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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庆假期 ，武

进区交通部门扎实开展
“两在两同”建新功，“两
保一强” 当先锋专项行
动， 充分发挥党支部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一大批党员干部
坚守交通重点工程建设
一线， 深入交通运输企
业、重点旅游景区，全力
做好工程建设、 安全生
产、 生态环保、 疫情防
控、 志愿服务等重点工
作。

争分夺秒， 全力推
进工程进度

金秋十月， 正是工
程建设的黄金季节。 这
个国庆假期， 青洋路快
速化二期工程建设现场

热火朝天，1200 余名参建人员， 在青洋路临时
党支部 12 名党员的带领下，放弃与家人团聚和
节日休息，加班加点，卯足劲儿奋力冲刺。 同样
的场景也出现在航道养护工程现场， 因受前期
汛期水位较高及疫情影响，工期显得有些紧张，
参建单位成立“党员突击队”，抢抓国庆假期晴
好天气，加快推进工程实施进度。

抓严抓实，强化行业安全管理
交通执法大队国庆期间持续开展 “蓝盾行

动”，一方面加强对“两客一危”企业、物流园区、
港口码头、驾培行业的安全检查力度，一方面集
中开展淹城、嬉戏谷、中华孝道园等景区客运市
场专项整治。公路中心、港航中心加大对辖区公
路、航道的巡查密度，及时排查养护工地、水上
服务区等重点场所安全隐患， 对发现的各类安
全问题做到早提醒，早整改。

科技助力，提升安全监管效能
交通执法大队通过“两客一危”非法营运整

治化模块、“综合执法管理系统”APP，加强对执
法过程中可疑车辆的分析研判， 通过新治超点
“不停车检测系统”推进非现场执法，全力提升
交通执法效能。 港航道中心向来往船舶宣传推
广使用 “桥梁防碰撞预警小程序”、“江苏交通
云”APP 等， 告知船民可提前查询相关数据及
服务功能，有效提升通航效率。公路中心全面发
挥路网中心预警监测和指挥调度作用， 大力提
升巡查效率。

守护蓝天，持续推进污染防治
国庆期间，最令人称赞的就是蓝天白云和清

新空气。 为全力做好假期污染防治工作，交通执
法人员持续开展对汽修行业、 港口码头的检查。
在高力汽配城，执法人员重点检查汽修企业调漆
房等场所，督促汽修企业按照要求在规定时段停
止喷涂，开展错峰作业。在各港口码头企业，执法
人员重点查看企业扬尘防控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岸电及污染物接收设施是否正常使用。

做优做实，着力提升服务品质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项

目，交通系统党员干部带党徽、亮身份，开展丰
富多彩的志愿服务行动。 交通执法大队党员在
客运站及旅游景区开展交通文明出行、 交通法
规宣传，提高广大群众的安全出行意识。运输中
心党员志愿者来到武进汽车城， 宣贯信用管理
办法和汽修行业危化品使用安全指南。 港航中
心依托华渡水上服务区设立便民服务点， 免费
为船民提供无线网络、 饮用水及快递代收等服
务。公路中心党员志愿者积极充当延政西路“红
韵绿廊”解说员。

慎终如始，绷紧疫情防控之弦
继续围绕“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目标，严

格落实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强化对武进客
运站、圩塘汽渡等重要场站、码头疫情防控措施
的督查。假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每日坚守武进
客运站，抓实抓细客运站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严
格对进出站乘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码、 行程
卡查验，发现体温异常人员、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及时按照程序进行处置， 有效切断疫情通过交
通运输工具传播途径。

截至 10 月 7 日，武进区交通运输部门坚守
岗位的党员干部累计 228 人次，组建 2 支“党员
突击队”、2 个“党员先锋（示范）岗”和 2 个“党
员服务便民岗”。全体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服务
交通高质量发展， 以尽责坚守向祖国母亲表达
最诚挚的祝福。 （周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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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部分人都沉浸在节日欢乐 、享
受着假日闲暇时光或者在游览祖国大好
河山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趁
着国庆长假去旅游， 没有回家休息陪伴
家人，而是坚守在工程建设一线，顶着炎
炎烈日，冒酷暑、战高温，奋战在施工现
场，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庆生，他们就是芜
申线溧阳城区段航道整治工程的广大建
设者。

一、加强宣传、营造良好“两在两同”
建新功、“两保一强”活动氛围。 为营造良
好的“两在两同”建新功、“两保一强”活动
氛围，芜申线溧阳城区段航道整治工程项
目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及时进行贯彻
落实，定制了宣传横幅及标语等悬挂在醒
目位置，激发参建人员以饱满的热情和昂
扬的斗志投入到一线施工中。

二、严格管理，平稳有序推进各项工
作正常进行。 进入芜申线溧阳城区段航
道整治工程施工现场， 到处是繁忙的景

象，机械设备在专人指挥下有序作业，施
工人员在各自的岗位挥汗如雨的忙碌
着，技术人员在现场进行放样、检测或验
收， 越是繁忙越是注意施工质量和报验
程序，严格落实质量管理制度和要求，确
保工程质量合格。 安全管理人员不停的
在现场巡视检查， 时刻提醒现场工人一
些安全事项， 不放过每个角落和每个细
节， 节日期间安全管理工作丝毫不能放
松，这是每个安全管理人员的共识，在本
项目上得到了具体呈现， 在一张张满是
汗水且晒得黝黑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一丝
疲惫， 看到的只有奉献的满足和工程稳
步推进带来的喜悦。

三、党建引领，一手抓防疫、一手抓
生产，确保年度目标顺利实现。 当前，正
是施工的黄金季节，而今年的“秋老虎”
特别厉害，温度一度达到了 34-35 度，给
现场施工带来了一定影响。 为确保本项
目年度工程建设目标能顺利实现， 芜申

线溧阳城区段航道整治工程的建设者们
尤其是党员干部， 主动放弃了国庆假期
休息， 留在工地与普通工人一样奋战在
一线， 充分发挥了工地党支部及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全体一线人员在党员干
部的带领下，不畏高温，一手抓防疫：目
前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芜申线
溧阳城区段航道整治工程项目按照上级
文件要求做好日常疫情防控工作， 每日
对所有参建者进行体温量测， 驻地及时
进行消毒，加强驻地封闭管理，做好食堂
卫生管理工作， 确保节日期间疫情防控
形势稳定。 一手抓生产：按照调整后的施
工计划， 全体参建人员争分夺秒的奋战
在施工现场， 誓将今年夏季受疫情及台
风汛期影响损失的施工时间抢回来。 全
体参建者辛勤工作、无怨无悔，以服从大
局和无私奉献精神全力加快项目建设，
确保本工程项目早日建设完成。

（港航中心）

假期挥汗如雨，奉献创造未来

为进一步便民惠民， 实现让数据多
跑腿，让船民少赶路的“不上岸式”过闸
服务， 常州前黄船闸管理所大力推进安
装新版便捷过闸系统（水上 ETC）项目。
常州前黄船闸 ETC 安装项目有条不紊
地推进，前黄船闸人以“高效安装 ETC，
切实服务船民”为己任忙碌于 ETC 安装
第一线， 他们严格遵循安全作业操作规
范，加班加点帮船民开通水上 ETC，全心
全意为船民办实事，让我们跟随镜头，一
睹他们为船民服务的风采。

学习方言助力沟通
船间穿梭宣传新闸

“船民朋友们非常友好， 都乐意沟
通， 但是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接触便捷过
闸系统，不懂怎么操作，需要我们详细地
解释说明。 ”为了拉近距离，新员工周裕

在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时间学习船民惯用
语言， 如今已经能熟练地用 “船民的语
言”和他们唠家常了。

除了帮助服务区船民安装便捷过闸
系统， 周裕还经常穿梭于停泊的船间分
发前黄船闸便捷过闸系统安装使用手
册， 呼吁船民朋友们帮忙在朋友圈多多
宣传，共同助力推进便捷过闸。 他总说：
“我们前黄船闸是新闸，要麻烦你们帮助
我们多多宣传呀”。 “肯定的肯定的，就冲
你们这么好的服务态度， 我们船民都应
该要帮你们宣传， 以后一定配合你们的
工作！ ”船民们也都很喜欢这个讲着他们
的“家乡话”的小伙子。

探索克服安装困难
助力排查安全隐患

新版 ETC 安装工作有序推进，但安

装过程中出现的无
法注册账户问题经
常存在， 然而员工
蒋阳不畏困难 ，这
一问题迎刃而解 。
他汇总记录了这些
情况， 发现这些无

法进行注册账户的船民都是购买的二手
船， 便及时将这一情况上报， 经试验发
现， 需借助相关单位的帮助为船民更改
联系电话和密码， 便可以顺利登陆便捷
过闸系统。 “很感谢你们帮我登好了系
统，以后我交过闸费就可以不用上岸了，
我腿脚不太利索 ， 这可是帮了我大忙
了。 ”顺利安装好过闸系统的老船民拉着
蒋阳的手表达谢意。

蒋阳同志在下船分发手册宣传的过
程中还发现岸边有的爬梯比较老旧，担
心船民朋友们上岸过程中的安全， 及时
上报建议排查泊岸周边的设施安全，消
除安全隐患。 “这都是我们职责所在，由
衷地想要更好地服务船民， 让他们顺利
过闸，安全上岸，到我们前黄船闸就像回
到家一样舒心。 ”蒋阳笑着说道。

（港航中心）

让数据多“跑腿”

常州前黄船闸便捷过闸再升级

近年来， 常州市机
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
机动车维修行业也随之
发展迅速， 全市现有备
案维修企业 1460 家，仅
新北区就有 221 家 ，随
着维修行业规模不断壮
大， 面临的环境保护问
题也不容忽视。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进一步提升新北区机动车维修
行业安全生产和绿色发展水平， 日前，常
州市交通执法支队新北大队、新北区生态
环境局、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机动车维
修行业协会共同召开新北区机动车维修
行业环境保护协同监管第一次联席会议。

会上， 四家单位相关负责人结合当
前行业发展现状以及各单位职能， 共同
探讨交流了维修行业规范经营以及环境
保护的工作思路，明确由交通执法、生态
环境、道路运输服务中心、行业协会联合
构建维修行业环境保护协同监管机制，
并达成“1+1+4”共识。

“1”：成立 1 个协会工作站。 通过整
合资源， 在新北区专门组建维修行业协
会新北工作站，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 组织开展维修企业环保
培训交流会， 加强行业政策宣贯和从业
人员教育培训， 为维修行业可持续发展
提供支持、指导和服务。

“1”：制定 1 套环保规范指南。 维修企
业数量多、分散广、管理参差不齐，管理部
门在日常检查和走访调研中发现，企业对
于提升环保水平有着迫切需求。 民有所
呼，我必有应，为帮助广大维修企业吃透、
弄懂、用好环保相关政策，结合行业实际，
制定 1 套行业内可推广的维修企业环保
规范指南，统一执法事项清单，引导企业
自觉守法、主动治污、绿色发展。

“4”：形成 4 项联动机制。 一是联合
检查。 交通执法、生态环境部门联合乡镇
板块环保力量， 经常性开展维修企业联
合执法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
据各自职责，要求企业整改到位，依法处
置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二是联合会商。 建立微信工作群，加
强平时工作互联互通。 定期召开维修行
业环境保护协同监管联席会议， 四部门
共同商讨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研究部署专项工作、联合行动。

三是服务合力。 坚持把党史学习教
育与为企业办实事紧密结合， 深入践行
“两在两同”行动要求，对接专业机构及
环保专家，送环保服务上门，助力企业绿
色赋能，此外，加强备案经营指导服务，
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四是队伍共建。 依托“先锋绿源通”
党建联盟，交通、生态环境部门加强队伍
沟通联系。 以业务工作的紧密型和关联
性为导向，联合组织开展业务交流研讨、
共同举办主题党日活动，强化互帮互助、
互学互促。

下一步，交通执法、生态环境、道路
运输服务中心、行业协会将深入践行“两
在两同”，坚持为民办实事，健全维修行
业环境保护协同监管机制， 对维修企业
开展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 “深度体
检”， 积极打造行业污染治理新模式，推
动新北区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有序绿色
发展。 （戴群立）

“1+1+4”

四部门联合构建新北区机动车
维修行业环保协同监管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