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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经近半个小时忙碌，钱颢终
于帮驾驶人换好了轮胎。婉拒了驾驶人递
来的矿泉水，他又赶往执勤点，为即将到
来的晚高峰疏导交通。

根据夏季特点，交警支队落实弹性勤
务，综合采取增加警车巡逻、提高换岗频
率等措施，确保民警得到轮岗休息。

(交警）

（上接第一版）9 个方面作了明确规定：本
行业全日制用工工资标准，投递普通件每
件不低于 0.7 元，快递员、操作员、驾驶员
的月收入不低于 4000 元， 客服人员的月
收入不低于 3500 元； 非全日制用工每小
时不低于 22 元；病假工资、疾病救济费不

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企业对
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劳动者执行每日工
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 平均每周不超过
40 小时的工时制度， 保证劳动者每周至
少休息 1 天。

（聂晓龙 蒋成洲）

7 月 15 日，高温
酷暑， 市交通运输局
党委书记沈小勇带队
到溧宁高速沥青摊铺
施工现场， 慰问奋战
在一线的建设者。 沈
小勇书记向高温天气
下坚守岗位、 辛勤工
作的一线建设者表示
敬意， 并送上防暑降
温慰问品。 他仔细询
问了工人们的生活情
况和工程建设情况 ，
强调要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 全力以赴战
高温保进度， 同时叮
嘱项目部密切关注工
人的身心健康， 合理
安排工作时间。目前，
溧宁高速正全面开展
沥青上面层施工 ，计
划于 9 月初完成。

（韩辉）

市交通运输局领导带队

慰问溧宁高速一线建设者
7 月 14 日， 苏南运河常州段三

级航道整治工程通过省交通运输厅
组织的竣工验收。

苏南运河常州段三级航道整治
工程分为东、西两段，航道整治里程
23.052 公里， 按三级航道标准建设，
新、改建桥梁 12 座，概算投资 16.85
亿元。

常州市三级航道网整治工程建
设指挥部在建设过程中注重因地制
宜，资源综合利用，积极开展施工工
艺和管理创新，运用了冷弯钢板桩护
岸、疏浚船舶 GPS 定位管理系统、钢
桁架三浮吊协同吊装、水上旋挖钻孔
平台、 水上移动砼工作站等新设备、
新工艺，保证工程优质高效开展。

通过整治，航道水运承载力得到
有效提升， 通航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沿河相关产业带依水而建，流域经济
因水而兴，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相统一。 同时，随着工程的
全面建成以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不断深入，常州市在大运河畔建成了
奔牛老街 、安基村 、青果巷 、东坡公
园、戚墅堰民国风情街等沿线运河文
化区段，已然成为常州一张闪亮的城
市名片。

验收会在充分肯定工程质量的同
时明确要求， 各单位在今后工作中要
积极落实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要求，进一步提升养护管理智慧化、绿
色化、专业化水平。 （胡云超、储云燕）

苏南运河常州段
三级航道整治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每天 18 班 ， 往返 64.8 公
里，途中设 33 个站点，常金公交
专线自 5 月 28 日开通以来，客
流较之前上涨 33%，目前已累计
运送旅客 4.85 万人次。 每天有
近 1000 名旅客往返常金两地，
车费便宜了， 探亲的更多了，互
相走动的、商贸流通的都多了起
来。常金公交专线给两地老百姓
带来的实惠不止一点点。

常金公交专线为普惠制公
交，全程一票制，且与市区其他
线路一样享受换乘优惠，扫码刷
卡皆有优惠。小王是一个常州新
市民，由于工作需要，长期通勤
往返常金两地，常金公交专线开
通后，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首

批乘客，并且第一时间办理了一
张公交卡。他说这个卡很有纪念
意义，之前买的都是全程票到现
在的 4 元的 6 折优惠，一个月可
以节省 200 多元，这是政府给我
们市民的一个大礼包。

常金公交专线顺利开通以
来，车辆运营单位始终以旅客的
满意为导向， 不断优化和改进，
为满足毗邻地区黄塘镇百姓的
出行需求，经与皇塘镇政府达成
一致意见后 ，6 月 18 日对线路
进行优化调整，由皇塘外环线路
改为内部穿行， 增设了太平山、
战备桥、皇塘镇政府等五个停靠
站点，得到皇塘镇人民的一致好
评。 （常运宣）

常金公交专线开通不到两月
服务群众出行 4.85万人次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党员货车司机吴永安退伍不

褪色，长年累月奔波在危险品货物运输一线，勇于担
当，乐于奉献，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保驾护航，被武
进区道路货运行业党委授予“畅运旗帜”个人先锋品
牌。

“大家好，我是货车司机，如果需要运输防疫物资
可以联系我，免费服务。 ”疫情期间，吴永安第一时间
在社区群里发布免费运送防疫物资的公告，在得知自
己因车辆过大不适合运送时，立马申请加入核酸检测
志愿者队伍。 每天清晨 5 点前到岗，日均工作超过 10
个小时，物资搬运、秩序维护、核酸引导……处处可见
他忙碌的身影。

疫情好转后， 吴永安又迅速投入到运输服务中，
过上了一天只吃 2 顿饭、每周至少 5 天奔波在路上的
快节奏生活，为物资保供、经济发展贡献了“货运力
量”。 听闻武进区道路货运行业党委向司机群体招募
组建“阳湖货运保畅先锋队”后，吴永安立即报名参
加，成为“保畅先锋队”中的一员。

不仅在驾驶岗位，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作为一名

党员，吴永安时时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019 年的
一天半夜，吴永安在睡梦中被“砰砰”的巨响惊醒，只
见窗外火光冲天，他鞋都没穿就扛着家里的 2 个灭火
器冲了出去。 现场火焰窜到 2 米多高，在吴永安沉着
冷静处置下，火情迅速得到了控制。由于扑救及时，未
造成人员伤亡及严重后果。而充当“急先锋”的吴永安
却做好事不留名，直到别人找上门来答谢，他救火的
事迹才被众人知晓。

去年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河南，多地遭受特大水
灾。虽然由于疫情影响，吴永安收人仅有 5 千左右，但
知道消息后，他第一时间向老家捐助了 1000 元。武汉
疫情发生时，他也通过红十字会捐了款。 建党 100 周
年时，他积极向所在党组织递交了 1000 元特殊党费，
……30 年来， 他用奉献与忠诚诠释着一名老党员的
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前不久，在武进区道路货运行业党委组织的“师
徒结对”活动中，热心肠的吴永安被聘请为项目导师，
为加快青年货车司机的成长传经送宝，在保通保畅工
作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董丽娟）

货车司机吴永安退伍不褪色，获赠“畅运旗帜”品牌

近日， 一种等级为 SS 级的新型护栏
在我市 104、233 国道和 232 省道等 6 处
下穿铁路段桥墩防护中广泛使用。该新型
材料护栏在全省普通公路安全设施中属
首次应用。

道路路侧护栏，是公路安全防护设施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旦发生道路交通事
故， 可通过护栏阻挡和其本身具备的缓
冲、导向功能，减少对车辆损坏和对司乘
人员身体伤害。

常 见 的 传 统 波 形 梁 护 栏 主 要 以
Q235 钢为传统材质，在生产过程中易造
成钢材浪费和环境污染，无法满足“绿色
低碳”发展要求。现有规范中明确，公路桥
梁护栏、 公路防撞护栏共有 8 个防护等
级，此次使用的 SS 级护栏等级为 6 级，其

高强型轻量化钢材质具有安全环保、绿色
低碳、经济性更高等特点，相较传统波形
护栏防护效果更好， 抗变形能力更佳，使
用成本更优。 此外，该新型护栏与现有同
防护级别护栏相比可实现 30%-45%的轻
量化率，能有效降低钢材使用量，在实现
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和成本的同时，有利
于减少碳排放，对发展绿色低碳的公路体
系，助力交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
碳发展目标。

近年来，常州公路部门始终秉持“创
新创优、安全发展”理念，积极贯彻交通运
输部倡导的绿色交通发展规划，努力提高
公路安全设施科技含量，不断推广应用新
工艺、新材料，助力节能减排，切实推动公
路事业高质量发展。 （常路轩）

我市公路在全省首次应用 SS等级新型护栏

7 月 15 日， 溧阳市邮政分公司联合市
商务局等多家单位开展“1 号溧直播”北山
公益行暨“网络主播达人”带货助农活动，驻
村干部、平台主播以及多位溧阳本地知名网
红齐聚直播间，将溧阳上兴镇北山桃源的精
品鲜桃推上“云端”。 当天，直播带货 80 分
钟， 邮乐直播间销售鲜桃 1700 斤， 销售额
1.6 万元。

今年桃子产量较往年增长了近一倍，但
疫情反复，又遇上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北山
桃源几万斤品质优良的桃子亟待售出。得知
政府将组织直播义卖活动后，溧阳邮政分公
司第一时间对接相关部门，联合走访、听取
鲜桃种植户的意见需求，并与溧阳市商务局
旗下的区域公共品牌“1 号优选”达成共识，

利用“1 号溧直播”、“邮乐直播”、有线电视
端等多个平台以及本土网红达人的网红效
应，形成宣传合力，线上线下同步助推北山
桃源的桃子。同时，发挥邮政特快寄递优势，
着力为果农解决物流运输问题，畅通鲜桃寄
递渠道。 直播间下单后，通过邮政特快专递
发往全国各地。

为了更好地满足果农寄递需求，分公司
还提供批量发件一日两频次门到门揽收，并
辅助客户装箱加固（如图）。在已经建成并投
入使用的溧阳三级物流体系县级处理中心，
配备了冷库和冷链车，可提供鲜桃冷藏和冷
链运输服务，满足果农短期存储和整车点到
点配送的个性化定制需求。

（沈玉红 谢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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