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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吹响了进击的号角，
目前苏锡常南部高速常州段已进入
完成总体目标的决战冲刺期， 项目
预计年内建成具备通车条件。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我们满怀豪情迎来祖

国华诞，交通建设者的身影映衬在五
星红旗下，意气风发。“532”发展战略
蓝图已擘画， 推进交通重点工程，构
建“长三角交通中轴”，交通人正昂首
阔步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

（张磊 韩辉 唐呈凌 黄海燕）

（上接第一版）
同时受“电动溧阳”购车补贴利好

影响，自 6 月 1 日后，溧阳纯电动私家
车上牌量快速提升， 两个月累计上牌
493 辆， 预计年增加约 1200 辆以上。
结合地区新能源汽车数量快速增长的
情况， 当地供电部门也是持续完善区
域充电网络，加快充电桩群建设工作，
实现乡镇街道、文旅景区、公交客运、
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全覆盖， 为电动车
方便、快捷充电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据了解， 溧阳市建设运行充电站 29
座、充电桩 203个，人均充电容量在全省县
级城市中排名第一。从今年 5月 1日起，溧
阳市将充电服务费下调 0.05元每度电，在
夏季开展“谷电优惠”活动，进一步降低新
能源车主充电成本。 （谢泉平 邹迪）

（上接第一版）以葫芦文化为主题的
溧阳市埭头镇葫芦村正式开村，开
村首日接待游客 4.28 万人次。

环球恐龙城维景国际大酒店、
新北富力喜来登酒店、 恐龙人俱乐
部酒店、 金坛一号农场明都庄园酒
店、 溧阳御水温泉度假酒店等部分

酒店至少三天满房，溧阳 32 家星级
茶舍平均出租率达 83%。

“常享游” 文旅惠民券场场秒
空，累计发放 6 万余张，拉动消费超
300 万元，“39 元玩常州、69 元吃常
州、99 元住常州” 成为市民游客假
期必抢神券。 （常文旅）

常州文旅消费全面释放

节前，外贸“土星”轮鸣笛离开常州新
长江码头， 装运着 18622 方设备驶向印度
尼西亚。 这批设备是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
司在印尼建设的急需物质设备， 该建设项
目是江苏省内企业在东南亚最大的 “一带
一路”投资项目。

为确保该批设备顺利装船出口， 常州
新长江港口公司积极与客户沟通， 做足功
课做好准备。因该批业务为外轮作业，公司
严格落实国际船舶疫情防控措施， 专门成
立外贸设备作业专班工作组， 加强国际船
舶防疫和安全事项培训， 安排好专班人员
饮食起居和隔离生活区管理，工人们 24 小
时轮班不停歇作业， 仅用 8 天时间就圆满
完成装船任务，得到船公司、指导船长的充
分肯定和好评， 切实做到防疫、 生产两不
误。 （刘丽霞）

常州新长江港口
全力保障“一带一路”设备运输

金秋送爽 ，
春华秋实， 两年
一 届 的 常 州 市
“第三届市技能
人才周”于 10 月
8 日上午在江苏
技能人才服务产
业园开幕。 今年
技能人才周的主题是“技行龙城能创未来”。 省人社厅副
厅长顾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杭勇等领导出席并致辞。
市人才办、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领导，各辖市区
政府分管领导，各辖市区人社局领导及相关科室负责人，
全市技工院校、 优秀高技能人才代表和企业代表参加了
活动。

在常州交通技师学院的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展示台
前，来宾们听取了该校项目教练孙定华的项目介绍，以及
目前已入选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的该校学生黄俊杰的集
训情况。市委常委杭勇部长说，这个项目直接服务于常州
市的工程机械产业链，培养的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顾潮
副厅长勉励说，要发扬“勇争一流，耻为二手”的城市精
神，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技工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打造技
工院校办学特色方面勇争一流； 在全方位推进特色品牌
建设，打造以“江苏工匠”为龙头、“江苏技校+江苏技工+
江苏技造”为骨干的技能名片方面勇争一流，为新时代常
州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丁乐恒）

常州市“第三届技能人才周”开幕
我市交通技师学院有亮点

近日， 公路部门在我市 504 省道使用
非雨夜三级热熔标线工艺， 该技术在全市
普通国省道标线施工属首次应用。

非雨夜三级热熔标线工艺技术， 属于
最新玻璃珠制造和混合工艺， 具备高附着
力、高耐磨性、高持续性、高反光性、干态反
光等优势。 该技术可确保道路标线的夜间
可视性， 更好地发挥线型诱导和预告警示
作用，增加公众在夜间行车的安全性。

（张凌）

我市普通国省道
首次应用标线新工艺

近日，为深入宣贯新修订
的《安全生产法》，常州市交通
运输指挥中心深入细致组织
开展学法活动。

一是领导重视， 精心组
织。 召开学法动员会，明确活
动要求，并制定新安法学习计
划。 二是强化宣传教育，营造
活动氛围。 通过微信（QQ）工
作群等多种形式宣传新安法

的相关知识，组织工作人员观
看新安法培训视频。三是以考
促学， 组织新安法知识竞赛。
一方面发动工作人员参加全
市“学新法、强安全”有奖知识
竞赛活动；另一方面将“新安
法”相关知识纳入考试考核及
劳动技能竞赛中，促使大家学
法懂法。

（刁菊霞 蒋蕾）

市交通运输指挥中心扎实推进
新《安全生产法》学习

为规范船员临水作业穿
着救生衣行为，减少落水人员
溺亡概率，自 7 月起，常州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组织辖区各级水上交通执法
部门，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船
员临水作业不按规定穿着救
生衣专项整治行动。

3 个月来通过强宣贯 、
重教育 、 抓源头 、 压责任 、
严查处、 纠违章等一系列措
施， 严格查纠临水作业未规
范穿着救生衣行为， 对有关

责任人， 按规定依法进行责
任追究和行政处罚。 整治期
间共检查航运公司 40 家次、
船舶 2569 艘次 ， 检查船员
4903 人次， 发现并现场教育
纠正违法行为数 205 起， 实
施行政处罚 56 起。 为进一步
巩固此次专项整治的成效 ，
市交通执法部门将通过常态
化宣贯、 不定期机动抽查等
形式， 确保辖区船员临水作
业 100%规范穿着救生衣。

（梁常胜）

船员临水作业必须穿着救生衣

日前，我市公路部门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普通国省道公
路首次“双随机”督查。 “双随
机” 督查是指在人员随机、时
间随机的条件下，对所有为普
通国省道提供管养服务的承
包单位的履约情况进行突击
督查。

“双随机”督查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形式开展，每月不少
于一次，每季度确保国省道公
路全市覆盖。 线上进行“电子
云”督查———高清路网监测设
施化身为“千里眼”，督查人员
足不出户对全市普通国省道
逐条进行 “扫描”。 让路面坑
塘、标志标线不清晰、绿化遮
挡行车视距、路缘带清扫保洁

不到位等问题在高清探头下
均“无所遁形”；线下进行人工
现场督查———对在建项目、养
护应急基地（工区）的台帐规
范性、完整性进行查验；对是
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侵占公
路用地、 增设或改造平交道
口、埋设管线等以及是否按相
关法律法规和要求进行安全
文明施工，是否开展安全教育
培训，是否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等内容进行抽查。

对于发现的问题，统一反
馈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形成工
作闭环，督查结果作为对业务
承包单位履约管理考核及经
费支付的重要依据。

（朱晓卿）

我市普通国省道“双随机”督查上线

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是公路养护施工企业， 作业人员
常年在一线作业， 尤其是养护保
洁人员， 每天都要在公路上进行
保洁作业，存在安全风险，工人每
天上岗前公司都要进行集中安全
提醒。为方便记忆，该公司特意编
写了安全作业顺口溜：“作业标志
服，上岗务必穿；确认无危险，快
行路对面；垃圾空中飞，静观再捡
拾；雨雪路湿滑，缓行莫蛮干。”并
要求养护人员背诵记在心里，时
刻做好自身安全保护工作， 确保
公路保洁作业的同时， 保护自身
生命安全。 （张国芳）

“安全口诀”
守护工人生命

为营造良好路域环境，连日来，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对 104 国道
溧阳段绿化带内的树木进行了修剪。为使修剪后的切口尽快愈合，工人们及
时将这些树木的剪锯口修复平整，并涂抹上愈伤涂抹剂，使它们能较好地抗
击因温度变化对切口造成的树体养分、水分流失等伤害，并防止雨水冲刷切
口，促进树木更好地生长。 张国芳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