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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召开
的全市烟花爆竹禁放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我市确定的禁
放区域面积为 314.9 平方公里，
涉及常住人口 245 万，共有 27
个街道（乡镇）、359 个社区（村
委），960 个住宅小区，657 个自
然村。相对于去年的烟花爆竹
禁放区域，今年增加了溧阳部
分市区，全部实行全年禁放。
全部禁放区域包括——

（一）滆湖中路、滆湖东路
以北，G42 沪蓉高速以南，玉龙
中路、玉龙南路、中吴大道、长
江南路、淹城北路、淹城中路以
东，青洋路以西所形成的区域；

（二）G42 沪蓉高速以北、
S122 港城大道以南、S39 江宜
高速以东、龙江北路以西所形
成的区域；

（三）戚墅堰街道、潞城街
道、丁堰街道行政区域；

（四）金坛区禁放区域：钱
资湖大道以北、良常路以南、新
丹金溧漕河以东、金湖路以西
所形成的区域；

（五）溧阳市禁放区域：东
至城东大道，南至高铁沿线，西
至 G233 国道、奥体大道，北至
芜申运河所形成的闭环区域。

根据《常州市烟花爆竹燃
放管理办法》的规定，下列禁放
区域外地点全年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

（一）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
护范围、风景名胜区、公共绿地；

（二）车站、码头、飞机场等
交通枢纽以及铁路、轨道交通
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三）生产、销售、储存易燃

易爆物品的场所及安全保护区
内；

（四）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道、过街通道；

（五）大型能源动力设施、
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架空
电力线路保护区、架空通信线
路下方、输油气管道设施及热
力供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

（六）国家机关、幼儿园、学
校、医疗机构、儿童福利院、养
老机构；

（七）山林等重点防火区；
（八）住宅小区、高层建筑、

地下建筑；
（九）商场、集贸市场、公共

文化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
（十）市、辖市（区）人民政

府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其他地点。 （汪磊）

在禁放区外的这10类地点——

同样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 元月 2 日，新年上
班第一天，市政务服务中心公
积金中心二楼大厅迎来汹涌人
潮，18个提取窗口全部开放。

此前，公积金中心已做足
预案：窗口工作人员提前到岗，
吃饭、上洗手间实行轮替制。2
日下午，仍因受理量实在太大
不得不进行限号。

据介绍，每年 1 月，都是住
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的高峰。据
统 计 ，2 日 全 天 窗 口 受 理 的
1251 笔业务中，近 9 成是“按年
还商贷和无房户租房提取”。
连日来，中心窗口人员工作时
间均超过9小时，后台业务处理
工作更是到晚上 11 点才能结
束。

其实，上述业务在一年中
任意一天都可随时办理，不会
因为提取时间的早晚影响下一
年提取额度。建议需要办理提
取业务的市民，在 1 月 13 日之
后前往柜面办理或直接在网上
办理，避开近两周的高峰与现
场的长时间等候。

目前，我市公积金的5种提

取业务和4种还贷业务，都可在
“常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
和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厅在线
办理。

提取业务包括公积金按年
还商贷提取、租住商品房提取、
购买商品房提取、退休（退职）
提取、解除劳动合同离开本市
提取；还贷业务公积金贷款部
分转账还贷、公积金贷款一次
性转账还清、公转商贷款部分
转账还贷、公转商贷款一次性

转账还清。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是首

次办理“按年还商贷提取”，还
是得到柜面进行征信授权后，
主借款人才可在线上办理，主
借款人配偶或其他产权共同人
暂不能进行线上办理。

此外，职工还可以通过建行
手机 App 悦享生活、常州人社
App和“我的常州”App等渠道，
办理公积金查询、提取等业务。

（周翔 盛栖 文 朱臻 摄）

中心提醒：公积金项目天天都能办，1月13日之后提取，可避开年度高峰

公积金业务受理窗口迎来汹涌人潮

本报讯 记者从市发改委
了解到，随着近期雨止天晴，蔬
菜批发价格出现回落，但零售
价格仍处上涨中。

凌家塘工作人员介绍，前
期受降温影响价格有所上涨的
韭菜，1 月 2 日批发平均价每
500 克 2.5 元，较上周环比下跌
37%。其他跌幅较为明显的花
菜、菠菜批发平均价分别为每
500 克 1.9 元、2 元，与上周同期

比都有近 20%回落。当前地产
青菜仍是市场上上市量最大的
地产菜，其中对种植温度要求
较高的小青菜，由于养护不易
价格较高。此外，近期价廉物
美的萝卜销量很好。

后期蔬菜供应可能会出现
短时间的不稳定，价格还将呈现
上涨趋势。另外，春节将至，蔬
菜供应进入节前模式，反季节蔬
菜的需求明显加大，在随后一段

时间内，随着反季节蔬菜的上市
量加大，其价格对平均价的拉动
作用逐渐
加 大 ，预
计后市蔬
菜平均价
还将有所
上涨。

（发改
轩 郑 雨
露）

近期蔬菜批发价止涨回落，零售价继续上涨

本报讯 昨天上午9点，第八
届常州年货大街暨第四届农夫
市集在常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
开街，2020年“食美常州”品牌提
升行动也于当天正式启动。

本届年货大街展销时间为1
月3日至6日9∶00-17∶00，1月
7 日 9∶00-15∶30。共有约 200
个标准展位，汇集了千余种产
品。

本届活动是“年货大街”和
“农夫市集”首次强强联手。作
为农夫市集的主办方，常州邮政
首次加入到年货大街的活动中
来，使用“微信邮付”，现场可享受
随机金额立减。记者昨天看到，
在常州邮政设置的极速鲜免费
寄递处现场，围着不少市民。“微
信付满200元并且不超过20公
斤的，就可以享受免费市内快递
一次。

本届年货大街紧扣“共享农
安成果，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凸
显了“食美常州”元素。

年货大街上，“十大常州美
味”中的7个产品原材料都可以
买到，其中“萝卜干炒饭”的萝卜
干可以在常州市玉蝶特产食品
厂买到；“香糟扣肉”的扣肉可在
常州市焦溪二花脸猪专业合作
社、焦溪古村展位上买到；“清炒
白芹”的白芹可以在溧阳市勤农
蔬菜开发有限公司展位上买到；

“水晶虾仁”的虾仁可以在溧阳
青虾养殖协会买到；“桂花糖芋

头”的芋头可以在常州市昌玉红
香芋专业合作社买到；“红汤百
叶”的百叶可在常州市津津乐食
品有限公司和常州市武进区横
山桥乡村豆制品加工场买到；

“银丝面”可在常州银丝面馆展
位上买到。

除此之外，本次年货大街
上，2018年当选“十大农产品知
名品牌”和“五大农产品特色品
牌”的产品也纷纷到场。

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
化处负责人黄磊表示，“通过前
七届活动，年货大街已经成为了
一个政府主办、品类丰富、价格
实惠、质量安全的盛会，最重要
的是，市民们不仅能够在这里将
需要采购的年货‘一站式’买齐，
同时还能够了解到常州现代农
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民陈女
士一左一右手拉两个推车，她说：

“溧阳的乌米饭、金坛的红香芋、武
进的湟里牛肉、新北的酸梅汤、天
宁的脚踏糕、钟楼的泰村鱼圆等，
我都买了两份，一份是自家吃的，
另一份是带给朋友的。”
（董逸 张雷震 文 夏晨希 摄）

第八届年货大街昨天开街

本报讯 昨天，常州市高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联盟成立
活动在常州大学举行。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赵金松、省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徐子敏出席活动并共
同为联盟揭牌。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陈涛出席活动并讲话。

活动上，常州市委宣传部、
常州市委教育工委与常州大学、
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工学院等12
所在常高校，签约成立了常州市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联盟，
通过“力量联合”“资源联享”“人
才联育”“服务联动”，不断促进
校校合作、校地合作，着力打造
思政教学、学术研究、理论宣传、
咨询服务的联盟。

12所在常高校将在市委宣

传部、市委教育工委指导下，积
极推动各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及
实践课程的教研活动、教学改革
及交流活动，推进思政课程和课
程思政的改革与发展；构建思想
政治理论课专、兼职教师的引
进、交流平台及其机制，定期举
办师资培训交流活动；着力推动
常州市各类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的一体化建设；组建团队为
地方推进党的理论建设、红色文
化建设，提供宣传普及、决策咨
询、理论宣讲等服务。

现场，市委宣传部还与常州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签约共建马
克思主义学院。这是我市第6家
部校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曌）

常州市成立高校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