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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泰长江大桥南
接线 工 程 CT-CZ1
标桩基首件节前开
工， 标志着常泰长江
大桥南接线工程正式
拉开了主体工程施工的帷幕。 此次开钻
的桩基为常泰长江大桥南引桥右幅
JS103-1# 桩基 ，设计桩径 1.5 米 ，桩长
60 米，采用旋挖钻施工。

常泰长江大桥及南北公路接线工程

是江苏“十五射六纵十横”高速公路网中
的关键工程，也是我市加快东融西进、南
接北联， 打造长三角中轴枢纽城市的重
大项目， 项目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
通网络体系，提升我市交通区位优势，为

推进“五大明星城”建设做出交通积极贡
献。

常泰长江大桥南接线工程路线全长
9.59 公里， 采用 6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
设，计划 2024 年建成通车。 （唐呈凌）

常泰大桥南接线桩基首件开钻

10 月 11 日零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第四季
度列车运行图， 调图后铁路常州站共开行旅客列
车车 507 列，其中常州既有站 102 列，常州城际站
249 列，常州北站 144 列，戚墅堰站 12 列。 本次调
图的最大亮点是常州北站首次增开前往昆明南站
的 G1377 次始发列车， 该列车 8 点 20 分自常州
北站始发，沿途停靠杭州、南昌、长沙、贵阳、昆明
等旅游热门城市，21 点 25 分到达昆明南站，共历
时 13 时 5 分。

此外，常州北站新增 3 列优质运力高铁列车。
开往银川方向 G1802 次高铁列车 ，7 点 11 分出
发，沿途停靠蚌埠南、徐州东、商丘、郑州东、郑州
西、洛阳龙门、西安北、银川等热门旅游方向。前往
温州南方向 G7431 次高铁列车，10 点 05 分出发，
沿途停靠苏州北、上海虹桥、嘉兴南、杭州东、诸
暨、 温州南站等旅游热门方向。 开往北京方向
G150 次高铁列车，16 点 53 分出发， 沿途停靠徐
州东、济南西、天津南、北京南站等热门方向。

（刘猛）

常州北站首开
至昆明始发列车

国庆期间， 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围绕
“出行流”、“返程流 ” 节点 ， 出动警力
8321 人次、警车 3488 辆次，排查整改道
路交通设施隐患 189 处，走访检查“两客
一危”和高风险运输企业 240 家、重点车
辆 3710 辆， 教育专业运输驾驶人 7825
人，严查严处各类交通违法 1.6 万起，其
中查处酒驾醉驾 163 起、查扣“炸街”摩
托车 10 辆。

节日期间， 交警部门紧盯高速公路
重点路段、重点枢纽、重点服务区和重点

收费站，借助无人机、高清视频监控加强
对重点枢纽、 重点服务区和车多缓行路
段实时监测。进一步固化高速公路“一路
六方”联动共管机制，突出“五车联勤”小
范围巡逻驻守管控闭环， 强化落实快反
和应急机制， 设立交通事故警保联动快
处点，快撤快处轻微事故 3680 起，有效
防范事故致堵和二次事故。 紧盯高架道
路高峰时段和路段， 确保龙江高架北向
南、 长虹高架东向西往金武快速路方向
等重点部位“拥而不堵、通而可行”。紧盯

南山竹海、江南环球港等热门景点商圈，
综合运用远端停车、流量管制、信号控制
和“交广 90”实时播报等措施，引导车辆
快进快出、减少排队等候。

据统计，节日期间，全市 6 条过境高
速断面流量 335.2 万辆 ， 较平日增长
72.3%，中心城区（含高架道路）交通流量
482.5 万辆，同比上升 4%，主要景区接待
游客车辆 52 万辆， 均未发生长时间、大
范围交通拥堵， 交通伤亡事故起数同比
下降 59.4%。 （交警）

国庆期间全市交通安全秩序良好

10 月 1 日， 我市在建高速 2100 余
名参建人员坚守岗位， 全力推进交通重
点工程建设， 畅通现代化常州的 “主动
脉”，在实施“532”发展战略上干在先、走
在前。

在溧宁高速江苏段路面施工现场，3
台摊铺机梯队作业，7 台压路机来回穿
梭、反复碾压，一派繁忙景象。 据项目办
工程科韩辉介绍，国庆期间，全体参建人
员利用晴好天气，抢抓十一黄金施工期，

大干快上，在全面保障施工安全、进度、
质量的前提下， 为实现年内共线段通车
目标不懈努力。当前，溧宁高速江苏段全
线路基已接近尾声， 共线段正全速推进
路面下面层、中面层及附属工程施工，确
保与溧高高速共线段年内建成 ， 全线
2022 年建成。

在常泰长江大桥南接线项目施工现
场， 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钢筋绑
扎。据项目现场负责人、中交一公局南接

线工程常务副经理王博文介绍， 十一黄
金施工期，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一线，党
员突击队、工人先锋队、青年突击队冲锋
在前、攻坚克难，确保项目建设开好头起
好步。 目前项目已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
段，计划于 2024 年与大桥同步建成。

在苏锡常南部高速常州段， 沥青路
面、附属工程施工正在加快推进中。 “大干
100 天，决战决胜，夺取双胜利”，全体参
建人员已向年内建成目标（下转第二版）

交通建设者的身影映衬在五星红旗下

截至 9 月 15 日，溧阳市 205 辆纯电动出租车
分批替换老旧燃油出租车投入日常运营。至此，溧
阳出租车纯电动替代化率达 75.49%，位居江苏全
省县域首位。

溧阳现有 2 家出租车公司， 共有出租车 359
辆。 今年以来，溧阳瞄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积极
开展电动中国示范区建设， 加快推进公共领域车
辆全电动化进程。到目前，全市已经累计投放纯电
动出租车 271 辆， 预计年内全市出租纯电动化率
将达到 100%。 （下转第二版）

溧阳出租车纯电动
替代率超七成

节前 9 月 26 日，常州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
盛蕾调研交通重点工程。市政府党组成员狄志强、
市政府秘书长周承涛、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薛晔等
参加调研。

在常州经开区南沿江城际铁路 G312 改扩建
涉铁路段施工现场，盛蕾听取了建设情况的汇报，
表示南沿江城际铁路和 G312 改扩建工程对我市
实施“532”发展战略，打造长三角交通中轴枢纽，
提升常州经开区地方交通运输能力， 促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做到与周边城市
协调发展，做到交通发展与产业发展并行，围绕交
通打造产业，最终落足于产业发展。

在德胜河魏村枢纽扩容改建工程， 盛蕾详细
了解了项目建设情况以及德胜河三级航道网整治
工程项目进展状况。她强调，德胜河承担着常州通
江达海的重要任务，相关部门必须强化运营思维、
产业逻辑， 将工程建设规划与物流产业发展规划
相衔接，以交通建设为先行，打造能级更高、支撑
更强的现代化常州。 （铁航中心）

代市长盛蕾调研
交通重点工程

在国内疫情持续稳定、惠游政策
不断推出等利好因素叠加下，今年国
庆 7 天假期， 常州各大景区人潮涌
动，特色街区游人络绎不绝。据统计，
10 月 1 日-7 日，全市接待游客总人
数 388.06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36.65 亿元，比 2020 年同期分别增长
1.75%、7.01%。

环球恐龙城、 天目湖旅游度假
区、春秋淹城旅游区 3 家 5A 级旅游

景区共接待游客 130.95 万人次 ，实
现营收 1.79 亿元，比 2020 年同期分
别增长 8.27%、1.48%， 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89.23%、92.66%。

青果巷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接
待游客 30 万人次， 常州文化广场客
流量达 80 万人次。 汉江路旅游休闲
街区焕新亮相，以其中西合璧的“国
际范儿”， 成为国庆假期新晋网红打
卡地标。 10 月 1 日， （下转第二版）

“十一”期间：

常州文旅消费全面释放

青洋路快速化工程关键节
点———跨沪武高速桥钢箱梁首
次顶推日前完成， 重达 800 吨
的钢箱梁在数根钢绞线的牵引
下，由南向北移动 38 米，到达
预定点位（见图 谢星优供图）。
此次采用的钢箱梁先预制、再
顶推到位的施工方式， 全程不
干扰沪武高速正常通行， 安全
系数高。 顶推完成为后续钢箱
梁再组装、 再顶推打下良好基
础。

此外， 溧阳焦尾琴隧道右
洞于节前贯通。 焦尾琴隧道是
该市第一条公路隧道， 道路全
长 1.7 千米， 采用城市主干路
标准， 设计速度为 60 千米/小
时。 隧道左洞长 625m，右洞长
630m，全隧道均为 V 级围岩。

谢星优 谢泉平 孙丹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