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级版星级影城崭新崛起
横山桥镇4个年轻人合资开办影城

乡镇电影院在消失多年后复活———

本报讯 在横山桥镇新利财富广
场，武进首家按照星级影城建设的数
字电影院———环卓时代凤凰影城下周
正式营业。这家拥有4个电影放映厅、
休息区以及配套商业设施的乡镇影城
总投资超过500万元，将服务周边6个
乡镇。这家影城是由4位平均年龄不
足25岁的年轻人合资创办的。

22日下午，当记者来到这个影城
时，总经理张晶正在和10多名员工一

起接受开业培训。张晶毕业于南京一所
高校，是位十足的电影迷，毕业后他进
入横山桥一企业工作，待遇不错，但张
晶夫妇却对武进东部没有数字影院而
深感遗憾，“每次看电影都要驱车几十
公里到市区”。于是，张晶夫妇和颇有同
感的90后唐凯、唐瑞婕商议一起开影
院的事，并得到4人父母的支持。从去年
底开始，租赁场地、选择专业设计公司、
洽谈院线、办理消防许可等各种手续，4

人忙得不亦乐乎。“文化产业不能看眼
前收益，近几年全国票房呈几何级增
长，未来前景很乐观。”张晶说。

张晶告诉记者，即将营业的环卓
影城1600多平方米，有3个97座的
放映厅和1个30座VIP厅。所有放
映厅都采用进口 2K数字电影放映
机；配备3D立体电影放映辅助设备；
安装有高端环绕立体声系统和高反射
宽视角银幕。此外，环卓影城加盟江苏

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幸福蓝海影视文化
集团，可确保商业大片的首轮放映权。
“看电影再也不用到市里凑热闹了！”就
在记者采访时，有两位从芙蓉赶来的影
迷，询问确切的开业时间和排片计划。

据横山桥镇文化站站长韩宇介绍，
乡镇电影院在较长时期内已经没落了，
武进所有乡镇影剧院中目前仅有洛阳影
剧院仍在营业，但只有1个放映厅。此
外，邹区有一家连锁直营的大地影院。她

告诉记者，停业5年的横山桥影剧院于
去年9月被拆除，原址建成了广场。乡镇
影院没落的原因大致相同：硬件设施落
后、电脑电视普及、资金投入不足等。而
与此相对的是，横山桥镇作为全国小城
镇建设示范区，近年来经济、文化建设发
展迅速，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群
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需求。环
卓影城的出现，将进一步提升乡镇文化
服务功能，满足本镇和周边乡镇群众在
这方面的需求。 !童华岗 居震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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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为何先左转、后直行？
红绿灯安装读秒器有利于缓释等候者焦躁情绪，我市为何不安装？

上海南京红绿灯放行都是先直行、后左转

有着24年驾驶经验的丁师傅告诉
记者，上海、南京等城市的交通信号放行
模式都是先直行、后左转，而我市却是先
左转、后直行，这让他十分不解。丁师傅
说，其他城市还在左转车道设立了等候
区，每次可以多放 2-3辆车，有效提高
了道路通行率。

对此，不少开车者也有同样的疑问。
市政协委员陶勇就此提出了议案《改进交
通信号控制，提高左转弯车辆通行率》，建
议市交巡警合理调整路口红绿灯的控制
顺序和时间，并设立左转弯车辆等待区

（预备区），提高左转弯车辆的
通行能力。

记者日前采访了市交巡警
支队长朱志星。

朱志星表示，相比其他城
市采取的先直行、后左转，我市
采取先左转、后直行的通行模
式，更多地是从安全因素考虑，
其显著优势是，可以最大限度
地防止发生交通事故。

在先直行、后左转的通行
模式下，南转左结束后，左转弯
尾车尚未行驶到马路对面，此
时东西向的直行车辆开始行
驶，那么，东西向的直行车辆极
易与左转弯尾车交织，不仅易

产生延误，导致路口拥堵，而且更
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而在先左转、
后直行的通行模式下，南转左车
辆迅速通过后，直行车辆开始行
驶，直行车辆的尾车对东西向的
车辆几乎没有影响，可减小路口
安全隐患。

这样做，还能减少路口机动
车尾气污染。我市现有的信号灯
放行模式下，车辆一次停车，起步
就过。但在设立左转等待区域的
城市，车辆左转必须停2次，也
就形成了二次排放。这无疑加重
了环境负担。

朱志星说，武进区以前的交
通信号放行模式既有先左转、后

直行，也有先直行、后左转。2012年
10月，武进区的所有信号灯均调整
为先左转、后直行，达到常武统一。

除此，多位司机反映，大城市的
红绿灯等候几乎都安装有读秒器，
这有利于缓释等候者的焦躁情绪，
而我市大型路口却未安装。记者在
金坛、武进等地的道路上发现，路口
也安装了读秒器。为何我市中心城
区路口不安装呢？

朱志星解释，在机动车路口安
装读秒器，容易使驾驶员产生依赖
心理。在过路口时，驾驶员只注意读
秒器，而不注意看周围路况，同时，
当读秒器显示还有几秒就要变绿灯
时，驾驶员往往准备冲过去。再说，

读秒器的时间是一成不变的，不能
根据实际车流量来变化。

为最大限度地提高通行效率，
我市在机动车路口安装了感应线
圈。它可通过计算车辆经过感应线
圈所用时间和速度，计算路口路段
的车流及车辆通行情况，依此判断
该路口或路段是否存在拥堵，从而
为信号灯自动配时，既可在拥堵时
延长某个方向的绿灯时间增加放
行，也可在不拥堵时缩短信号灯放
行频率加快放行，这都是读秒器所
无法替代的功能。截至2014年 6
月，常州市区范围内（含高架）共计
在 714个路口或路段安装了感应
线圈。 吴同品 吴锦

一把手问政 议案追踪

若干大学预估分数线供参考
轨道交通成我市家长和考生咨询热门

本报讯 昨天，我市首场高
招咨询会在常大体育馆举行，
180多所省内外高校接受咨询。

我市地铁即将开工，轨道
交通成为今年咨询最热门专业
之一。

以下是记者在现场咨询部
分本科院校的填报志愿预估分
数线或全省排名，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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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成为
市民规划师吗？

现在可以报名
本报讯 想做市民规划师的市民，现在可以报名了。市

规划局将在全市范围内征聘第4届市民规划师30-40名，
聘期两年。

一旦成为市民规划师，必须结合城乡规划工作，及时、
准确了解和反映市民意愿，提出相关建议，义务宣传和监督
城乡规划编制和实施等。

市民规划师制度是市规划局大力推进“阳光规划”，加
大公众参与力度，加大规划宣传力度，促进城乡规划工作的
重要措施。2008年以来，市民规划师在参与规划、宣传规
划、监督规划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成效。目前，第3届市民规
划师任期将满。

有两种报名方式：邮寄报名地址是常州市龙城大道
1280号行政中心2号楼B座219室常州市规划局用地规
划管理处；网上报名邮箱是czsghj@263.net。

报名截止时间是6月30日。
!凃贤平"

常州治超站
成立廉政工作室
本报讯 常州市公路超限检测站廉

政工作室6月20日正式挂牌成立。这
是常州公路系统首个基层廉政工作室。

该工作室设有信访工作室、宣传教
育室、效能直报点、舆情监测点、便民服
务窗口“二室两点一窗口”，实行市交通
局、市公路处、基层站点三级联建机制、
规范运作机制、考核保障机制，统一组织
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活动，统一接受
基层群众信访举报和效能投诉，统一收
集基层廉政舆情信息，统一安排上级部
门驻点服务党员群众活动。

!张枫 秋冰"

70路272路
公交调整

26日起———

本报讯 因武进区高新区住宅小区
规划调整，常州公交于6月26日起优化
调整70路、272路，线路调整后的服务时
间、投放车辆、票制票价均保持不变。

70路：由火车站公交中心站始发，
经关河路、和平路、西湖路、凤翔路、阳湖
路、凤栖路、龙域路、凤翔路、武进大道、
和平路、常漕路至漕桥公交站返回。沿途
停靠和平路文化路、清凉新村、和平路古
方路、武进区委党校、和平路武进大道、
漳湟村、漕桥工业园等站。70A路同步
实施。

272路：由武进公交中心站始发，经
新平路、武南路、和平路、西湖路、凤翔
路、阳湖路、凤栖路、龙域路、新知路、龙
盘路、阳湖路、河东村道、武进大道、夏一
路至南苑小区公交中心站返回。沿途停
靠西湖路凤翔路、凤翔路龙卧路、凤翔路
龙翔路、新知路龙惠路、阳湖路长江路、
河东村南、南苑小区幼儿园等站。

!王淑君 宋宁宁"

新增青岛航班
桂林、太原、福州加密

常州机场：

本报讯 为适应暑期市场和旅客需
求，常州机场积极与航空公司沟通协调，
7月3日起新增常州-青岛往返航班。

新增青岛航班每周二、四、七执行，
机型空客320，去程23:20起飞，回程
23:55起飞，飞行时间50分钟（坐高铁
到青岛要近6个小时）。目前往返票价含
机场建设费和燃油费不超过千元，相当
于高铁往返的票价。

另外，从7月1日起，加密常州-
桂林航班为每天1班，常州起飞7:40，
到达桂林 9:45，桂林起飞 10:30，到达
常州12:30；加密常州-太原、常州-
福州为每天1班，时刻不变；优化常州-
张家界航班时刻，常州起飞13:20，到达
张家界14:55，张家界起飞15:45，到达
常州17:20。 !王淑君 吕翠"

20年捐助百万元
常州国税对金寨希望小学：

本报讯 常州市国家税务局爱心助学暨“青苗计划”19
日在常州国税希望小学楼前启动。该校位于安徽省金寨县
汤家汇镇，常州国税20年来累计已为该校捐资近百万元。

1995年，常州国税捐助15万元，社会各届同时捐资
18万元，在该镇建起一栋3层36间的教学楼，让山里孩子
告别破旧祠堂，走进宽敞教室。1996年该校被中国青基会
命名为“金寨县常州国税希望小学”。

至今20年，常州国税从未间断援助，累计捐资近百万
元。如今，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乡镇完全小学，占地8000
多平方米，在校生600余人，教师30余人，已建成多媒体
教室、图书室、阅览室、音乐室、舞蹈室、美术室、体育室等功
能教室，成为全县规模较大的乡镇中心小学之一。

今年起，常州国税决定实施“青苗计划”，每年安排专门
经费用于学校少年宫建设，并采取政府投入与社会捐助结
合方式，多渠道筹措建设和运行资金；组建“青苗义教团”和
“爱心帮扶队”，定期组织开展义教和帮扶活动。

此次常州国税现场捐款10万元，10名国税干部与10
名学生“一对一”结对。

!黄钰 龚青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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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党总支书记蒋国忠告诉记者，来自老百姓的监督，让
化工老板“人人自危”，由此，促进了环保治理。现在，这些化
工企业废气收集处置装置升级了，运料车辆改进了，加料环
节跑冒滴漏控制住了。

这5名环保志愿者，除了每天巡逻在全村各处9家化工
类的企业周边，每天晚饭后还来到村民相对聚集的地点，倾
听民声。常州灵发玻钢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殷建华说：“开
始对他们有些抵触，现在想通了，他们其实也是在帮我们，
让我们可持续发展。” 童童

5个 活 探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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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第一燕》由市文广
新局策划，是讲述瞿秋白英

雄事迹的中篇评弹，由市曲
艺团钮惠清、廉勤荣、蔡玉良
等表演。

大赛其他3个赛区为相声韵
诵类分赛区、鼓曲唱曲（北方片）
分赛区、鼓曲唱曲（南方片）分赛

区。所有获奖作品将冲刺10月的
牡丹奖评选。 !何嫄 马浩剑

4

文

吴斌 张海韵
4

摄"

中国曲艺“牡丹奖”武进赛区颁奖演出

常武房产
登记一体化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房管局了解到，随着武进区房屋
权属管理工作正式启用与市区统一的管理操作平台，全市
5区房产登记工作正式步入统一阶段。据悉，此次常武房产
登记工作一体化对市民的影响并不大。

戚墅堰区和新北区房产登记工作已分别于2006年、
2008年并入市房管局统一管理操作平台。

从6月9日起，常武统一登记平台已开始上线试运行。
统一常武房产登记的准备工作于2010年启动。今年上半
年，市房产登记中心对武进区房产登记系统完成了升级。目
前，武进区的50万条业务登记数据和670万张图片资料
已全部迁移至市房产登记中心管理系统数据库。

房屋权属证书由建设部监制，全国统一注册、统一编
号，因此，常武房产登记一体化后市民无需更换相关证书。
今后常武地区的房产登记将统一系统平台、统一登记簿、统
一操作规程和统一业务督查。

在过渡期间，武进区的市民办理房屋权属证书所需时
间、费用暂时维持原有标准，今后将逐步与市区统一。目
前，武进区的市民办理相关证件仍到武进区房产管理中心
办理。

!周彬 黄洁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