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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决定采用切割方式救援，船长赶忙
寻找切割队伍。

17 时 40 分，切割队伍赶到现场，切割作业
开始。

然而，18 时 10 分左右，意外发生：切割到一
半，船载发电机突然短路烧毁！ 电动切割工具全
部无法使用！

此时， 大团雨云开始聚集在上空， 现场气
氛异常凝重。 离预报的降雨时间只剩不到一小
时。

“生命财产安全最要紧！没有电，靠手也要把

船保下来！ ”救援人员纷纷拿起焊机、铁锤，一锤
一凿，争分夺秒的加快速度...

18 时 50 分， 挖掘机驾驶室一侧被完全割
断。

19 时 07 分，最后一锤挥下，整个驾驶室上
半部分应声落地，切割作业完成！ 船长赶忙发动
引擎准备起航。

19 时 15 分，伴随着引擎轰鸣声，工程船完
全离开了桥洞，救援成功结束！

几乎就在同时，倾盆大雨瓢泼而下。
张昊好供稿

7 月 2 日，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陈
万见率队到我市开展交通运输综合督
查和安全生产大检查， 江苏省交通厅
和常州市交通局相关领导陪同检查。

检查现场， 市交通执法支队向检
查组汇报了我市超限超载治理情况。
近年来， 我市采用路面执法和源头监
管结合的模式， 重点利用科技管控和
信用惩戒手段开展全过程货车超限超
载治理 ， 全市平均超限率 控 制 在

0.11%，保障了辖区公路安全畅通和物
流运行有序。

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我市治超工
作， 陈万见要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
强化责任担当， 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
底线思维，严格落实货运车辆管控、公
路水运隐患排查等措施， 持续抓好道
路运输安全,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
安全， 为二十大胜利召开提供坚强的
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刘国华）

交通运输部检查组
督查我市超限超载治理工作

连日来， 高温酷暑炙烤着大地， 最高温度
达到 40℃， 为抓住工程建设有利时机， 我市
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溧宁高速、 常泰长江大桥南
接线全体参建人员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连续奋
战。

凌晨 5 点， 闹钟响起， 黄超叫醒他的工友
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黄超是溧宁高速一标沥
青路面施工现场技术负责人，负责沥青进场、摊
铺、 碾压时的温度测量记录以及摊铺时的厚度

控制和碾压管理， 他和工友们一天的工作基本
伴随着滚滚热浪及刺鼻的焦油味。晴好、高温天
气有利于沥青的粘合， 溧宁高速全体参建人员
抢抓黄金时间，向路面、房建、交安等主体工程
与附属工程建设发起了最后冲刺， 确保全线年
内建成具备通车条件。

在常泰长江大桥南接线， 模板工冯书强一
大早就开始准备施工材料， 虽然是早晨， 但汗
水已浸透了他的衣背。 这些天， 项目正全面推

进软基处理 、 路基填
筑 、 桩基 、 承台 （系
梁）、 墩柱、 涵洞通道、
桥梁下部结构及桥梁上
部预制等施工工作， 大
家为了一个目标： 确保
2024 年与主桥同步建
成通车。

面对高温酷暑 ，各
项目部均调整了工作时
间，做两头歇中间，建立
休息站， 备足防暑降温
物品， 还把安全培训课
堂搬到了工地， 普及防
暑降温知识及安全意
识。
（张磊/文 王颖佳/摄）

高温下，交通人用汗水书写“烤”卷

为打击跨市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违
法行为,7 月 8 日，常州镇江两市交通、
公安部门联合在 312 国道常镇交界处
开展联合治超行动。

此次行动采用定点管控和流动执
法方式，对过往货车进行不间断检查，重
点打击超限超载、非法改装、涉牌涉证等
违法行为。 两地共出动执法人员 20人，
检查车辆 256辆，查处超限车辆 11辆。

在跨市联动治超执法过程中，常

镇执法人员现场交流治超执法经验，
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推动联动治超工
作深入开展。

下一步， 常州市交通执法部门还
将依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机制，推
动构建协同高效的长三角一体化治超
执法新格局， 持续加强与相邻城市联
动共治， 更好地遏制货车非法超限超
载行为，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姚亚华 周钰）

常镇两市联动治理超限超载

7 月 7 日上午，常州市 312 国道牛塘段
上演了一幕“侦察与反侦察”科技治超大片。

上午 9 时多，科技治超报警系统发出警
报提示音，交通执法人员立即调取不停车检
测系统附近监控视频。 监控画面中，3 辆重
型载货汽车首尾相接，头车空载，后面的车
紧咬前车车尾，存在明显异样，但是监控却
无法抓拍到后车车牌。

交通执法人员立即通知联合执法岗亭
交警， 准备使用拦截系统控制交通信号灯
实施精准拦截。 然而， 该车队侦察能力很

强， 在接近检测站时停靠在路边， 有一人
下车步行， 摸底前方执法人员动向。 就在
嫌疑车辆误以为执法人员不在准备通过该
路段时， 信号灯转为红灯， 嫌疑车辆被迫
停住。

经检测，2 辆违法车辆分别超载 39%、
69%， 交警当场对驾驶员做出扣 6 分罚 500
元的处罚决定，交通执法部门则进一步对该
车货物装载源头进行责任追溯。科技治超的
系统性应用，让超载行为难逃法律惩罚。

（朱棣）

科技赋能 超载上路难逃法网
7 月 4 日下午，常州市交通工人产业

培训中心揭牌仪式在魏村枢纽扩容改建
工程现场举行，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处处长吴琪中主持揭牌仪式。市局
有关领导和参建单位代表参加揭牌仪式。
市应急管理局调查统计和综合减灾处处
长梁雪锋对现场施工管理人员进行了“新
安法”培训。

魏村枢纽产业工人培训中心占地超
2000㎡，共设置 8 大功能区域，分别为序
厅、自主体检区、安全培训中心、质量培训

中心、技能培训中心、培训夜校 、大讲堂
（含班组活动教育中心）、考核认证区。 该
中心创新了产业工人培训模式，以先进的
信息化手段，通过 VR 模拟现实、结合实
地操作和专业授课等形式，着力提升一线
产业工人的培训效果，以“中心培养”的高
水平助推工程建设的高质量，全面保障工
程建设安全、质量、环保等各项工作，努力
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现代产业工
人队伍。

（储诚）

我市交通工人产业培训中心揭牌

“车子在性能检测，我可以在这边
顺便充电、加水、吃饭，这里还有诉求
收集箱，考虑得很周到！ ”在常州盛耀
检测站， 货车司机刘师傅体验刚刚建
成使用的龙城红色驿站后满意地说。

驿站为司机师傅们配备了饮水
机 、微波炉 、冰箱 、自助售卖机等设
施，还有政策咨询、诉求收集反馈等
服务，同时提供报刊书籍让货车司机
在短暂休息时阅读。

龙城红色驿站是常州市道路货

运行业党委按照市委组织部、两新工
委“1+N”的模式打造的面向货车司
机群体的党群服务阵地和综合服务
驿站，是支部开展学习交流的活动阵
地， 更是货车司机师傅们歇歇脚、放
放松的温馨港湾。 截止目前，常州市
区已建成 13 家龙城红色驿站。 首批
含盖物流园区、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
站、加油站等 38 家“龙城红色驿站”
正在有序推进， 近期将全部投入使
用。 （陈元海）

常州再添两家红色驿站
前不久交通执法人员在 232 省道巡查时叫停了

一辆装运硅铁的普货车， 司机陈某不知道硅铁属于
危险货物是要用专用车辆运输的。 执法人员让其现
场联系货主， 货主郭某在电话中表示也不了解硅铁
属于危险货物。 而当他得知运输危险货物要接受处
罚时，坚持认为硅铁不属于危险货物，一定要取样送
往上海检测。

7 月 8 日， 郭某接到上海专业检测机构通知，所
送检的硅铁样本确属危险货物，郭某才心服口服地配
合完成了行政处罚程序。 根据交通运输部《危险货物
品名录》所列，硅铁遇到水会产生大量无味的有毒气
体磷化氢,人吸入后轻者有头晕、头痛、恶心、食欲减
退等症状，重者会致肺部严重感染，乃至丧失生命。

交通执法部门提醒道路运输经营者及从业人
员，应加强危化品知识学习，严防事故发生。

（谢嘉琪）

分不清危险货物被处罚！
近日，由常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中

铁二十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等联合申报的
芜申线（高溧段）航道整治工程桥梁施工项
目， 经中国钢结构金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并
完成公示， 荣获第十五届 “中国钢结构金
奖”。

该项目———河定大桥主桥为 126m 钢
管混凝土系杆拱桥， 拱肋采用哑铃型钢管
混凝土 ，钢管外径 100cm，壁厚 1.6cm，内
充 C40 自密实微膨胀混凝土，主跨纵桥向
共设 8 道风撑，横梁、系梁均为预应力混凝
土结构。 如此规模的钢管混凝土无支架整
体吊装在国内外内河航道施工中尚属首
例，无成功经验借鉴。 该项目顺利竣工，得
到了各方面广泛好评。

（高峰）

又一航道整治项目获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