的产
教融合模式，是目前国内职业教育发
展中的创新。

双方表示，将继续通力协作，进
一步挖掘校企合作的潜力和空间，
拓宽合作的深度与宽度，为提升数
字化酒店管理专业的办学水平、打
造高质量发展的校企合作新平台而
努力。

（刘为民 黄智平）

华怡明都酒店管理
公司董事长沈益锋——

受聘为常州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省级产业教授

本报讯 25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公布了2021年市级儿童及婴幼儿
服装产品质量抽检结果，抽查的本市
生产企业、实体店产品合格率为
100%，抽查的电商平台产品合格率
为87.5%，总体合格率为95.5%。

今年4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开展了全市儿童及婴幼儿服装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共检测了甲醛
含量、PH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邻苯二甲酸酯、重金属、色牢度、
附件抗拉强力、附件锐利性、绳带要
求、纤维含量等16项指标。

抽查结果显示，我市生产企业
生产的产品与实体店销售的产品，
合格率均为100%，但电商平台产

品合格率为87.5%。在抽查的8批次
电商平台产品中，有1批次产品不合
格，不合格项目为纤维含量。纤维含
量决定了童装的性能，影响童装价格，
是消费者购买时的主要参考指标。

从价格区间看，1批次不合格童
装产品单价为39元，在本次抽检中属
于中低价产品。分析造成产品不合格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
产企业对国家标准要求理解不够，以
为纯棉产品可含有少量其他纤维；二
是生产企业质量意识薄弱，没有建立
严格的原辅料进货检验制度及成品检
验制度，仅仅依靠原料供应商提供的
成分及含量来进行标注等。

（陈洁 殷益峰）

我市抽检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质量显示——

电商平台产品合格率仅87.5%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溧阳市埭头
镇获悉，为全面做好夏季秸秆禁烧工
作，该镇不断总结经验、改良方法，形成
了一套“天眼”+“地勤”“宣传”+“执法”
的工作办法，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天眼”，加入科技力量，充分利
用“千里眼监控”系统+无人机。在
镇域范围安装8个视频监控点位，
由专人实时巡视，基本实现镇域全
覆盖可视化，同时利用无人机对“千
里眼监控”盲区进行加密巡视，做到
镇域43.7平方公里全覆盖。

“地勤”，发挥“铁脚板”力量，建立
镇、村、组（合作社组织等）三级禁烧工
作网络，田块包干责任落实到人，配足
巡查灭火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宣传”，通过走村入户、悬挂横

幅、广播播放、流动喇叭等多种形式进
行宣传，力争做到禁烧工作群众知晓
率达到100%，让“焚烧秸秆害人害己，
综合利用利国利民”理念深入人心。

“执法”，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
中队、派出所抽调精干人员，配备3辆
执法车“换人不换车”，进行24小时加
密巡查。第一时间发现、处置火点，并
依法打击故意纵火等恶意行为。

埭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天
眼”+“地勤”“宣传”+“执法”的禁烧覆
盖网，必将让焚烧秸秆、抛撒秸秆等不
良行为无处遁形，让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的火点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扑灭，
让恶意焚烧秸秆人员得到惩戒，引导
全社会树立“不敢烧、不愿烧、不想烧”
的理念。 （郏燕波 吴宠）

“天眼”+“地勤”“宣传”+“执法”

埭头秸秆禁烧不留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