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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城“社区厨房”打造居民自家灶头
老人助餐、百姓聚餐、家庭就餐

本报讯“糖醋排骨味道好佬！”
“我觉得啤酒虾更好吃！”昨天，青龙
街道彩虹城便民服务中心传出居民
欢笑声，伴随着阵阵菜香味。这天，社
区厨房正式向居民开张，邀请居民前
来品尝菜肴。从此，彩虹城社区居民
吃饭又多了个便捷、安全的好去处。

社区厨房开张第一天的菜肴，
是6位擅长烹饪的居民做的，社区
请居民前来品尝，如果觉得哪道菜
好吃，就在做这道菜的居民身上贴
个“好”字标签，谁的标签多，谁就
得第一。最后，居民谢丽英做的糖
醋排骨，被评为“卖相最好”。而作
为唯一的男选手，4号倪斌做的“啤
酒鸡尾虾”获得“最好吃”的评价。
社区书记顾波介绍，这个面积约

800平米的社区厨房是为居民打造
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准备了半年才
开张，社区专门聘请了社会组织七彩
星惠民服务站来负责这个项目，将依
托这个厨房，举办“今朝吃点嗲”自家
灶头系列活动，以及手工烘焙、中西
厨艺、健康饮食培训等。并将根据居
民需求，开展老人助餐、百姓聚餐、家
庭就餐等服务。比如居民需要开生日

派对，可以提前预订这个厨房，可以
自己准备食材，也可以委托社区厨房
购买，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均由社
区厨房提供，居民只需承担一些低廉
的水电、保洁等费用。“还有上班族下
班晚了，来不及做饭，只需提前打个
电话，社区厨房的厨师会根据居民需
求准备好一家三口的晚餐，只需数十
元就能享受一顿方便美味的家常菜。
而社区厨房的食材，则与乐多菜园等
签订协议，采用半成品净菜，确保安
全、新鲜。”"丁玉轩 朱春燕 文摄#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
今年，青年创业贷款将发放1.5亿元，用于扶持青年创业就业
我市还在全省率先推出了青年创业贷款财政贴息，想创业的青年有福了———

本报讯 35岁的叶华是钟楼区
永红天使之星幼儿潜能开发园的经
营者，最近她向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申请了50万元青年创业贷款，已通
过审批，即将下发。这已是她第3次
成功申请青年创业贷款了。从设立
之初至今年3月底，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已累计发放青年创业贷款达5.8
亿元，先后扶持2500多名青年创业
就业，且没有出现一笔坏账。

青年创业贷款于2009年底设
立，是江南农村商业银行与常州团
市委合作，对有创业愿望和能力的
常州市有为青年，为支持其创业、就
业而发放的一种政策性贷款。申请
该贷款的基本条件有四个：年龄在

40周岁以下，具有常州市户籍、居
住地在常州或经营地在常州 !三者

满足其一"，具有创业项目和创业能
力，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需要贷款
的青年，先向各市!区"团委或下属
机构提出申请，团委初审后推荐给
各支行，银行再指定专人跟进、调
查，对于符合信贷条件的客户优先
审批、优先放贷。

作为首批青年创业贷款的受益
者，5年多前，叶华创业时获得首次贷
款50万元，解了创业无资金的燃眉
之急。如今，叶华经营良好，解决了一
批下岗工人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正
准备扩大规模，形成连锁发展模式。
据悉，自青年创业贷款发放以

来，该项业务无不良记录，未出现一
笔坏账。今年，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计
划累计发放青年创业贷款1.5亿元。
此外，今年，我市在全省率先推

出青年创业贷款财政贴息，凡年龄
在18～40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领取营业执照3年内，有创业
愿望和能力的常州市区!除金坛#溧

阳# 武进" 创业青年将享受贴息优
惠。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按照贷
款基准利率的100%给予贴息；
10～50万元部分，按照基准利率的
50%给予贴息。从4月起，符合条件
的青年可在常州团市委门户网站或
各镇!街道"团委下载或领取申请表
进行申报。 "朱春燕 龚青轩$

百大康桥开盘当天热卖百套
普灵仕集团转战地产告捷

本报讯 4月11日，由普灵仕集团
开发的百大康桥项目，在经过大半年
的酝酿后，终于迎来了首次公开亮
相，共推出10号楼乙单元及11号楼甲
单元两栋房源。开盘当天上午，百大
康桥取得近百套的销售业绩，首销告
捷。
当日上午，还未正式选房，购房

客户就已蜂拥而至。销售经理说，为
了感谢客户对百大康桥的长期支持
和热烈关注，现场特意布置了笑脸
气球，希望每位购房者都能“高兴而
来，满意而归”。
百大康桥自亮相以来，项目受

到购房者的瞩目。初次亮相百货大
楼，临时展点咨询者络绎不绝。现场

售楼处正式亮相后，很多客户都对
项目品质有了更深的认识。不管是
办理VIP卡还是缴纳诚意金，购房
客户都很热情积极。

一组排号靠前、成功购房的客
户说，他们就住在荆川，关注百大
康桥已有大半年，听说在百货大楼
有展点，特意赶来办 VIP卡、交诚
意金。他表示最看中该楼盘的地
段，生活配套齐全，交通便利，而且
户型很好，特别是赠送很划算。虽
然开盘价比预想的要高些，但能买
到自己中意的房子，他表示非常满
意。其他几组购房客户也都对百大
康桥的地段、户型、品牌表示出了
极大认可。
百大康桥由普灵仕集团鼎力开

发，集团旗下有购物中心、百货大楼、
新世纪三大核心商场，这也让众多购
房客户对这一项目信心十足。此次开
盘共推出87平方米、96平方米、118
平方米、120平方米多种房源，适合不
同家庭购房需求，部分户型已近售
罄，市民可拨打81166111咨询。

%陶新峰 文摄$

邀你跟着理财师一起去“基窝寻宝”
常州报业金融工作室联手常州建行———

本报讯 2015年，股市牛气冲天，
各路基金同样赚得盆满钵满。未来，
股市走势如何？基金行情怎么走？基
金经理看好哪些行业，如何选择一只
好基金？基金经理如何挑选股票？带
着这些问题，常州报业金融工作室联
手常州建行，特举办跟着晚报一起去
“基窝寻宝”活动。我们将邀请10名读
者免费与本报记者、银行理财师，一
起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代表常州
基民，去14家基金公司探秘。

本次活动兵分三路，具体行程
安排是：

第一路北京线路：赴北京，走进
建信、嘉实、银华、华商基金公司，其
中幸运读者3人，行程初定：4月22
日-25日；

第二路深圳线路：赴深圳，走进
鹏华、宝盈、融通、景顺基金公司，其
中幸运读者2人，行程初定：4月22
日-25日；

第三路上海线路：赴上海，走进
富国、汇添富、国联安、华宝、华泰柏
瑞、汇丰晋信基金公司，其中幸运读
者5人，行程初定4月27日-28日。

活动内容!参观基金公司，与基
金公司专家面对面，了解基金公司
如何运作，与基金经理交流投资心
得等等。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本周四
报名条件!有投资基金的经历，

年龄24岁～60岁之间，身体健康，
能根据行程出行的读者均可

报名方式! 填写本报刊登的报
名表，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
16601766@qq.com

本报将抽取幸运读者10名，名
单由常州晚报在第一时间公布。

"唐军 薛佳吉$

&基窝寻宝'活动读者报名表

1.姓名：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职业： 联系电话：
2.简单叙述一下，你想参与此次

活动的理由：
3.你希望参加哪一路：
4.请你准备一个或几个向基金

公司提的问题：
5.你有什么理财困惑？

主 题! 百岁学者周有光
的精神财富

主 讲 人! 张森根，1937年
生于上海。曾在中联部拉美局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工
作，任经济室和历史文化室主任，
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院
拉美系主任，教授和博导。近年

来，策划、协助周有光先生编辑出
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
贝集》、《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
庆祝周有光茶寿文集》、《从世界
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和
《岁月时时有光———110岁周有
光老人访谈录》等书，并出任15
卷《周有光文集》编委。

时 间!2015年4月18日
!周六"下午2︰00
免费听课 凭票入场
咨询电话!85680820
取票地点! 常州市图书馆门

卫!罗汉路
!"

号$电话
##$%&&'#

"

取票时间!4月14日 !星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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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防备，又要回“冬”

昨天白天天气晴朗$ 气温也比较

温和$白天最高气温上升到
(%!

以上$

是个非常适合大家出游的好日子$想

必小伙伴们都没有辜负这春色吧%

不过$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大风警

报$预计此次大风持续时间较长#强度

大$户外大型广告牌#建筑工地和简易

房等临时搭建物应注意防大风工作%

随着一股冷空气的逐渐南下$傍

晚到夜里$我市出现雷阵雨天气$风力

加大$今天的气温将随之下降%

冷空气势力如此强大$最大降温幅

度将达
#)$%!

% 生生把初春的天气打理

出了深秋的意境$从卫星作图上看$这明

冽的冷空气显出一丝冷清和萧索%

好在$冷也只是短暂的一天$本周

二以后最高气温又将重新回到
(%!

以

上% 贡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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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有阵
雨或雷雨，西北风 5到
6级阵风7级，今天最
高温度13℃，明晨最低
温度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