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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4日，江苏省
首家“家暴施暴者强制心理干预
中心”在常州市看守所挂牌成
立，常州市妇联、市看守所现场
签署了《常州市家庭暴力施暴者
强制心理干预合作协议》，联合
开展长期项目合作。

据悉，以往的家暴案件，社会
关注的焦点和救助手段主要集中

在受害人身上，而施暴者除了接
受依法处置外，在专业心理矫治
方面有所欠缺，存在一定漏洞和
风险。此次项目合作将强制心理
干预纳入在押施暴人帮教内容，
逐步扩大干预范围，并专门成立
了一支 20 人的施暴者心理干预
志愿者队伍，定期开展心理服务
的同时做好干预成效的评估。

记者还了解到，在押施暴者
回归社会后，相关信息将同步录
入常州市“幸福 e 家”婚姻家庭
智慧治理平台，市妇联将联合有
关部门介入跟踪和后续评估；基
层妇联将根据相关信息，及时消
除婚姻家庭隐患，帮助在押施暴
人回归社会，切实推进“平安常
州”建设。 （许梦涵 吕亦菲）

全省首家家暴施暴者强制心理干预中心成立

本报讯 近日，由常创集团
受托管理的江苏省大运河（常
州）文化旅游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首笔投资落地，完成对文物
保护行业龙头企业——上海建
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据悉，上海建为历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在常州
注册新公司，积极开拓江苏文
物保护业务。

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
专业从事文化遗产保护行业全

产业链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
营业务为历史建筑的勘察、设
计、施工以及“文物云”物联网监
测管理。目前，该公司持有文物
保护工程施工最高等级资质证
书，是国家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2019 年实现
营业收入逾3亿元。

常创集团严格履行基金管
理人职责，为企业嫁接资源，全
方位提供项目融资、市场开拓等
有力支持。依托常创集团的主
动服务和积极对接，上海建为历

保在本轮融资中还获得常州市
五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常州灿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跟投 1000 万元。
大运河基金也将以此为契机，深
入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投
资引进更多文旅产业项目，精准
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核心样
板，助推我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工作走在前列、凸显特色、形成
标识，为新时代传承民族精神、
彰显文化自信贡献常州力量。

（闫琳 马静）

我市大运河基金首笔投资成功落地

本报讯 11 月 26 日，常州
市税务局房产交易智能办税系
统二期正式上线。据悉，该系统
是在常州税务房地产交易智能
办税系统首期工程的基础上，对

“不见面”办税功能的完善和升
级，不仅实现了增量房和存量房
交易的全部自助办理，还具备让
纳税人直接通过支付宝App进
行税款缴纳、电子发票代开和电
子税票开具等功能。

据了解，常州税务房地产交
易智能办税系统首期工程于
2017年7月上线，该系统通过整
合多部门信息并直接调用，就能
在自助机上自动计算纳税人应
纳税款。系统上线后，涉及增量
房交易的纳税人只需通过办税
自助机即来即办，大大提高了纳
税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此次推出的房产交易智能
办税系统二期项目，是我市税务
部门依托“互联网+税务”平台，
在前期智能办税的基础上进行
了完善和升级，实现了增量房和
存量房交易的全部自助办理。
纳税人可以直接通过自助机或
支付宝App进行房产交易过程
中的税款申报和缴纳，真正实现
了纳税人足不出户即可办理房
产交易涉税业务，进一步提升了

“不见面”办税的业务覆盖面。
常州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办
税服务厅负责人徐智利介绍，

“存量房交易的纳税人只需事先
在网上提交资料，通过审核后登
录 支 付 宝 App 搜 索‘ 江 苏 税

务’，按步骤操作即可进行税款
缴纳。而增量房纳税人则更为
便捷，只需通过房产交易合同编
号即可在支付宝App中进行税
款缴纳。”

据悉，该项目已于今年 9
月底开始测试运行，经过大量
的数据分析、业务跟踪和问题
反馈，目前已为房产交易纳税
人成功办理涉税业务 2200 余
笔，平均办理时长约 3 分钟。
常州市悦之屋房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徐益益表示，“以前到大
厅办理房产过户，要约买家、约
卖家，光是凑齐所有人就不容
易了，碰上交易高峰，还要在大
厅里取号排队等上个把小时。
现在在网上提交资料后直接在
家里用手机操作缴税，几分钟
就能办成了，真的很方便。”

近期，常州市税务局还将
联合常州市房地产中介行业协
会开展房产交易涉税业务的相
关操作培训，持续做好房产交
易智能办税系统二期上线后的
推广宣传工作。常州市税务局
党委委员、总经济师戚浩东表
示，“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配
合推进构建房产‘交易、缴税、
登记’一体化平台建设，引导纳
税人‘多走网路，少跑马路’贯
彻落实好税务总局‘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办税指南，为常州实
现‘一网通办’、建设智慧城市
贡献税务力量。”

（俞开文 马直文 马静 图
文报道）

以前办房产过户，要凑齐卖家买家，还得
排队等待；现在常州税务房产交易智能办税系
统二期上线后——

购房者缴税，点开支付宝就能办

网上办税网上办税

本报讯 近期，我市冷空气来
袭，加之持续阴雨天气，对各类蔬
菜生长有所影响，蔬菜价格也随
之上涨。据凌家塘批发市场和常
州市区14家农贸市场监测数据显
示，近期我市市场蔬菜供应充足，
批发价周环比小幅攀升，蔬菜零
售均价基本平稳，预计后期菜价
将季节性上涨。

据江苏凌家塘批发市场工作
人员介绍，今年秋季以来地产菜一
直量多价低，同时也影响着客菜的
价格及销量。但随着冷空气的南
下，近期凌家塘市场蔬菜价格开始
出现抬头趋势，特别是叶菜类价
格，随着降温降雨纷纷上涨。11月
26日凌家塘市场每500克青菜、苋
菜、菠菜、香菜批发均价分别为 1
元、1.5元、1.5元、3元，价格虽仍然
偏低，但周环比都有小幅上涨。市
场茄果类价格也随着气温的变化
有所抬头，11 月 26 日凌家塘市场
每 500 克长茄批发均价为 2 元，周
环比涨幅超过了15%。

当前已经进入小雪节气，本
地气温也是断崖式下降，热腾腾
的火锅开始大受欢迎，凌家塘批

发市场的各种食用菌类走量都有
明显加快。11 月 26 日凌家塘市
场每 500 克平菇、金针菇、香菇批
发均价分别为2.5元、3元、7元，产
量和价格都较为平稳。向来深受
常州市民喜爱的冬笋，天冷后口
味更好、产量增加，11 月 26 日凌
家塘市场每 500 克冬笋批发均价
为 8 元，周环比下跌 11%，当前走
量也较天热时明显好转。

据了解，此次蔬菜价格小幅
上 涨 ，主 要 受 天 气 变 化 影 响 所
致。降温及雨雪天气的来临，对
蔬菜生长和运输带来一定影响，
导致蔬菜价格有所上涨。预计随
着后期地产露天菜上市量的减
少，市场蔬菜供应将向南方菜、大
棚菜偏重，价格也很有可能进入
上 升 通
道。后期
天气逐渐
寒 冷 ，蔬
菜价格将
持续季节
性上涨。

（发 改 轩
郑雨露）

受冷空气和持续阴雨天气影响

我市蔬菜批发价格小幅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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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雨水君占据了
天气舞台，雨一直下，气
温低迷、体感阴冷，雨天
出行，能见度较差且路
面湿滑，大家注意要小
心慢行。

好消息是，降雨今
天开始会暂时告一段
落，明天起久违的阳光
就有望出来露脸了。但
是受到冷空气影响，气
温将继续有小幅下降，
最低气温将降至4-5℃。

至于大家关心的入
冬问题，在气象意义上，
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低
于 10℃ 就 真 正 进 入 冬
天了。我市最近一周虽
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降
温厉害，但是平均气温始
终在 10℃线上下徘徊，
所以入没入冬，主要还得
看后续几天的平均气温
情况。 尹梦真

气温在
入冬边缘试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