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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XBB系列变异株会引

发大规模流行吗？

答：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
所所长许文波表示，近三个月
以来，我国已监测到 BF.7、
BQ.1、XBB 传入，但 BQ.1 和
XBB在我国尚未形成优势传
播。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信息
显示，我国目前本土流行的新
冠病毒绝对优势毒株是BA.5.2
和BF.7，个体在感染后产生的
中和抗体，在短期内（3个月）
会维持相对较高水平，预期对
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分支（包
括XBB）有较好的交叉保护作
用。我国短期内由 XBB系列
变异株引发大规模流行的可能
性低。

针对网传 XBB毒株会引
发呕吐和腹泻症状，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
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
表示，一些新冠病毒感染者确
实有呕吐和腹泻症状，通常 1
至 3天可以自行缓解，没有发
现 XBB毒株更容易侵犯心脑
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

专家建议，在防护方面，和
预防其他奥密克戎亚型病毒感
染一样，个人还是要做好自身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坚持规律
作息，经常开窗通风，保障健康
饮食，提高机体免疫力，做好自
我健康监测，适量储备家庭常
用药。

问：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

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

消防安全要求，擅自投入使

用、营业的应受到怎样的处

罚？

答：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
自职权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
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
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打年鱼是西亭镇李庄村的传
统年味民俗。近日，李庄村又开
始一年一度的打年鱼了，现场一
派鱼跃人欢的丰收景象，年味十
足。

一大早，李庄村的捕鱼能手
们身穿皮裤，有条不紊地将一张
渔网均匀地撒在 40余亩的鱼塘
里。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一个木
筏、一条撑杆，一次次在撒网、
收网中向前进。随着网口慢慢收
拢，不一会儿，数十条鱼被收入
网中。渔网捞起时群鱼乱舞、鱼
跃欢腾。“你看，鱼很大很肥，
一条差不多七八斤，最大的有十
多斤呢！”捕鱼能手朱汉余拖着
满满一船鱼靠岸。

记者看到，捕获上岸的鱼主
要以鲢鱼、草鱼为主，个个膘肥
体壮。捕鱼的过程虽然辛苦，但
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丰收的喜
悦。“开心，我们家分了两条大
鱼，过年要吃鱼，打算拿回去炸
爆鱼、白煮、红烧。”村民张美
英高高兴兴地来到塘边，讨一个

“年年有余”的好彩头。
据李庄村原党支部书记邵锦

民介绍，每年年初，村里会集中
在河道中投入大批鱼苗，等到来
年春节前，村民们再一起起鱼、
分鱼。捕捞上岸的大鱼过秤后，
村里按照每户的人口数进行平均
分配，每人分得 3斤左右的鲜
鱼。“这是我们村的特色，通过

‘以河养河’清理河道，美化乡
村人居环境，也给老百姓带来了
福利。”

李庄村大大小小的鱼塘有十
余处，据村里的老人张武新介
绍，二十年前，村民们一起出力
将废弃沟塘及小河进行深挖，形
成了水源丰富、景色宜人的鱼
塘。从那以后，打年鱼就成了当
地的一种传统，也成了乡情、亲
情的维系纽带。几天的捕捞，全
村的村民们都开开心心满载而
归，将年年有“鱼”的幸福美好
带回家。

记 者沈维维

通讯员王禄程

西亭镇李庄村：
起塘打年鱼 欢乐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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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实施已满一年，常州企业抢
抓机遇，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记者了解到，2022年，常州海关为该
市 300 余家进出口企业办理了
RCEP项下关税减让业务，享惠货值
近 8亿美元，带来关税减让优惠约
5300万元。

RCEP协定为常州市传统产业
走出国门增添了更多活力。“全年
RCEP 原产地签证量前 10 的企业
中，有9家为服装企业。”常州海关关
税科科长刘静介绍，其中，常州华利
达服装集团有限公司和晨风（江苏）

服装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年签证量
均超过500份，签证金额超过1亿美
元。

常州市先进制造业也乘着东风
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当升科技
（常州）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高镍
锂电正极材料主要出口日本、欧美
等高端动力电池市场。“我们之前合
作的一些国家，在业务上又有了新
的开发，这对我们业绩增长非常重
要。”公司生产运营部经理段常飞
说。据介绍，2022年常州海关为该
企业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 21份，
企业货物在日本清关享受关税优惠

超100万元。
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

定。目前，15个成员国中生效数量
已达14个。为帮助该市企业及时享
惠，常州海关上门“送政策”，开设

“一对一”服务答疑解惑，充分激发
政策活力。2022年，常州海关共签
发RCEP出口原产地证书 7490份，
预计货物在进口国享受关税优惠约
5200万元；共验放进口享惠货物2.6
亿元，税款减让 110余万元；指导 4
家企业获得RCEP项下经核准出口
商资质，使这些企业无须再到海关
签证，大幅提高通关效率。

“RCEP 现已进入实施的第二
年，降税进程将进一步深入，关税减
让力度也将进一步增加，必将为常
州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刘静说。

（来源：中江网）

常州市外贸企业享惠超5000万元

剪纸窗花，是不少人家必不可
少的春节元素。家住兴仁镇的南通
非遗剪纸传承人李海烽用剪刀剪出
一只只栩栩如生的兔子，既展现了
非遗剪纸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
剪出了喜庆祥和的浓浓年味儿。

一手拿红纸，一手握剪刀，红纸
翻飞中剪刀一开一合，一只憨态可
掬的兔子在李海烽手中没两下就现
出雏形（见右图，昝润东 摄）。“剪这
样一幅小的大概需要八九分钟，主
要看主体的复杂程度。”李海烽告诉
记者。

李海烽出生于剪纸世家，是李
氏剪纸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小受家
庭影响，耳濡目染，他在剪纸之路上
不断探索、开拓创新，形成了独特的

剪纸风格。“在剪纸的过程中，要善
于抓住主体特征，再结合锯齿纹等
剪纸技法，将被剪主体生动展现出
来。”李海烽说，“剪纸就是熟能生
巧，开始练习的时候要临摹、构图，
熟练之后这个图就已经在心中了，
剪的过程随心所欲，随时可以根据
内心的想法变化造型。”

对中国人而言，红红的剪纸不
仅是一件工艺品，剪纸作品中动
物、植物、器物等众多元素，都蕴
含着吉祥美好的寓意。“像这幅剪
纸，整体是个‘福’字造型，有众多花
纹，并且在里面设计了个兔子造型，
身上缀满了花纹，边上点缀了祥云、
牡丹、梅花、铜钱等元素，非常美
观。”李海烽拿着一幅剪纸作品介绍
道，“‘铜钱’代表财富，‘喜鹊’寓意
喜事连连，每幅作品都蕴含着美好
祝福。”

一金剪、一红纸，须臾方寸间裁
琢的都是最美好的祝福。“借着这幅

体现兔年新春主题的剪纸作品，祝
大家福兔临门、突飞猛进、大展宏

图。”李海烽笑着说。
记者昝润东 季俊杰

南通非遗剪纸传承人剪“萌兔”贺新春

本报讯（记者曹雪娟）为营
造良好的节日气氛，满足春节期
间市民出行停车需求，自 1月 21
日（大年三十）0:00至 1月 27日
（正月初六）24:00，城区10个路段
416个公共停车泊位向市民免费
开放。

据悉，具体路段为：北山
路-北山西路、北山路-北山南

路、建设路-通掘路至北山路人
行道 2、建设路-人民医院南侧
人行道、大庆路-金南桥至翠园
桥、大庆路-师范桥东侧河边停
车场、珠江路-杏园路至金桥路
路段、通海路-大庆路至朝霞路
东西侧泊位、交通路-公园东侧
停车位、交通路-与为民路路口
西南角。

本报讯（通讯员陈亮 沈婷）近
日，据区人力资源市场反馈，我区企
业用工服务奖补2022年下半年度申
报窗口已开通。我区符合条件的企
业、备案人力资源公司、各类院校可
通过通州人力资源网进行网上申
报，企业自主招聘奖励、人力资源引
进奖励的申报时间为 2023年 1月 1
日至 1月 31日；推荐见习（实习）奖

励，满足条件后即时申报。以上政
策均采取人员先备案后申请的模
式，各单位应及时申报。

2022年，区人社部门根据《通州
区 2022“营商环境提升年”实施意
见》文件精神，制定了《南通市通州
区企业用工服务奖励补贴实施细
则》，通过企业群、通州就业微信公
众号、通州人力资源网等平台进行

政策文件宣传，同时联系软件公司
开发了补贴申报系统，使企业足不
出户就能进行补贴申请。

据悉，该政策出台之后已有 38
家企业进行了企业用工奖补的申
报，符合条件的补贴人员 399人，发
放补贴资金56.93万元，有效减轻了
企业的用工成本，切实把支持企业
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其中，企

业招聘补贴审核 351人，补贴资金
52.65万元；人力资源引进补贴审核
通过26人，补贴资金2.08万元；推荐
见习（实习）奖励 22人，资金 2.2万
元。

我区开启2022年下半年企业用工服务奖补申报

春节期间城区部分路段免费停车

好消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满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