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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6 月,是我国第 21 个安
全生产月。今年的安全生产月，我市交通
运输系统各机关、企业高度重视，结合自
己工作特点和需求， 积极组织各种丰富
多彩的安全生产活动， 宣传普及安全知
识，组织工伤预防教育培训活动，检查、
督促和帮助基层企业排查、 消除安全隐
患。其中，全市危险品运输行业密集组织
事故应急救援实操演练，其规范性、影响
力大大超过往年，成为第 21 个安全生产
月活动最亮眼的一部分和重头戏。

应急救援实战演练精彩纷呈
今年，我市道路危险品运输行业按照

年度计划要求，提前谋划，分片区或自行
组团，组织联合应急救援演练。 演练的规
模堪称行业历史之最。 除参演危运企业
外，地方人民政府，区公安、消防、应急、交
通、环保、执法大队等部门积极参与。演练
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常规灭火，运输货物
起火自救，运输车辆轮胎起火自救，罐车
罐体泄漏堵漏、倒罐，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联动等……，体现了政府、企业及社会各
界对安全生产的高度重视， 通过应急演
练，以达到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增强
应急预警、应急响应、应急指挥和应急救
援能力的目的，扩大了社会影响。

截止 7 月 12 日止，全市道路危险品
运输行业 99 家企业， 已经有 95 家企业
参加了演练活动，其中 66 家企业参加了
11 场联合演练， 其余 29 家自行组织了

实战演练。
６月 １３日，市交通运输局在常州新长

江码头公司 １号变电所组织港口行业联合
应急救援演练，录安洲码头、建滔码头、国
电码头启凯德胜码头、宏川、春信、新东化
工、中油华东和金坛港航中心参加。常运集
团、104国道收费站等也根据自身特点，组
织开展了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宣传教育培训活动深入扎实
常交协、 运输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动

参与人社部门“工伤预防项目”，举办“交
通安全双预防”培训，邀请市安监部门专
家对运输企业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进行培训。 5 月 30 日，组织举办
工伤认定与预防宣讲活动， 对运输企业
工会职工代表进行普法教育。

武进区交通运输局围绕“遵守安全生
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主题，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传咨询活动，推动落实安全生产十
五条措施。 6 月 21 日，武进区交通运输局
长带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采取“四
不两直”方式，全面督查交通运输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帮助企业查找
安全短板漏洞，筑牢安全防线。

市交通行政执法支队水上安全志愿
者坚持六年不间断， 开展水上安全进校
园活动 ， 水上安全知识普及中小学生
3500 人次。

6 月 22 日，市铁路办深入客运中心
站场，宣贯《江苏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武进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安全生
产月活动中， 在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
同时，特别开通了“企业安全生产咨询电
话”，每天安排值班“客服”详细解答企业
疑问和困惑，遇到难以确定问题，执法人
员还深入企业一线，“开小灶”解决问题。

创建交通安全环境出实招
武进区公路中心在武进大道下穿青

洋路通道安装的积水测量与示警系统，
在安全生产月来临之际调试成功正式启
用。当通道出现积水时，精确测量的积水
深度在通道入口处的 LED 显示屏实时
显示积水情况，播放语音提示，及时输出
控制信号启动水泵，防患灾情蔓延，管理
人员远程同步监控，及时处置。

清障扫床作为通航安全的基础保
障。 金坛港航中心在航道清障扫床工作
中 ， 突破传统 ， 在辖区丹金溧漕河计
31.884 公里航道上组织开展多波束养护
扫床试点工作，通过多波束扫测，航道河
床里的障碍物能够得到有效识别和定
位。同时在获得航道三维地形图后，经过
软件处理，可以更准确、便捷地提取不同
数据，满足不同航道养护工作的需要，从
而大幅提升航道管养效率与质量。

溧阳港航中心利用航道视频监测控
系统，加强辖区航道区域秸秆焚烧、乱抛
建筑垃圾等危害航行安全的违法行为的
连续监控，大大提高了监管效率。

（朱明杰 阿中）

全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月活动丰富多彩

6 月 23 日下午，常州市京杭运河与三山港交界处，来来
往往的船只正如同往常一般繁忙。 常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六大队三中队的执法队员刚完成下午的巡航任务，
正在返回途中，突然，远方一座桥下，一条停在原地，迟迟不动
的工程船引起了中队长赵磊的注意。

“那不是三山港铁路桥吗？ 这里最近没有申报过什么工

程，怎么会有施工船停靠？ 走，去看看。 ”
船头一拨，执法艇来到工程船近前。正焦急地指挥着什么

的工程船船长见执法人员到来，顿时面露尴尬神色：
“没什么大事，我们船卡在这里了，等下倒一下大概就能

走。 ”
执法人员抬头望去， 只见船上一台挖掘机正死死的卡在

桥洞顶部，几乎看不到一丝缝隙，两名船员正手持撬杠，在挖
掘机卡住的位置用力敲打。

“师傅，你这样搞不行，最起码要有船帮你拉一下。”“我喊
了个老乡，大概晚上八点多他船到这边。 ”

听到这句话，执法人员心下一惊：“晚上八点？但是今天预
报七点左右就有大雨！ ”

此刻， 汛期高涨的水位离桥洞顶部本就只有 2.4 米的距
离。如果不能在大雨降下之前让工程船脱困，在进一步上涨的
河水挤压下，轻则毁船，重则伤桥！

事态紧急，执法人员立刻拿出手机向上级部门汇报，请求
调派救援力量。 此刻，已是下午 16 时 20 分。

16 时 30 分， 执法队员快速封锁了桥洞两端航道， 通知
过往船舶小心绕行。 船上水手尝试撬动挖掘机顶， 但毫无效
果。

17 时左右，交通执法支队领导赶到现场指挥救援，并紧
急调度大马力拖轮，试图拖出受困船舶。 但随后，铁路工作人
员赶忙前来沟通：船卡得太紧，强行拖带可能损伤桥梁！ 第一
救援方案被否定。

再拖下去，船和桥都将面临危险！眼见时间一分一秒减少，
现场指挥向船长说明了情况。 三方商议一致， （下转第二版）

惊心两小时：暴雨前的船舶抢救

随着暑期来临， 常州市又迎来了学员考驾照
的高峰期。 为维护我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秩
序，提升驾培市场服务形象，保障广大学员的合法
权益不受侵害， 市交通执法部门于近期开展暑期
驾校大检查活动。

7 月 5 日， 郑陆镇某村委停车场一辆教练车
上只有两名学员在训练科目二， 未有教练员随车
执教，交通执法人员立即叫停。 经核实发现，练车
的场地只是村里面的一个停车场， 没有任何安全
防护装备，不是指定的训练场地，而且只有两名学
员自行练车，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执法
人员当场联系到了教练员程某，程某表示，因为当
天自己要去参加某场考试， 自认为两名学员也是
老学员了，自行练车应该没多大问题，就离开了执
教现场。事后，程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

交通执法部门提醒广大市民， 参加驾驶员培
训课程时，应提高自我安全意识及合法利益保护。
如发现训练场地不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准的正
规训练场或教练员未随车教学等违法违规培训的
情况，学员可向交通执法部门进行投诉。（谢嘉琪）

老”学员自行练车
被立即叫停

6 月 30 日晚上，一运输车行驶至 239 省道溧
阳周城集镇（100K+500M）路段时，不慎发生交通
事故致使车辆侧卧，致使油箱破损，柴油泄漏出污
染路面。溧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接警后，快速通
知安排养护单位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组织
机械设备和人力连夜处置， 努力为群众营造良好
的公路出行条件。

当天晚上 7：00 左右，一满载木料的运输车行
驶至 239 省道溧阳周城集镇 （100K+500M）路段
时，因与另一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导致车辆侧翻，油
箱撞损，继而柴油泄漏出，污染路面约有 300 多平
方米，严重影响了公路的正常通行，存在严重交通
安全隐患。 溧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调度中心闻
讯后，立即安排养护单位和人员，装载了黄砂，携
带铁铲等工具前往现场： 摆放安全标志， 协助公
安、交通执法等部门疏导交通，指挥过往车辆、行
人减速慢行；对污染路面铺撒黄砂，吸收油污，再
清扫路面，随后又调配洗扫车清洗路面……

大约晚上 8：00， 路面的油污被清除干净，道
路方恢复整洁畅通。相关部门正对事故责任认定、
路产定损赔偿等进行处理中……

张国芳 谢泉平供稿

为确保全市范围内在役普通国
省公路桥梁运营安全，进一步打造安
全舒畅的公路通行环境，今年二季度
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部门
组织专业机构对全市普通国省公路
桥梁进行定期检查。经过近 3 个月的
检查， 桥梁定检工作近日已全面完
成。

本次定检共涉及全市范围内 17
条普通国省线路上的 282 座桥梁，按

照公路桥涵养护规定，对桥梁上下部
结构、桥面系、附属设施等进行全面
详细检查，并进行技术状况评定。 根
据最新评定结论，市中心管养的 253
座桥梁一二类占比达 100%。

下一阶段，市公路中心养护部门
将结合本轮定检结果，选择部分重要
桥梁进行深度专项检测，科学决策桥
梁养护方案，进一步提升桥梁管养水
平。 （常路轩）

常州普通国省公路桥梁
定期安全检查全面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