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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平安温情的春运
我市召开会议部署相关工作
晚报讯 昨日下午，2022 年全省
春运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我市在南通分
会场组织收听收看。会议结束后，
我市
召开2022年全市春运工作会议，
安排部
署春运工作。
今年春运从 1 月 17 日开始到 2 月
25 日结束，共计 40 天。经预测，2022
年我市春运旅客发送量将达 162 万人
次，比 2021 年增长 22%，其中公路发
送量略有增长，约 64 万人次；铁路发
送量增长 40%，约 85 万人次；民航发
送量增长 30%，
约 13 万人次。

会议指出，今年春运面临疫情防
控和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有序出行的双
重压力，不确定性很强，形势严峻，任
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高度警惕，始
终抓牢春运疫情防控工作；
多措并举，
切实保障春运工作平稳有序，要全力
以赴保供给、保畅通、保服务；强化应
急，全力做好各类风险防范应对，
完善
应急预案、开展隐患排查、确保安全运
行，共同做好春运各项安全和运行保
障工作，为全市人民欢度新春佳节营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记者吴霄云

2022 年春运即将启幕

重点运输企业须接受首轮安全检查
晚报讯 2022 年春运即将拉开
大幕。记者昨日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车管所获悉，全市各级各部门已成立
12 个联合检查组，将于 1 月 17 日春运
启动前完成全市 215 家公路客运、旅
游客运、危化品等重点运输企业首轮
安全检查。
12 日，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教
育局三部门联合召开了 2022 年全市
春运道路交通安全源头监管工作动员
部署会，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部署推进春运期间道路交通安
全源头监管重点工作，并与重点运输
企业安全负责人签订了《道路交通安

全责任状》。各县（市、区）交警大队、
市区重点运输企业安全负责人参加了
会议。
根据会议部署，全市各级公安交
警、交通运输、教育部门将紧紧围绕治
隐患、防风险、压事故、保平安，
聚焦主
责主业，全面压紧压实道路交通安全
责任，强化管控措施。目前，
市车管所
已完成全市 12000 余名参加春运的
重点车辆驾驶人背景资质审核。全市
215 家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危化品等
重点运输企业，春运前将接受第一轮
安全检查。
记者张亮 通讯员朱江奇

火红的灯笼、喜庆的春联……

17 家老字号汇聚唐闸年货节

唐闸年货节现场。 记者刘璐

晚报讯 逛市集、办年货。昨日，
“百年唐家闸 最浓家乡味”2022 唐闸
年货节特别活动在唐闸北市景区热闹
开幕，全市 17 家老字号商铺加盟，让
市民一站式购齐优质年货。
走进唐闸年货节现场，年味儿迎
面扑来。从干果点心到茶水酒饮，再
到鲜美肉食，各种“土味儿”年货铺满
50 多个摊位，点燃了人们喜迎新年
的热情，吸引了不少前来置办年货的
市民。
芦泾港猪头肉摊位前排起了长
队。老板告诉记者，祖辈最早就在唐
闸大生码头卖猪头肉，到他已经是第
四代了。
“ 每年进入腊月，都会准备大
量的咸肉、香肠等南通本地特色年货，

一般到腊月二十五左右就销售一空。
”
“一进来给人喜气洋洋的感觉，
年
味儿特浓，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市民
马小姐特意从城南赶来，
采购了香肠、
咸肉、脆饼、云片糕等年货，
收获颇丰。
本次唐闸年货节不仅邀请了南通
人熟知的四宜糕团、伴今猪头肉、东皋
孟家蟹黄包等 17 家老字号商铺，还有
来自汉中的椴木香菇、蜂蜜、茶叶等特
色农产品、小物件，
丰富通城市民的年
货清单。
与此同时，现场还有许多精彩互
动，书法老师现场泼墨赠送
“福”
字，
更
有“财神爷”现场送祝福。据悉，整个
年货节将持续至 1 月 16 日。
记者刘璐

节前市场保供稳价

上月南通鲜菜价格环比回落
晚报讯 由于各级政府持续推
进“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南通鲜
菜价格结束持续 6 个月的上涨，环
比涨幅转负，较上月大幅回落 15 个
百分点。13 日，国家统计局南通调
查队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上月南通
鲜菜价格环比下降 6.6%。
数据显示，市区主要农贸市场
纳入调查的 29 种鲜菜平均零售价
格 与 去 年 11 月 相 比 呈“23 降 6
涨”
。价格明显下降的品种有：
青菜
每千克 5.39 元，下降 26.3%；大白菜
每千克 3.98 元，下降 24.8%；萝卜每
千克 4.61 元，下降 24.6%；菠菜每千
克 10.61 元，下降 23.0%；莴笋每千
克 7.03 元，
下降 12.5%。

据调查了解，
受天气影响，
往年
年末通城鲜菜价格均呈季节性上涨
趋势，但去年首度出现 12 月份鲜菜
价格环比回落的态势。其主要利好
因素为：
一是天气给力，
有利于作物
生长，
虽然已进入小寒时节，
北方冷
空气的影响日益明显，但由于寒潮
持续时间不长，并未对南通农业生
产造成较大影响，确保地产蔬菜市
场供应；
二是客菜抵通渠道顺畅，
大
流通为通城百姓带来丰富菜品，通
城蔬菜批发市场冷冻保鲜技术的推
广应用还进一步发挥了“大菜篮”蓄
水池的吞吐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市场供应紧缺带来的菜价上扬
压力。记者唐佳美 通讯员谢资二

市区超市食用油价格总体平稳
晚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发改委
获悉，
据价格监测部门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市区超市食用油价格总体平稳。
日前，市发改委对市区利群时
代工农路店、大润发人民路店等 6
家超市的食用油价格开展了比价、
晒价工作。此次比价涉及金龙鱼、
福临门、多力等 10 个品牌的 65 个
品种。从比价结果看，与去年 11 月
4 日调查数据相比，食用油价格总
体平稳，可比较的 59 个品种价格呈
“31 涨 11 平 17 跌”。综合零售均价
为 97.38 元/件，较上期的 97.11 元/
件上涨 0.28%。

本期比价中涨幅最大的是长寿
花金胚葵花油（5 升），
本期综合零售
均价为 93.23 元/桶，较上期的 77.07
元/桶上涨 20.97%。跌幅最大的是
西王鲜胚玉米胚芽油（5 升），
本期综
合零售均价为103.5元/桶，
较去年的
128元/桶下跌19.14%。
本期各家超市之间价差最大的
产品是欧丽薇兰油（5 升），
最高售价
329.9 元/桶，
最低售价 279 元/桶，
价
差 50.9 元。价差最小的产品是福临
门一级非转基因大豆油（5 升），
最高
售价 74.9 元/桶，最低售价 72.9 元/
桶，
价差 2 元。
记者严春花

市通农物流水产肉类供销两旺
晚报讯 昨日，记者探访我市
“菜篮子”通农物流，走进水产肉类
交易区发现，价格总体亲民，其中，
猪肉、淡水鱼、虾类价格纷纷走低。
伴随猪肉近期出货量增加，价
格有所下降，
目前，
市场猪肉批发均
价在13 元/斤，
较上月下降了4元/斤
左右。但牛肉、羊肉随着春节临近，
价 格 有 所 上 涨 ，目 前 羊 肉 批 发 价
38~43 元/斤、牛肉 35~45 元/斤、光
鸡 8~13 元/斤、鸭鹅 10~15 元/斤。
“随着春节越来越近，
预计各类货品
价格会有一些涨幅。为方便老百姓
购置年货，
我们通农物流全力保障日
常水产品、
肉类的供应。
”
通农物流水
产肉类交易区负责人潘继东介绍。
“今年淡水鱼价格同比去年有
所下降，
主要还是受疫情影响，
鱼类
流通放缓，价格自然高不上去。”水
产区某经营户告诉记者。目前黑鱼
批 发 价 11~14 元/斤 、草 鱼 8~8.5
元/斤、鲫鱼 10~12 元/斤、白鲢 4~
4.5 元/斤、花 鲢 8~8.5 元/斤、鳊 鱼
8~8.5 元/斤、鲈鱼 21 元/斤。由于

过年期间，老百姓制作咸鱼的需求
大，
目前草鱼、鲢鱼备受青睐。
“受气温变化影响，
近期海鲜鲜
货不多，但预计本月底前后会有一
批鲜货上市。
”
潘继东透露。目前黄
鱼 批 发 价 10~14 元/斤、鲳 鱼 15~
120 元/斤、带鱼 15~35 元/斤、海蜇
头 14 元/斤。虾类方面，目前白条
虾 批 发 价 30~40 元/斤、河 虾 65~
90 元/斤、对虾 25~35 元/斤。当前
季节以上述三种虾为主，其中对虾
现在是养殖锅炉虾，由于养殖户在
持续出虾，
供货相比去年同期稍多，
价格有所降低。
记者从水果交易区了解到，国
产时令水果和进口水果大量上市，
市场经营户进入春节节前销售高峰
备货阶段，不断加大进货量。最近
备受市民关注的草莓和车厘子，价
格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有所下降。目
前，草莓批发价约 15 元/斤、车厘子
约 45 元/斤；去年同期，草莓批发价
约 25 元/斤、车厘子约 75 元/斤。
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陈旭鹏 何岸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