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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不少村里的小卖部或商店

效仿陈亮，把店面当做快递收取网点，
但毕竟比不上菜鸟驿站那么专业，因
为缺乏有线管理手段， 丢件的情况时
有发生。 如果要投建菜鸟驿站，物力、
人力和场地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很
多村并不具备类似的条件， 在这种情
况下，一个新的机遇产生了。

7 月 14 日，在武进邮政管理局的
积极推动和协调下， 嘉泽镇周庄村委
和徐州康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签署了
智能快递箱免费使用协议。 一组共计
137 个格口 （1 个主柜+ 6 个副柜）的
万邮达智能快递箱正式在常州市武进

区嘉泽镇周庄村委广场投入使用，这
也拉开了我市智能快递箱进村的序
幕。半个月以来，快递箱日均投递量已
达 50 件， 获得了全村村民的一致好
评，以往丢件的情况也大幅减少。

武进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智能快递箱的投用打开了“快递
进村”多元化的缺口，这为全区乃至
全市今后打造现代化 “快递进村”提
供了很好的范本。

“快递进村”为我市农村发展打
开了新的发展空间，助力农村纳入现
代化物流网络，获得新机遇、绽放新
活力，是服务乡村振兴的一个很好探
索。 （蒋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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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聚焦市

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品质化公交出行
需求，积极发展定制公交服务，新增定
制公交线路 4条，累计开通 15条，年运
送乘客 13万人次。完成“我的常州”“常
州行”等 App移动支付、异地一卡通 IC
卡折扣优惠和换乘优惠上线，推动公共

交通票价惠民不断深入，提升公共交通
吸引力。 依托公交 i巴士平台，开通微
信“线小二”服务，为市民提供高效精准
的公交信息服务。强化公交服务舆情信
息分析，研究制定针对性强、操作性高
的改进措施， 创新服务质量教育培训，
不断提升公交服务质量满意度，百万人
次投诉率同比下降 28.9%。 （周峻年）

7 月 28 日上午， 随着最后一榀主钢
桁架吊装到位，由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南沿江城际铁路武进站站房
钢结构安装工程全部完成，标志着武进站
站房工程即将全面转入屋面及装饰装修
施工阶段。

南沿江城际铁路武进站站房总建筑面
积约 3.5万平方米， 车站规模为 2 台 6 线，
站房分为出站层、进站层、候车层以及商业
层等，采用上进下出的流线形式，方便快捷。

武进站站房工程于 2021 年 11 月正

式开工，承建单位配强管理团队，科学安
排工期，精心组织施工，克服疫情带来的
材料设备供给运输不畅、施工人员短缺等
不利因素，工程进度有序推进。 特别是在
暑夏高温炎热天气期间，项目部主要领导
身先士卒，带领全体员工，做好防暑降温
措施，抢抓工期，优质、高效地完成了既定
工程进度目标，在南沿江城际铁路全线新
建站房施工进度上始终处于“领跑者”，为
铁路早日建成通车作出积极贡献。

（常州市铁航中心）

南沿江城际铁路
武进站站房钢结构全面封顶

近日，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对 2021 年度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彰，其中常州交通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获评“交通建设”先进集体，
项瑞生等 4 名员工获评先进个人。

近年来，该公司不断为打造长三角中轴
枢纽城市屡立新功：2020 年溧高高速、常宜
高速相继建成通车；今年上半年溧宁高速与
溧高高速共线段、青洋路快速化工程建成通
车。 目前，溧宁高速南渡南枢纽至安徽省界
段正在全力推进沥青路面施工，房建等附属

工程也在快速推进中，项目预计于今年年内
建成；常泰长江大桥南接线工程项目已基本
完成房屋拆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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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2024 年与主桥同步建成通车。

下一步公司将坚持聚焦 “532” 发展战
略，着力推动交通重点工程建设，为建设“两
湖”创新区、现代化新常州当好“开路先锋”，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张磊）

建管公司获评 2021年度
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

日前，常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组织
召开芜申线航道落蓬湾应急保障基地施
工图设计审查会 , 省厅港航事业发展中
心、溧阳市交通运输局、溧阳市港航事业
发展中心、江苏营特工程咨询设计管理有
限公司、江苏长绿生态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等相关专家代表踏勘了工程现场并参加
了会议，一致同意该项目的施工图通过审
查。

落蓬湾应急保障基地是芜申线溧阳
段裁弯取直后土方回填后形成的“一叶方
舟”，设计方案已在 5 月份通过专家审查，

建筑面积 800 平米， 包含防汛物资库、日
常养护物资库、应急处置物资库、水上应
急救援室、 应急打捞设备间等仓库库房。
涵盖了应急处置物资和日常养护物资储
存功能，该基地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苏南
运河航道养护质量，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本次施工图审查会的顺利召开，为推
动项目依法全面开工建设助力，开辟了江
苏省内河航道应急基地建设县级应急保
障功能新篇章，也将发挥省内首个内河航
道县级应急保障基地的示范效应。

（李嫦娥）

落蓬湾应急保障基地施工图通过审查
7 月 29 日，武进区交通运输局开展“百

团进百万企业千万员工” 安全生产主题宣
讲，走进江苏恒进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为区
内危运企业送上安全一课。

在宣讲中， 武进区交通运输局党委书
记、局长周俊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国务院安全生
产 15 条硬措施， 深刻分析了当前危运企业
安全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大量身边案
例， 警醒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者吸取惨痛教
训，依法建立长效安全机制，采取有效防范

措施，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针对当前危运企业安全生产形势， 周俊

给企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发扬“钉钉子精神”
坚守安全底线。二是倾注“工匠精神”拧紧责任
链条。 三是下足“绣花功夫”做细安全工作。

此次宣讲活动中还对企业经营性自建
房、燃气液化气使用、消防安全以及行业稳
定工作提出了要求，督促企业切实落实主体
责任。

全区危运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和驾
驶员代表共 50 余人参加活动。 （何秋斌）

“百团进百万企业千万员工”

安全生产主题宣讲在武进

近日， 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印发《江苏公路信息化“十四五”发展纲
要》，提出“云网图库脑”新一代公路信息化
建设框架，全面打造具有江苏特色的数字公
路。 围绕《纲要》，我市公路部门积极行动：

信息化协同， 在平台建设中强管理。
以 312 国道常州段新武宜河大桥为试点，
构建“桥梁一张网、展示一张图、运行一平
台、业务多系统”的干线公路桥梁安全智
能监测预警平台， 开展桥下空间智能监
测、重载交通下通行安全变形监测、通航
船舶撞击监测、抗倾覆防落梁监测、裂缝
监测等新一代桥梁监测技术试点应用。

智能化发展， 在技术创新中增动能。
试点应用自动化巡检技术，以养护巡查车

和清扫车为载体，通过自动智能辅助巡查
系统，高效识别路面病害。 开展机器视觉
场景应用测试，验证识别分析拥堵、抛洒、
事故等路网事件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同时
积极探索无人驾驶公路养护作业模式，开
展养护工程质量智慧管控系统运用。

科学化治理， 在科研项目中求突破。
加强科研项目管理和成果推广，推进科技
创新和标准化建设。 《面向道路数智化养
护治理能力提升的成套技术研究与示范
应用》、《地市级桥梁群安全运行监测技术
与预警平台提升研究与示范》等科研课题
列入年度全省交通运输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范畴，目前发改委已立项批复。

（常路轩）

常州公路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为方便苏皖合作区 (江苏常州溧
阳与安徽宣城郎溪、 广德共同建设苏
皖合作示范区) 溧阳市社渚镇居民出
行，解决 360 省道沿线、古县街道、天
目新城区域等百姓出行难题， 经溧阳
市交通部门批准， 自 2022 年 7 月 28
日起开通 78 路公交班车，票价每人次
2 元，每日发放 32 个班次，站点途径：
溧阳汽车客运站———燕山南路———滨
河 路———焦 尾 琴 大 道———360 省
道———社渚公交站，沿途共设 42 个站
点。 （谢泉平）

溧阳增开一条
苏皖合作区公交班车

针对夏季持续高温事故易发多发情况，为保
障辖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7 月 25 日至
8月 21日，常州市交通执法部门联合各辖区交警
部门在常州市市域开展流动治超执法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全域覆盖新北、天宁、钟楼、
经开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重点布控超限超载严
重路段和区域，重点查处“百吨王”严重超限超
载等违法行为。联合执法组统一行动，按照各自
职责分工和流程对违法车辆进行查处， 认真做
好相关查处记录。同时，执法人员强化宣传超限
超载的危害及相关政策法规， 引导驾驶员增强
安全意识、法治意识、红线意识，自觉做到依法
装载、合法运输。 （周钰）

常州开启夏日
流动治超执法专项行动

7 月 24 日起，常州机
场新增由南航执飞的常
州-深圳往返航班， 每天
一班，出港航班常州 06:55
起飞，09：25 落地深圳；进
港航班深圳 21:30 起飞 ，
23:45 落地常州。

随着新航班的开通 ，
常州-深圳往返航班达到
每天 4 班， 旅客出行更便
利，特别是公商务旅客，通
过新航班可以实现当天往
返常深两地。 正值暑运旺
季， 常州机场后续将加密
成都， 并开通旅游热门打
卡地四川西昌， 更好地为
广大旅客出行服务。

（机场宣）

航班信息

骄阳似火， 今年夏天比往年
更热，而且高温天数更多更长。江
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认真落
实公路养护、 施工一线作业人员
的防暑降温措施， 除了调整一线
作业人员作业时间， 尽量避开中
午高温时间； 给员工们发放洗发

水、毛巾、十滴水、风油精等防暑
降温用品；还在沥青路面施工、养
护作业现场配置空调防暑车，准
备了大麦茶、绿豆汤等防暑饮品，
供施工人员中途休息纳凉时饮用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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