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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全国邮政系统表彰 2018～2021 年度全
国邮政系统 142 个先进集体、203 名先进个人，其中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常州溧阳分公司获评 2018～2021
年度全国邮政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是全省唯一
获此殊荣的区县分公司。

“干”字为先 跑出“加速度”
2018-2021 年， 溧阳市分公司坚持量质并举抓经

营，业务总收入增幅达 17.4%，利润增幅 37%，全省收
入规模排名前移 5 位。

金融业务收入规模列全省区县分公司第四，AUM
绝对值排名全省区县分公司第五、常州第一。余额规模
四年间增幅达 68.33%。 目前新增余额市场占有率
16.46%，列溧阳金融机构第三位。

健全农村物流体系，打通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
2021 年 2 月，溧阳市分公司作为全省首家获得政府资
金投入，承接政府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的邮政企业，抢抓
机遇，主动作为，于 2021 年底完成项目建设并投入运
营。 现已建成占地 1 万平米、集“邮件处理+电商仓储+
生鲜仓储” 等功能于一体的市级电子商务仓储物流中
转中心 1 个，11 个镇级电商服务站和 75 个村级电商
服务站。有效利用溧阳全域 86 个镇村站点和 500 多家
邮乐购加盟店，开发“一点多能”，“N 站合一”模式，在
站点上叠加代收代缴、便民金融、快递收发、网络代购、
产品代销、实物销售等便民服务，提升了农村邮政基本
公共服务能力。

实施交邮合作，实现降本增效。 2021 年 9 月，联合
溧阳市交通运输局在社渚镇客运站内建立了首个交邮
合作试点， 社渚镇所辖范围自办邮路由 5 个交接点减
至 3 个，支局接收邮件的时间提前了 30 分钟。 同时通
过乡镇公交车“甩点”直投 22 个自提点，平均每位投递
员节约投递时间约 30 分钟，增加了投递员客户开发和
揽收的时间。

积极响应党中央和集团公司助力乡村振兴的号
召，联合溧阳市电子商务局、农业农村局以直播带货、
助农团购等形式，打造惠农服务新模式，四年累计销售
农产品 1500 余万元。

“实”字当头 迸发“新活力”
持续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服务宗旨，提高站位、

主动作为，体现央企责任担当。
从严落实窗口防疫、寄递防疫，全环节压实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第一时间启动教材寄递、作业打印寄递，
为老人、幼儿免费打印健康码等，积极配合政府做好各
类防疫工作。

全面推进窗口“净化亮化”服务焕新工作，有效改
善窗口对外服务质量。 有序推进“绿盾”视频联网对接
工程，完成全市邮筒（箱）的智能化改造工作，不断提升
普遍服务质量。 深化机制创新， 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
平，用好“蓄水池”（青年人才库）、“加油站”（名师工作
室）、“练兵场”（见习经理岗）， 打造一支充满活力的青
年骨干人才队伍。每年定期开展大练兵活动，推进网点
人员“双持证”，积极参加各类技能比赛，员工先后取得
“全国十佳理财经理” 第六名、“全省十佳理财经理”第
四和第六名、全省邮政柜员全能明星奖二等奖的佳绩。

“心”字托底 唱响“主旋律”
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使“红色引擎”激发出员工干事
创业的活力。

四年间，从“阵地飘党旗”、“党员志愿服务”到“党
旗领航”、“向榜样学习”不断深化主题活动；从“一支部
一特色”到“书记领题”、“头雁工作室”不断强化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从“龙城先锋”邮政服务驿站到支
局与社区（村委）结对共建不断活化外部资源作用。

以建党百年为契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出
“我为群众办实事”举措，其中“免费打印健康码，方便
老年人出行”活动被学习强国等多个媒体平台报道。携
手溧阳市总工会联合打造 “户外劳动者爱心驿家”，在
支局配备饮水机、微波炉、医药急救箱，向环卫工人、交
通辅警、外卖小哥、出租车司机免费提供茶水、饭菜加
热、轻微伤处理等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搭建温暖港湾。

近年来，溧阳市分公司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先后荣
获集团公司 2020 年“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县（区）分公
司”、2019—2021 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2019—2021
年度“常州市文明单位标兵”，2022 年被江苏省总工会
授予“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 （谢泉平 沈玉红）

获评全国邮政系统先进集体：

溧阳邮政分公司
是这样做的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21 个 “安全生产月”和
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
“蓝盾”1 号专项执法行
动“集中攻坚月”。 为全
力保障我市 532 交通工
程建设高质量安全发
展， 铸牢工程安全 “蓝
盾”，常州交通执法部门坚持“全覆盖、
零容忍 、严执法 、重实效 ”，积极推进
“保安行动”。

按照省交通厅和省交通执法局的
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 常州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第一时间制定了
相关专项行动方案， 细化目标责任分
工 、行动范围 、重点 、步骤 、措施和要
求，落实责任部门和人员。

一是加强企业监管。 交通执法八
大队要求各有关单位以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为主线，以平安工地建设为抓手，
结合工程实际， 全面深入开展安全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 突出危大工程专项
施工方案编制、审批、论证及实施过程
技术交底、验收等重点环节，严肃查处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危大工程
管理不规范、 违规使用淘汰工艺设备
材料等问题， 全力保持公路水运工程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是加强执法监督与处罚力度 。
交通执法八大队积极开展 “蓝盾”1 号
集中攻坚行动， 对查实的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运用通报、约谈、监管记分、行
政处罚、 违法违规信息公开曝光等措
施增强执法力度，提高“蓝盾”1 号行动
实效， 推进安全监管执法行动落到实
处。 截至 6 月底，全市“蓝盾”1 号行动
共出动执法人员 81 人次，印发通报 22
份，督促整改安全隐患 90 个 ，责令停
工项目 1 个，约谈项目 1 个，行政处罚
1 起、罚款 3 万元，对红线问题黄牌警

告 2 次，安全监管记分 6 起 、共计 7.2
分，起到了查处一案、震慑一批、带动
一片的效果， 压实了安全生产全员责
任。

三是加强宣传与监督。 执法八大
队制作“蓝盾”1 号系列活动海报，在工
程施工现场进行张贴， 对相关从业人
员开展普法宣传。 列举安全生产重点
违法违规问题， 公布违法线索举报电
话，鼓励社会监。

此次专项行动以问题为导向 ，对
重点突出问题和反复发生长期整改不
到位的隐患顽疾，组织开展集中攻坚，
提高行动实效， 推进安全监管执法行
动落到实处，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祁剑锋 史乃芸）

护航 532发展战略
铸牢工程安全“蓝盾”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当
大家都躲进空调房纳凉的时
候， 在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
有这么一群挥汗如雨的劳动
者，坚守在高速公路、内河港
口、客运中心等岗位，用汗水
诠释责任，以执着书写敬业。

烈日“烧烤”模式下，高
速路面温度可达五六十度。7
月 12 日 12:32 分，江宜高速
K89 处一客车因发动机故障
停在路边。接到救助电话，常
高速养排人员迅速赶到现
场。 顾不上晒得发烫的沥青
路面， 大家迅速钻入车底查
看情况开始作业。 短短几分
钟，汗水就已经湿透全身。经
过紧张救援， 养排人员顺利
将故障车辆拖离车道， 确保
了高速畅通， 避免了驾乘人
员可能受到的二次伤害。 自

6 月进入高温天气以来 ，常
州高速养排部门共巡查道路
16560 公里 ， 救助车辆 155
起、驾乘人员 320 人次，充分
展现了“橙心卫路”服务品牌
的担当， 提升了驾乘人员的
“幸福指数”。

常州港， 码头地表温度
超过 50℃。 外轮理货公司理
货员们戴着口罩， 认真理清
货物件数，分清标志，安排好
货物积载。 衣服上每天都结
了层厚厚的盐霜， 脸上满是
口罩、护目镜的深深勒痕。 6
月以来， 理货公司克服高温
天气， 共完成件杂货理货 4
万余吨（方），集装箱理箱 4.4
万余标箱， 场地收货近 3 万
立方，装拆箱 5 千余标箱，有
力保障了我市口岸进出口物
资通畅。

东港公司， 工作人员熟
练地在场地验箱、 调度、 指
挥， 个个晒得皮肤黝黑。 为
防止高温天气下电气设备发
生故障 ， 机修工们顶着烈
日， 爬下爬下， 认真检修每
一台设备， 保障生产正常运
转。 理货员们趴在滚烫的水
泥地上 ， 仔细核对货物铭
牌， 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
港区职工们正奋战酷暑， 确
保我市国内国际双循环物流
通道重点项目如期高质量投
入试运营。

交投检测公司的检测员
们在待检场与检测车间来回
穿梭，认真为机动车“体检”。
高温天气下， 车内温度高达
55℃， 发动机盖温度更是达
100 多度。 底盘检测员吕铠
一手拿着电筒， 一手握着检

点锤， 有节奏地敲击着车辆
部件， 认真检查车辆底盘配
件状态是否良好， 车上的每
一个细小故障都躲不过检测
员的“火眼金睛”。 一个班下
来，需弯腰检车几百次，走路
达到 2 万步以上。

持续的高温挡不住客运
中心人的工作热情。清晨，绿
化带里那熟悉的身影， 是贡
亚惠在给灌木浇水。 短短几
分钟的时间， 豆大的汗珠就
成串往下掉， 浸湿的工作服
紧紧地贴在了身上。 通过日
常巡检、专项攻坚，客运中心
干部职工认真做好广场绿化
管护、公益广告宣传、禁烟管
理等日常工作， 用实际行动
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
作添砖加瓦。

（杨波）

高温下践行初心 坚守中诠释担当
———41℃久经“烤”验的交投人

近日， 江苏省气象台省级发布高
温红色预警： 常州室外气温已升至 40
度。 在高温烈日下，有这样一群特别的
人，他们战高温，不服“暑”，他们是常
州交通一线的“守望者”。

在 48.3℃的公交车厢守望

7 月 12 日下午， 在常州市雕庄公
交回车场内， 满满当当停放着待检的
公交车， 停放许久没有发动的公交车
厢内，仿佛如蒸笼一般，刚走进去，执
法人员的眼镜上就起了雾， 而他们平
均要在每一辆公交车厢内检查数十个
项目，呆上 10 分钟，一下午的检查下
来，喝掉 5 瓶水感觉都不解渴。

检查带队人卜寿明说：“我希望把
常州公交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让百姓

出行更加舒适安全， 为争创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增光添彩。 ”

在 51.7℃的路面守望

7 月 13 日上午， 在 312 国道常州
市超限检测站内， 公安和交通联合执
法人员依托于这座常州市最大的一类
检测站，正在有序引导车辆过磅称重，
汗水已经将他们的后背浸得透透的 。
“好！ 停！ 请缓慢通过！ ”执法人员在现
场扯着嗓子喊着。

站点中队负责人蒋泉说：“希望我
们路上来来往往的每一辆货车， 都能
主动拒绝超载违法行为， 真正把交通
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 60.3℃的船舱守望

常州玻璃钢造船厂有限公司作为
常州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面临暑期船
舶交付高峰期，市交通执法部门的“验
船师”们为企业提供上门服务，和厂内
工人们一样，奋战在船坞的检验一线。
待检船舶的发动机轰鸣下， 他们大声
地交流着，记录着一项项测试数据，完
全顾不上去擦拭顺着脸颊一直流进嘴
里的汗水。

巾帼“验船师”郦娇说：“我希望每
一艘常州制造的船都乘风破浪，平安远
航，为‘国际化智造名城’添砖加瓦。 ”

最朴实的愿望，最真诚的守望。 他
们是交通执法一线的“先锋”，也是奋
战在龙城各个角落的“守望者 ”，他们
用满腔的热忱守护者龙城常州的城市
容颜。 （杨鑫）

战高温不服“暑”
———走近炎炎夏日交通执法一线的“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