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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来芳月饼

6只装

净含量360g

6只*55g

荠菜鲜肉馅

萝卜丝鲜肉馅

黑猪肉馅

蛋黄黑猪肉馅

十三香龙虾馅

蒜泥龙虾馅

奶黄流心馅

3636元

3636元

4040元

5050元

6060元

6060元

7272元

鲜肉月饼需要现烤，需提前半天预订。

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辅楼常报优购生活体验馆 订购热线：86811851

订购订购55袋以上包邮袋以上包邮
预订热线预订热线：：8681185186811851

普通装普通装5858元元//箱箱（（55斤左右斤左右））

精品装精品装8585元元//箱箱（（55斤左右斤左右））

宜兴黄土百合宜兴黄土百合
周五到货周五到货

去年，常报优购热销的富硒小土豆今年又
开始预售了。

陕西镇坪县，位于陕西南端，大巴山北麓
这里群山环绕，最高海拔2917米，交通极其不

便。镇坪县是我市钟楼区扶贫结对的国家级
贫困县，作为“苏陕协作”的对接单位，近年来
两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原来，这里的人们依旧保持靠山吃山的传
统。朴实的沙土地，种植不了什么金贵的水
果，土豆在这里好活，因此这里的人们家家户
户种植土豆。土豆既是主食，也是配菜，而且
补贴家用也要靠着这些土豆。

但这里被层层大山阻隔，交通极为不便，
从县城到西安，开车要8个小时。

当地政府介绍，陕西安康镇坪是中国的富
硒之乡，这里的土壤是富硒土壤，所种植出来
的农产品均含有丰富的硒元素，硒元素是人体
的微量元素，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不仅如此，镇坪县紧邻丹江口水源地和京
津水源地，森林覆盖率达86%，原始品种且小
土豆生长在800米-1400米高海拔山上，当地
无工业污染，是国家重点农业发展地。原生
态，温和多雨，空气清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
越的气候条件是土豆繁衍生息的好空间。

镇坪富硒小土豆 够粉够糯够香

和善园鲜肉大包和善园鲜肉大包
3030元元//袋袋

（（1212只每只只每只8585gg））

和善园三鲜菜包和善园三鲜菜包
2424元元//袋袋

（（1212只每只只每只8585gg））

3838元元//袋袋（（250250gg））

宁夏枸杞宁夏枸杞

第一批土豆将于第一批土豆将于88月月2626日发货日发货

1919..88元元//（（55斤斤））江浙沪包邮江浙沪包邮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常州市人
民政府与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在
行政中心举行《服务常州高质量

“工业明星城”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这标志着常州与中国银
行江苏省分行的务实合作迈上新
台阶。按照合作协议内容，中国银
行常州分行在新一轮战略合作中，
将结合常州市委、市政府历年重大
项目攻坚主题，与各区域深化战略
合作，承诺在未来三年为常州社会
经济发展提供不低于600亿元的融
资安排。

三年前，常州市人民政府和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开启了第一
轮战略合作。时光荏苒，中国银行
重 诺 守 信、全 力 以 赴 ，面 对 新 形
势、抢抓新机遇，累计向常州新增
授信投放达 580 亿元，超额完成

了当年 500 亿元的既定目标，为
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十分宝
贵的支持。

市长丁纯在致辞中表示，今年
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稳中提质，金融业为此提
供了“源头活水”，对中国银行江苏
省分行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
衷心的感谢。当前，常州正处于高
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关键期，希望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以此次签约
为契机，以“600 亿元融资”目标为
新征程，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深
化政银企合作，更大力度支持我市
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建设，更好对
接服务在常企业融资需求，为常州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
力的支撑。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宁

效云对常州市委、市政府以及广大
客户长期以来对中国银行的信任
和帮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表
示，常州市社会经济的繁荣，为金
融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市场环境，中国银行将在常州坚持
全渠道构建金融服务体系，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创新服务方式，扩大
服务范围，切实为常州全体企事业
单位和 470 万市民提供便捷、高效
的金融服务，全力打造惠民金融，
保障社会民生，并深信在常州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双方新一轮战略
合作将取得圆满成功。

签约仪式上，中国银行江苏省
分行还和常州市财政局、常州市工
信局、合作示范园区及我市重点民
营企业等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

（宋菊）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与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600亿元“活水”助推常州“明星城”建设

本报讯 受新北区薛
家镇庆阳路将实施封闭施
工的影响，常州公交将于
8 月 26 日起对 43 路公交
作临时调整。

调整后的 43 路：由薛
家公交中心站始发，按原
线行驶至玉龙路、庆阳路
交叉路口后，临时调整行
驶玉龙路、汉江路，至汉江
路、顺园路交叉路口，再恢
复原行驶线路至江南商场
公交站返回。

撤消庆阳路（玉龙路
—顺园路）、顺园路（庆阳
路—汉江路）行驶路段；同
步撤消华夏艺博园、前巷
桥双向停靠站，及顺园路
汉江路北行停靠站。临时
调整路段则增设汉江路玉
龙路东行停靠站、玉龙路
汉江路北行停靠站、汉江
路顺园路西行停靠站，及
汉江路奥园路双向停靠
站。

（杭汉军 马静）

43路公交将临时调整

本报讯 随着牛塘镇
丫河路污水管网改造施工
结束，8月24日起，常州公

交将恢复 283 路原行驶路
线，同步恢复相应公交停
靠站点。 （杭汉军 马静）

283路公交恢复原线行驶

本报讯 今日起，常运
集团专门推出常州北站往
返金坛的专线商务快车。

据悉，此次开通的专
线 统 一 采 用 6 座 商 务 车
型，从常州北站下高铁的
旅客，可以直接到附近的
常州汽车北站乘坐直发

车，金坛沿途有 8 个上下
客点，分别为金坛区供电
局、金坛东站、华城商业
街、新城吾悦广场、青年公
寓、同方威视东门、大乘南
门、大乘东门。单程票价
为35元/人。

（常运宣 马静）

常运集团开通

常州北站往返金坛商务快车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第二
届职工“创新创业创意”大赛总决
赛在市工会干部学校举行。

本次大赛自 4 月启动以来，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创新企
业积极参与，共有 6 万多名职工参
加系列活动。大赛共收到参赛项
目 600 余个，参赛项目涉及智能制

造、互联网、环保科技、高效农业等
众多领域。经过激烈角逐，11 个
项目脱颖而出，角逐总决赛。

在决赛现场，11 位选手通过
PPT、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路演和
答辩，最终，“策评网”项目凭借精
美的计划书、流畅完整的现场展示
以及逻辑清晰的现场答辩获得一

等奖。
此外，进入决赛的11个项目的

优秀创业企业，除获相应奖励外，
还将在新一轮贷款周期获得最高
50 万元的工会创业贷款额度，同时
该奖项将作为今后获得各类工会
组织评优评先的依据。

（陈卓 吕亦菲）

职工“创新创业创意”大赛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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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40 天超长三伏天”，
我市近几日的天气开启了复制粘
贴循环模式，基本都是早晚凉爽，
中午闷热。好在最高气温始终维
持在32-33℃上下，暑气蒸人的感
觉已经没有那么强了。

从最新的气象资料看，本周
末的天气仍以多云晴好为主，最
高气温在 32℃上下。周日午后
到夜里，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
气过程，气温总体小幅下降。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处暑节

气。处暑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
节气。“处”含有躲藏、终止的意
思 ，“ 处 暑 ”表 示 炎 热 暑 天 的 结
束。处暑以后，除华南和西南地
区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雨季将结
束，降水逐渐减少。 尹梦真

早晚凉爽，中午闷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