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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常州市交通局局长，铁路
办主任薛晔一行来到南沿江城际铁
路武进段沪武扩建涉铁段现场，为高
温下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清凉
避暑用品，向他们表示慰问，并叮嘱
建设者们注意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降
温。

薛晔感谢建设者们为常州交通
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对大家坚守施工
第一线、头顶烈日战高温、凝心聚力
保工期，上下一心赶进度的精神给予
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仍

较为严峻，大家要继续发扬不怕苦不
怕累的精神，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 毫不松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
绷紧思想之弦，从严从紧抓实抓细各
项安全管控举措，牢牢守住安全生产
底线红线。 同时，在慰问现场宣贯了
《江苏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进一步
要求参建单位依法实施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

局领导黄开军，市铁路办副主任
黄永铭等陪同参加慰问。

（常交轩）

薛晔慰问南沿江铁路建设者

常州推进“快递进村”工作两年来已
实现了全覆盖， 极大方便了农村人民生
活。 武进区嘉泽镇三星村通过 “快递进
村”在全市范围内走出了一条，扶持困难
村民，改善农村寄递，寄递智能下乡的特
色示范道路。

新生：身残志坚勇创业
陈亮是三星村的村民，今年四十岁，

本应是在外闯荡干翻事业的大好年纪，
却因受限身患眼疾， 母亲和妻子也都有
残疾，生活一直比较困难。 多年来，三星
村委一直很关心陈亮一家， 他本人也希
望能找条适合自己好的出路改善一家人
的生活，而 2020 年启动的“快递进村”让
他看到了希望。

去年 10 月份， 在三星村委的帮助
下， 对村中原先一间几乎废弃的旧宅进
行了翻新改造， 陈亮负责的菜鸟驿站就
正式开张了。这是嘉泽镇下辖 19 个行政
村中的第一家，不仅如此，也是武进区首
家融合了所有快递公司寄递进村的菜鸟
驿站，在全市尚属首创。

据了解，虽然我市“快递进村”目前
已实现了全覆盖， 但绝对大多数农村的
快递网点只和部分快递公司有业务合
作。陈亮在创业初期也遇到了同样情况，
但他迎难之上，克服了身体的残疾，找一
次不行就多找几次， 很多快递公司看到
一个残疾人如此执著干劲被打动， 最终
纷纷促成了合作。

随着驿站业务的壮大， 当有人问到
陈亮生活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 他总是
很腼腆的笑到：“肯定啊”。用他自己的话
说，菜鸟驿站给了他“新生”。

蜕变：从 9 公里到 90 米
提到菜鸟驿站，三星村村民都说好，

方便的不是一点点， 快递收寄方式彻底
发生“蜕变”。

“原来没有菜鸟驿站的时候，全镇的
快递网点集中在嘉泽镇上。 有的快递会
送到村里， 但如果人不在就直接退回镇
上， 而更多的是直接放在镇上的快递网
点让本人自己去拿。”村民老刘说道，“但
从村里到镇上很远， 离得最近的人家要

5 公里多，最远的甚至要 9 公里，太不方
便，尤其对于我们年纪大的，有时子女在
城里活外地工作寄点东西回来， 去拿下
要半天时间。”老刘说的既是三星村曾经
的状况，也是其它村普遍存在的现象。

陈亮的菜鸟驿站建立彻底改变了这
一切， 用老刘的话说现在离的最近的人
家去取个快递只要 90 米，极大改善了村
民购物体验， 不用再为了买点东西跑到
镇上甚至城里，终于体会到“家门口”购
物的便捷与实惠。

随着村民网购数量的增加， 陈亮菜
鸟驿站的业务量也是蒸蒸日山， 快递量
从最初日均 30 件不到增长为近 200 件。
现在驿站已处于超负荷运作， 陈亮为了
方便送货把之前一辆五菱小面包换成了
三米长的电动面包车。

多元：智能快递首进村
三星村菜鸟驿站越做越大， 业务已

经覆盖了附近的四个村一万村民， 其它
村都很羡慕三星村， 希望自己也能有这
样一个网点。 （下转第二版）

新生、蜕变、多元

“快递进村”描绘农村生活新气象

近日，常州交通执法部门组织开展“基层站
所开放日”活动，邀请钟楼区道路货运和快递物
流行业委员会和区交通运输局领导， 钟楼区货
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 江苏凌家塘物流有限
公司党支部、江苏豪凯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江
苏志宏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代表共计 10 余人
参加座谈交流、实地参观、执法体验。

座谈会上， 代表们敞开心扉与执法人员展
开面对面交流，执法人员有问必答，代表们敞开
心扉谈感想、谈期望，执法人员现场对存在的不
足提出了改进措施。

龚洋骅供稿

近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布了 《江苏省城市公共交通服
务质量监测分析报告 (2021 年 )》，2021
年， 常州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以及常规
公交服务质量评价得分全省第二， 其中
满意度全省第一， 其他重要指标均排名
前列。

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围绕
“打造人民满意的现代化和谐公交”使命
愿景， 提炼常州公交服务质量管理核心
要素，形成了以“快速便民、高效智能的
常州公交管理模式（BRT 模式）”的质量
管理体系， 进一步推动提升常州公交服
务质量和品牌形象， 打造高品质公交服
务体系，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可靠，便捷
高效、经济舒适的公交出行服务。

“两网”融合不断深入。 围绕轨道交
通 2 号线开通运营， 新辟优化 8 条公交
线路， 同时试运营 5 条高频地铁接驳线
路，提升轨道交通服务辐射力，推动“公
交+轨道”深度融合发展。 截至 2021 年
底， 有 155 条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 1 号
线衔接，占所有公交线路 54%;有 74 条
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 2 号线衔接， 占所
有公交线路 25.8%; 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站点周边 300 米公交站点覆盖率
100%。

线网布局不断优化。围绕高铁新城、
两湖创新区发展，结合飞龙社区、西林街
道、横山桥镇等片区市民出行需求，新辟
公交线路 7 条， 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15
条，延长服务时间 2 条，进一步填补公交

服务盲区，提升公交出行便捷度。同时配
合老城厢复兴、 轨道交通沿线道路改造
提升等工程建设， 临时调整恢复公交线
路 207 条次， 保障市民公交出行基本需
求。

基础装备设施不断增强。 更新 628
辆纯电动公交车， 新能源公交车辆数同
比增长 93%， 新能源公交车使用比例
62%，进一提升市民乘车体验，降低公交
碳排放。新投入 3 个公交充电站，累计投
入 26 座公交充电站，有效保障纯电动公
交车正常运营。安装 28 块公交场站发车
屏，打造宣传新阵地，为市民提供便捷的
公交出行信息服务。建成延陵路、东方路
等公交候车亭 72 个，有效改善市民候车
环境。 （下转第二版）

我市常规公交服务质量全省领先

日前， 江苏省文旅厅发布省级文化和旅游消
费示范单位拟认定公示名单，经各地推荐申报、专
家评审、实地明察暗访等流程，全省拟认定 15 个
县（市、区）为省级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单位，我市
溧阳、新北双双进入公示名单。

据了解，溧阳拥有 5A 级景区和 4A 级景区各
1 家，其中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是江苏唯一、全国仅
二的“三区同创”旅游度假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此
前， 溧阳市已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 入选首批江苏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区建设单位。 2021 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229.35
亿元，恢复到 2019 年的 89.1%。 2021 年度旅游总
收入实现增速 28.26%。

新北拥有 1 家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环球恐龙
城，1 家 4A 级旅游景区常州博物馆，3 家 3A 级旅
游景区江南环球港（世界港口小镇）、华夏艺博园、
新北中心公园，以及新龙生态林、花开西庄等特色
旅游目的地。此前，新北区成功创建成为第三批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环球恐龙城入选第一批国家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第一批江苏省文
化和旅游消费便捷支付示范区。 2021 年，实现旅
游总收入 192.9 亿元， 恢复到 2019 年的 89.3%。
2021 年全年旅游总收入实现增速 24%。

（常文旅）

溧阳、新北入围省级
文旅消费示范单位

近日,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了第二批全省
“农村物流达标县”名单 ,溧阳市榜上有名 ，喜获
“江苏省农村物流达标县” 荣誉称号是全省 10 家
之一。

为推动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溧阳市
坚持“交邮商融合、市镇村一体”，以提高城乡物流
服务覆盖率和服务品质为目标，围绕“1234”即“建
立一个统筹领导机制、融合两张城乡运输网络、健
全三级物流体系、深化四项建设原则”展开。

目前，溧阳已初步形成“3+9+173”的市、镇、
村三级物流网络架构， 即 “3 个市级农村物流中
心、9 个镇级农村物流服务站、173 个村级农村物
流服务点”， 实现了对全市 173 个建制村的全覆
盖。 此外，依托社渚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开通 2 条
交邮融合城乡公交示范线路，实现了姚巷、殷桥、
上蒋、下西、湖西等多个建制村邮政、主要品牌快
递的高质量低成本代运直投。

接下来，溧阳市交通运输局将继续发力，巩固
提升创建成果， 围绕省级农村物流工作目标和省
政府相关民生实事项目， 不断提升农村物流品牌
形象， 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更加坚实的运输
服务保障。

（张菡啸）

溧阳市创成省级
“农村物流达标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