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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佳 毛翠娥 高东梅

本报讯 11 月 18 日，常州
市教育局发布“优才计划”教
师招聘公告，今年，我市初中、
高中和职业学校共招聘教师
385 名（进编），比去年增加 81
人。

此 次 招 聘 对 象 主 要 为
2022 届本科、硕士研究生等，
博士研究生毕业届数不限。
招聘户籍不限，年龄在 30 周
岁以下（1990 年 12 月 1 日以后
出生），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周岁以下（1985年12月1日
以后出生）。除博士研究生

外，其他人员须在高校就读期
间，获得校奖学金或在相应学
段学科师范生基本功大赛（技
能竞赛）获奖。

本次招聘采取现场报名
的方式进行，报考人员可以选
择多个单位符合条件的岗位
进行报名。报名和资格审核
时间为 12 月 3 日到 5 日，地点
为常州市旅游商贸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考试主要测试岗位所需
的专业素养、教学能力等综合
素质，可采取笔试、专业技能
测试和面试等方式进行。招
聘 政 策 咨 询 电 话 ：0519-
85681336，0519-85681337。

“优才计划”公开招聘385名教师

■常市监 董心悦

本报讯 记者17日获悉，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经研
究决定，全市零售药店自 16 日
起恢复退热、止咳、抗病毒和抗
生素等“四类药品”销售，并继续

实行实名信息登记制度。
在此，市市场监管局提醒

广大市民，一是低风险不等于
零风险，“解封”不等于“解防”，
药店在营业期间应严格落实入
口处体温检测、健康码核验、规
范佩戴口罩等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二是广大市民购买“四类

药品”务必携带身份证，并按照
要求登记购买。零售药店要将
相关信息及时上报市场监管部
门信息登记平台；三是各零售
药店要继续做好药品和医疗器
械的进货查验工作，严格落实
处方药凭处方销售管理规定，
严格做好处方审核。

抗生素等“四类药品”恢复登记销售

■龚轩 陆佳怡

经常有职工问在哪里可
以测算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以
及还款金额呢？本期我们就
这一问题进行介绍。

真真——公积金中心发
言人

心心——职工业务代言
人

心心：真真，我想测算一
下目前我的住房公积金能贷
多少钱，每月大概还多少。要
到哪里去测算呢？

真真：你可以通过手机登

录“常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
众号—“公共服务”中的“贷款
试算”“还款试算”里自行测
算；还可以通过电脑登录常州
市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厅”

（www.czgjj.com）—“ 公 共 查
询”中的“贷款试算”里自行测
算。如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
拨打 12329 住房公积金服务
热线进行具体咨询。

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测算
可在微信公众号和网厅进行

■朱玲云 周瑾亮 郑雨露

本报讯 记者 11 月 18 日从
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获悉，
在今冬天气最冷的 12 月底和
明年1月上中旬阶段，预计可能
出现短期天然气供应趋紧形
势，常州港华已经未雨绸缪提
前部署，将尽最大努力为地方
经济稳步增长和居民安全舒适
生活做好供气保障工作。

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许宁介绍，目前该公司

日供气量近 200 万立方米，虽
经历疫情，但疫情后我市经济
快速恢复并稳定增长，用气量
较去年同期提高 10%。随着气
温逐渐走低，冬季最大日供量
预计将达到 300 万立方米，由
于上游供气单位对我市的合同
供气量为每天 180 万立方米，
冬季高峰最大日供应缺口近
120万立方米。针对这一情况，
常州港华已经根据往年运行经
验提前做出提前储存、争取增
量气源和调峰气源、网上气量
竞拍等部署。

根据往年运行数据分析，
每次寒潮来袭，市区日供气量
的增加超过 30 万立方米，主要
集中于采暖客户。目前常州有
近4万户采暖客户，常州港华建
议，冬季采暖温度调节在 18℃
左右即可。另外，常州港华提
醒，冬季用气一定要注意安全，
热水器烟道要伸出室外，不要
长时间连续使用；燃气灶使用
要有人照看，随用随关。燃气
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拨
打常州港华 24 小时客户热线
96077进行咨询或报修。

港华燃气建议冬季采暖18℃左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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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璐 常运宣 机场宣
刘猛 沈琳 周峻年

本报讯 11月17日零时起，
常州市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记
者从我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结
合市民旅客出行需求，我市在严
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
提下，有序恢复乘客出行秩序。

自18日零时起，常运集团全
面恢复省际班车客运、市际班车
客运、省际包车客运、市际包车客
运；常州汽车客运站（天宁区竹林
西路51号）、花园汽车客运站（钟
楼区怀德南路38号）、武进汽车客
运站（武进区武南中路20号）、常
州汽车客运北站（新北区长江北
路506号）、常州汽车客运东站（武
进区东方东路1号）恢复运营。各
车站将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旅客进站乘车需接受
体温检测，主动出示行程码、健康
码并全程佩戴口罩。

机场方面，对于离常旅客，
行程涉及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
市的，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健康码”绿码，体温正常，
可正常通行；行程不涉及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城市的，“健康码”绿
码，体温正常，可正常通行；目的
地为西安、沈阳、安康的旅客，需
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目的地为北京的旅客，需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

“北京健康宝”绿码。对于来常返
常旅客，行程涉及国内中高风险
地区设区市（直辖市为县、区）低
风险地区、有感染者报告的重点
地区旅居史的，需持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行程涉及中高
风险地区的旅客，需落实集中隔

离管控措施。
市民从铁路常州站进站需查

验健康码、测量体温，候乘期间需
全程佩戴口罩，并做好个人防护。

常州地铁对所有进站乘客
落实健康码查验、体温监测及佩
戴口罩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目前我市公交车均安装了
电子测温仪，市民乘车时需主动
测量体温，体温正常方可乘车；乘
车期间必须全程正确佩戴口罩。

截至11月17日上午10∶00，
我市公交停开线路为1条：J203
路；临时绕道、缩线线路为4条：
272路、313路、552路、74A路。

常州市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后

最新交通出行疫情防控措施请看这里

街边的梧桐树点缀了城市
的秋天

■黄洁璐 盛雯 陈玉坤 文
王锐 摄

本报讯 昨天上午，前黄船
闸三角闸门缓缓打开，满载货物
的船舶依次平稳通过，进入苏南

运河，标志着我市首座双线交通
船闸——前黄船闸正式运行。

前黄船闸位于锡溧漕河
的武进区礼嘉镇和前黄镇交
界处，最大可通行载重 1000
吨级船舶，设计通过能力为
9900万吨/年。

常州第一座双线船闸，昨天启用

■尹梦真 图文报道

昨天天气转好，天空重回
通透纯净的蓝色，午后的太阳
晒着很舒服。近日气温比较
平稳，最高气温 18-20℃，最
低气温 10-13℃。预计下周
一新一轮的冷空气将“到货”，
届时温度会有明显下降。

好 天 气 适 宜 户 外 运 动 。
按照中医理论，秋冬天是人体

精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所
以运动量不宜过大，切勿大汗
淋漓，以防出汗过多造成阳气
耗损。运动宜选择轻松平缓、
活动量不大的项目，如慢跑、
散步、登山、太极拳等。这样
既不会因出汗多而损耗元气，
又可以舒展筋骨提高身体素
质。

好天气适宜户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