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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摄

本报讯 选手屏气凝神，棋子落盘
有声……6 月22 日晚，在义乌市喆棋
院的国际跳棋训练室内，小选手们正
在棋盘上激烈拼杀。

白子刚吃下一颗黑子，黑子马上回
吃一颗白子，瞬息之间，已经战了几个回
合，之后双方一起陷入沉思……这对酣
战的小选手是兄弟俩。哥哥傅思憬今年
10岁，学习国际跳棋已经5年，曾摘得过
2020年浙江省中小学生国际跳棋锦标
赛百格丙组男子第一名的桂冠。

“幼儿园的时候，我看到有人下
这种棋很好奇，就去试着学，很快就
喜欢上了。国际跳棋给我带来很多

乐趣，我和弟弟在家随时都可以对
弈。”傅思憬说。

“兄弟俩一起学棋 ，现在又能
一 起 上 省 运 会 这 么 好 的 平 台 比
赛，我们肯定会做好后援，全力支
持 他 俩 去 奋 力 拼 搏 ，在接下来的
省锦标赛和省运会上拿到奖牌。”
父亲傅盼徕说。

据了解，国际跳棋在金华地区
仍属于小众棋类项目，但其本身拥
有 2 千多年悠久的历史。2007 年，经
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全国开始举办国
际跳棋活动。“这项古老的棋类游戏，
非常容易上手。”教练员马红良说，他
原来主攻中国象棋，后来改学国际跳
棋，15 年来，经他培训的学员已达上
千人。今年是马红良第四次带领选手
参加省运会，备赛经验十分丰富。

“从 2019 年开始，我们就在备战
本届省运会了。目前，有 15 名注册小

运动员在参加训练，每周至少训练两
次，每次 2 小时以上。”马红良说，期间
还要经过比赛筛选，胜出的将参加省运

会百格男子、女子组个人以及100格、64
格儿童团体赛项目的比赛。本着保牌冲
金的目标，努力到最后一刻。

备战3年，义乌国际跳棋小选手再出发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6 月 24 日，市十六届
人大代表集中培训班在市委党校
开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政出席
并讲话。

今年是市十六届人大任期的开
局之年，也是代表开始履职的第一
年。会议指出，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
大会的主体，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
的光荣使命，肩负着宪法法律赋予
的重要职责，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
力。组织开展代表学习培训是适应
新时代新要求，提升代表履职能力、
提高代表工作整体实效的重要途
径，是人大常委会做好代表工作的
基础性工程。要增强政治意识，坚定
不移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

“两个维护”的示范引领者。要增强
民主意识，争当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主力军。要增强扛旗争先意识，
争当义乌发展建设的排头兵，各位
代表要带头建功立业，争当高质量
发展的推动者，结合“六访六促”主
题活动晒拼实绩、比学赶超。要增强
履职意识，争当广大人民利益的忠
实代言人，充分认识人大代表肩负
的职责，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
智、惠民生，把各方面社情民意统一
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中。

据悉，此次培训班为期一天，我
市全体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均参
加本次培训。围绕关于代表法和代
表履职问题、人大代表履职技能和
议案建议撰写、人大“民情快递”数
字化应用等内容进行专题培训，主
题培训进一步提升代表们的理论素
养，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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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婷

本报讯 6月24日下午，市委分别
召开常委会会议和全市领导干部会
议，传达学习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对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动员部署。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学深悟透省第十
五次党代会精神实质，牢记嘱托，勇担
使命，奋力在“两个先行”上冲锋在前，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委书记王健主持市委常委会会
议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传达省第十五
次党代会精神。市领导叶帮锐、丁政、陈
小忠、骆华勇、胡作滔等参加会议。

王健指出，刚刚闭幕的省第十五
次党代会是浙江在开启第二个百年新
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第一次党代
会，是一次高举旗帜、感恩奋进的大
会，是一次牢记嘱托、赓续血脉的大
会，是一次登高望远、开创未来的大
会。省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浙江工作系列重要论述、重
要指示和重大部署，彰显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
力，体现了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
贯之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

“重要窗口”的战略定力，展现了浙江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使命
担当，是指导和推动浙江“两个先行”
的纲领性文件。

王健强调，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
五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深刻领会大
会主题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党代会
报告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特别是
过去五年成就和规律性认识，战略指
引和重要遵循，奋斗目标、工作导向和
主要任务，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
治党具体要求。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用实际行
动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奋力推进“两个先行”。

王健强调，要深刻理解省委为金
华明确的发展定位，坚定信心、提振精
神，心怀感恩、加压奋进，全力当好“高
水平建设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主

力军。要紧扣“内陆开放”，拓宽开放通
道，做大开放平台，提升通关效率，打造
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节点。要紧扣“枢
纽”，突出数字引领、改革破题、创新驱
动，打造万亿小商品贸易枢纽。要紧扣

“中心城市”，谋共建，拓能级，强交通，聚
高端，打造更强辐射更高品质现代都市。

王健强调，近期要聚焦稳进提质，紧
盯重点任务，把握时间节点，以战斗状态
全力攻坚，为完成全年目标打下扎实基
础，以实际行动落实好省党代会精神。重
点抓好11项工作：一要迅速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热潮，对标省党代
会作出的新要求新部署，结合“扛旗争先、
冲锋在前”主题活动，深入开展学习、调研
和宣传，加快补齐短板，迭代提升加快高
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拿出义乌行动方
案、落实清单，形成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
氛围。二要全力冲刺“半年红”，盯紧政策
落地、主要经济指标和项目建设，抓紧跑
起来、冲起来、实起来。三要全面推进数字
化改革，加快迎头赶上，全力争取“最佳应
用”。四要加快基层治理系统建设，统筹抓

好社会治理中心和镇街综合信息指挥室
建设，深化大综合一体化执法改革。五要
加大城市更新和低效工业用地整治力度，
争取各项指标继续走在金华前列。六要高
标准筹备好市场创办40周年大会，推进义
乌市场发展新飞跃。七要高质量高水平办
好省运会相关赛事，确保场馆运行顺畅有
序、各业务领域指导精准。八要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抓好常态化核酸检测和重点
人群滚动抽检，坚决守牢“小门”。九要筑
牢防汛抗台防线，确保“不死人、少伤人、
少损失”。十要深化信访积案化解，扎实开
展新一轮信访积案攻坚。十一要做实“七
张问题清单”整改，力争问题管控力指数
继续稳居全省前列。

市四套班子领导、集聚区管委会主
任、法检两长，其他副县级以上领导干
部，担任过副县级以上实职的老领导，各
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市机关各单位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国有企业、垂直部
门、金融机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各民
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参加领导干部会议。

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贯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学深悟透 锚定目标
奋力在“两个先行”上冲锋在前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6月23日，金华市
“老少同颂党恩 强国复兴有
我”主题教育启动仪式，在我市
望道中学举行。期间，还为“红
树林讲坛”揭牌。

据悉，该主题教育的启动，
标志着“婺老之声”五老宣讲团
千场宣讲、“红色百年行”教育基
地实践、金华市首届英才好少年
评选、八婺游学、“尊老敬贤”家
庭教育活动、青少年党史集中学
习月等多个活动同步开启。

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围
绕《信仰对话》开展系列活动。
在“时光信箱”环节，大家一同
观看《老党员讲初心》视频、情
景剧《陈望道》片段、《致陈望道

先生的一封信》诵读；在“薪火
传承”环节，三位老干部上台与
学生代表展开信仰对话，并赠
送《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在“信仰之旅”环节，畈田朱小
学的学生带来道情《共产党宣
言》，望道中学的学生带来合唱

《好学力行》。
近年来，我市紧扣“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使命任务，持续推进银龄引
领、银龄关爱、银龄护航三大
工程，建成“一带一路”青少年
教育体验基地，打造“追寻真
理的味道”红色研学线路，推
出“十个一”青少年教育新模
式，推动国企、商（协）会成立
关工委组织，并设立“义同成
长”关心下一代基金。

“老少同颂党恩 强国复兴有我”
主题教育在义启动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本报讯 6 月 24 日 ，义 乌 市 大
陈 镇 携 手 磐 安 县 双 峰 乡 ，联 合 举
办 以“ 党 建 促 共 富 非 遗 添 新 彩 ”
为主题的“陈双成对”共富党建联
盟活动。

为深入推进“百镇共建强基”行
动，5 月上旬，大陈镇和双峰乡共同
组成“陈双成对”党建联盟。一个多

月来，大陈镇和双峰乡持续开展百
镇共建强基“陈双成对”党建联盟行
动，双方立足两地实际，整合各类资
源，实现优势互补，先后开展了红动
义磐党建、产品互通共富、来料加工
增收、特色街区共建、飞地抱团发
展、休闲康养共享六大行动。

活动中，双方先后进行了村级党
组织结对授牌、“陈双成对”红色共富
直播间授牌仪式，富羊羊公司、大陈小

集运营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义乌
农商银行、企业代表与富羊羊公司签订
助农购销合同。

据介绍，在现场完成结对的村级
党组织共建联合体有红旗村—溪上
村、大陈一村—大皿村、大陈二村—东
坑村、八里桥头村—溪下村、溪后村—
西告村，5 个共建联合体的成立进一步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聚焦组织共强、
产业共兴、文化共荣三大共建主题，组

织联建，激发“叠加效应”，促进共同进
步。在“大陈小集”线下展示中心落地
的“陈双成对”红色共富直播，邀请两
地的热心居民、行业达人、能工巧匠，
以及农产品销售、旅游推广等直播活
动送上“云端”，激发社会效应，打造线
上共建窗口。作为大陈镇农产品区域
品牌，“大陈小集”成功“牵手”双峰乡
区域公共品牌“富羊羊”，品牌联创，激
发特色效应。 （下转第二版）

“陈双成对”点燃乡村共富“红色引擎”
大陈镇携手双峰乡举办“党建促共富 非遗添新彩”主题活动

兄弟俩在棋盘上酣战兄弟俩在棋盘上酣战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 昨日从相关部门获悉，鉴
于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趋于平稳，
经上级主管部门、各组委会、商城展
览公司等多方沟通研究决定：为提
振行业信心，义乌会展业在 6 月下旬

全面有序复展。6 月 25 日—26 日第
30 届义乌家博会将在义乌国际博览
中心举办，这是我市今年举办的首
个线下展会，标志着义乌会展业全
面复苏。

受疫情影响，在义举办的相关
展会“暂停”已久。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为给广大客商营造安
全稳妥的办展环境，同时为下一步
会展季的平稳有序开展打下坚实基

础，6 月初，义乌市市场发展委组织召
开全市会展活动疫情防控工作协调
会。市公安局、市卫健局（疾控中心、江
东卫生院）、市行政执法局、商城集团、
商城展览、义乌市会展业联合会等相
关单位参加会议。

会上，商城展览介绍了近期全国各
地展会举办情况、义乌国际博览中心疫
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和下半年展览活
动计划等相关内容。相关主管部门针对

各大展会项目的疫情防控工作提出具
体指导意见，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安全有序恢复展览
活动。会议还学习了义乌市防疫防控工
作相关文件。

据悉，义乌会展业的复苏，对引进培
育展会活动、促进洽谈交易、开拓市场和
拉动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也意味着外贸、
旅游、酒店、运输、金融等行业将被进一
步激活。

义乌会展业迎来全面复苏

今年首个线下展会今日开幕

▢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特 约 记 者 龚琴娟

本报讯 6月24日晚，义乌
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义
乌市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为503分（民办普通高中可
降15分录取，为488分）。普通高
中体育类特长生最低控制分数线
为330分。除义乌中学外，普通高
中艺术类特长生最低录取控制分
数线为488分。义乌中学定向招
生控制分数线为604分，艺术特
长生最低控制分数线A级证书为
574分、B级证书为584分。

重要节点：6 月 25 日 13
时，考生查分申请截止；6月25
日17时，考生志愿填报截止；7

月 1 日，考生可在招生平台上
查询本人录取结果，平台公布
未录满学校情况；7月2日，未
录满学校开始补录；7月3日，
招生平台公布补录信息。

重要提醒：全市各学校不
得向媒体、家委会、学生会、校
友会等提供考试成绩及升学比
例等信息，禁止以任何形式发
布传播具有“唯升学”“唯分数”
导向的信息，如考试状元、高分
考生、升学率、重点率等。也请
社会各界不制作、不传播、不炒
作相关信息。

中高考违规宣传举报电话
0579- 85555606。欢迎广大考
生、家长及社会人士举报反映
相关违规情况。

义乌普通高中
录取分数线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