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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常州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协会）

主管
主办

近年来， 常州公交深入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通
过推广绿色装备和能源、 推进节能减排
改造、 加强现场环境保护、 强化大气污
染管控以及科学实施能耗考核等举措，
不断完善绿色低碳公交体系， 积极推动
形成节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交通出行方
式。

推广绿色装备和能源 。 2021 年以
来， 市公交集团大力推广应用新能源公
交车，累计更新 648 辆新能源公交车，新
能源公交车使用比例超过 60%，2022 年
还将更新 360 辆新能源公交车， 届时新
能源公交车使用比例将超过 80%。 加大
充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布局优化力
度， 累计建成使用 32 座公交充电站、合
作租用 1 座公交充电， 共有充电桩 394
个，其中双枪 242 个 、单枪 152 个 、7 个
下压式充电弓， 有效满足纯电动公交车

充电需求。
推进节能减排改造。 加强照明节能

改造，部署照明节能节电系统，通过调整
照明电压输入、分时段控制明暗等措施，
降低照明系统电能消耗和维护成本。 投
入使用 15 台自动洗车台， 其中 13 台具
备水循环利用功能 ， 节水率达 60%-
70%。 推广使用自主翻新轮胎，翻新轮胎
性能可达新胎的 80%， 成本是新轮胎的
30%-40%。

加强现场环境保护。 严格依法依规
处置回收各类油脂类废料、 固化废料、
废电瓶以及废轮胎等危化品， 并做好回
收台帐记录和存档。 加强对 VOC （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 和喷涂作业涂装车间
管理， 确保作业环境符合环保要求。 建
立标准化固废处理仓库， 加强维修场地
5S 管理 ， 及时清理场地油污 、 废料 、
机滤、 废机油、 油手套等垃圾， 确保维

修作业现场整洁。
强化大气污染管控。 加快淘汰老旧

燃油车辆 ，2021 年以来累计报废 321
辆， 同时实时关注老旧车辆尾气冒黑烟
情况，确保燃油车辆尾气排放符合标准。
加强驾驶员节能驾驶教育培训，制定《驾
驶员操作注意事项》，督促驾驶员油门轻
踏缓抬，规范操作，进一步降低公交车碳
排量。

科学实施能耗考核。 构建以实时监
测、能效分析、智能报表等功能为主体的
水电能效管理平台， 并制定月度能源定
额指标，强化考核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降低能源消耗总量。 针对不同车型、
不同线路、不同季节，科学制定燃料消耗
定额标准， 并结合燃料实际消耗情况动
态调整， 实现 60%节油人率以及每年减
少 200 万升（度、立方）燃料消耗。

（周峻年）

常州公交五措齐力推进“双碳”目标

“我的车突然停下动不了了。 ”这天，
常州市交警支队钟楼大队中百中队副中
队长钱颢巡逻时，发现一名驾驶人紧张地
向他求助。 钱颢停下摩托车，发现车里防
冻液管道坏了，发动机停止运转。 查明原
因后，钱颢帮驾驶人将车推至不影响交通
的安全地点，并联系了相关救援单位。

连日来， 常州气象台持续发布高温
红色预警， 常州交警顶着烈日的暴晒和
热浪的侵袭， 用汗水维护着道路的安全
和畅通，用行动诠释着心中的责任。

7 月 12 日一早， 钱颢穿好警服、戴

好头盔，骑上警用摩托车开始路面巡逻，
一个半小时忙得停不下来， 他背后的警
服早已湿透，紧贴在背上。 早高峰过后，
钱颢来到智慧交通岗亭， 通过远程指挥
视频系统查看拥堵路段， 调控信号灯。
“岗亭内有空调、饮水机，让工作方便了
不少。 ”钱颢说。

近期， 交警支队加强岗亭空调维护
和执勤点位遮阳伞配备，并配发药品、饮
品，确保民警适当降温、补充水分，防止
中暑。钟楼大队食堂制定祛暑食谱，增加
消暑食品，注重民警卫生饮食。

12 日 16 时许， 钱颢通过视频监控
发现一辆汽车停在了怀德桥， 严重影响
过往车辆通行。他立即赶去现场，发现该
车右前轮爆胎，无法正常行驶，驾驶人正
手足无措。钱颢顾不上滚烫的水泥桥面，
蹲下来变身“修车工”。 在车后不远处放
置一个三角警示架后， 钱颢又从该车后
备箱找到小型千斤顶和备用轮胎， 然后
开始拧螺丝、卸轮胎。 短短几分钟，钱颢
的警服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由于
双手沾满了油灰， 他只能不时用胳膊擦
拭一下满头大汗。 （下转第二版）

常州交警化身高温下“修车工”

自开展深化货车司机群体党建试点工作以
来，常州交通执法支队积极响应，围绕常州“龙城
红色引擎”货运党建总品牌，聚焦解决货车司机群
体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流
动党支部党建工作的新方法， 全力做好货车司机
群体的思想引导、凝聚服务和权益保障等，为“车
轮上的党建”不断注入新活力、激发新动能。

今年 3 月上旬以来，受疫情影响，常州部分车
辆综合性能检测机构无法正常为车辆提供技术等
级评定， 大量货车司机受此影响无法及时进行车
辆检测和年度审验， 导致车辆面临年审和技术等
级评定逾期。面对这一情况，交通执法部门研究出
台符合实际、可行性强的暖心举措，对受疫情影响
导致车辆不能按时进行技术等级评定和年度审验
情况属实的， 在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后作出不予
处罚决定，并可直接在窗口办理免罚服务，确保服
务司机“不停步”、货物运输“不断线”，卡车司机纷
纷为支队推出的“人性化”执法、“暖心式”服务点
赞。截止目前，市交通执法支队已经为 813 名卡车
司机提供了免罚服务。

下一步， 市交通执法支队将持续探索党建引
领与行业管理相融合的管理服务模式， 进一步加
强政策保障、畅通求助途径、创新多元服务，做实
做细货车司机群体党建工作， 不断加强与货车司
机流动党员的联系， 切实增强货车司机党员的归
属感，持续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

（葛瑾）

常州全力破解货车
司机“急难愁盼”问题

日前，常州市快递行业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委员会揭牌成立，同时召开
市快递行业一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并签署市快递行业集体合同。这是常
州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成立的
首个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也是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首份行业集
体合同。

该三方委员会接受市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委员会领导，通过加强信息
沟通和组织协调，研究分析快递行业
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
加强和改进快递行业劳动用工管理，

推动劳动合同制度，完善集体协商制
度，建立健全快递行业集体协商指导
服务及监督检查机制。会议要求严格
履约监督，不断彰显集体协商维护职
工权益新优势；聚焦职企双赢，不断
激发集体协商服务企业发展新动能；
强化组织协调，不断凝聚行业集体协
商工作新合力。

《常州市快递行业集体合同》从
劳动用工管理、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
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性劳动者
特殊保护、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者成
长与职业技能培训等 （下转第二版）

常州市快递行业签署集体合同

近日，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
2022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入
选名单，常州溧阳市戴埠镇深溪岕村、溧
阳市天目湖镇桂林村、 天宁区郑陆镇牟
家村 ３ 个乡村成功入选。至此，我市共有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６ 个， 数量位居
全省第二， 另外还有省级乡村旅游重点
村 9 个， 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1 个，形
成了市、省和国家三级重点村发展梯次。

据悉， 此次深溪岕村入选江苏省乡
村旅游重点村后， 该村所在的戴埠镇已
有 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２ 个省级
乡村旅游重点村， 达到了申报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镇的重要条件， 目前戴埠镇已
推荐至文化和旅游部申报第四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镇，全省共有 ３ 个乡镇。牟家
村所在的郑陆镇焦溪片区已有 １ 个全市
美丽乡村示范点和 １ 个市级乡村旅游重
点村，随着舜山小镇、焦溪古镇等重大文
旅项目的推进， 该区域将以焦溪古镇为
发展核心，与周围牟家村、查家村和丰北
村等美丽乡村形成集聚发展态势。 桂林
村的入选填补了天目湖旅游度假区范围
内乡村旅游重点村方面发展的空白，进
一步完善了度假区的旅游产品体系，后
期通过村庄旅游规划的实施， 建成一个

美丽的山水生活意境彰显的田园乡村，
青春文化深度体验的主题村落， 夜间多
元场景呈现的文旅胜地， 促进天目湖景
区周边夜间旅游经济的发展。

下一步， 市文广旅局将陆续推出乡
村惠游季、举办首届“常州礼遇”文创大
赛、组织非遗进乡村、演艺进乡村活动、
“四季如画·乡愁田园”10 条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 绘制全市乡村露营地图等形式
多样、 内容丰富的旅游产品服务和惠民
政策措施，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助推进全
市旅游市场复苏。

（常文旅）

常州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数位居全省第二

为促进高校与闸所发挥各自优势， 促使校企
双方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通过多次的协调
和推进，日前，前黄船闸与河海大学、江苏科技大
学举行了校企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签约仪式暨揭牌
仪式。

前黄船闸实践基地的成立是我市水运史上的
“校所合作、共建共赢”的第一次积极探索。此次共
建是校所双方遵循 “需求产生合作、 供给创造需
求、合作带来共赢、共赢促进发展”的“产学研”一
体化机制，更好地放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效应的
积极探索。前黄船闸将为在校学生提供运行调度、
设备养护、应急处置、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的实操指
导， 高校也将充分利用智慧优势和资源优势为船
闸提供科研创新项目上的创新、攻关。校所双方主
动协调，长远谋划，有力实现良性互动，推动双方
实现合作共赢。

邵长姝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