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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沉着冷静，台下观众热
情助威，掌声不断，整场比赛精彩纷
呈，气氛热烈。经过激烈角逐，公交集
团摘得桂冠，交通执法支队和技师学
院荣获二等奖，公路中心、指挥中心
和铁航中心荣获三等奖， 施锌涛、朱
亚贤、王建军三人荣获“答题能手”称
号。

此次知识竞赛不仅是对交通系
统广大党员干部日常学习成果的一

次检验，更是一次以赛促学、以赛促
用、以赛促行的学习动员。 交通系统
将以此次知识竞赛为契机，充分调动
干部职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
力营造爱党爱国的浓厚氛围，持续强
化理论武装，提升干部职工的政治素
质和理论素养，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
效，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周生亮）

（上接第一版） 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 精准实施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
持续开展“礼让斑马线，公交作表率”
行动， 深入推广 532、5321 路口安全
行车，加强安全运营现场管控，推进
公交安全文化建设，共筑安全生产防
线。 全年电子警察违章率同比下降
12.6%、事故率同比下降 16.5%、事故
费用同比下降 20.8%。
聚焦生态优先，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建成投用 3 座公交充电站，累计
建成投用公交充电站 26 座、 合作租
用 1 座。 更新 628 辆纯电动公交车，
新能源公交车辆数同比增长 92.5%，
新能源公交车使用比例 62%，有效改
善市民公交出行体验，进一步降低公
交碳排放。连续多年组织开展绿色出

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倡
导市民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
加强人文关爱，共建文明和谐家园

完善爱心基金会制度，加大对困
难职工帮扶力度。 持续建设“公交司
机驿站”， 永宁公交中心站 “司机驿
站”获省五星级“安康·爱心驿站”。组
织开展全员体检、 各类专项体检，维
护职工健康权益。 连续第三年开展
“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系列活动，
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驾驶
员的和谐氛围。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开展社会志愿服务，关爱帮助弱势群
体，倡导见义勇为，全年开展志愿服
务 20 余次， 投入志愿者近 3000 人
次，见义勇为 39 起。 （周峻年）

日前，由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
会和常州市综合交通运输学 （协）会
联合举办的江苏省 2022 年第八期公
路养护工职业等级认定考前培训班
在常州市白金汉爵酒店举行。本次培
训班为期 2 天，来自常州一市五区的
78 名养护从业人员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班请来了江苏省工业
大学李建生教授。李教授结合全省公
路养护工作实际以及职业等级考核

培训要点，从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两
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讲解。学员
们认真听课，积极提问，全部顺利通
过了理论考核。

本次培训增强了大家对养护精
细化管理理念的认识，提高了公路养
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业务素养，将对
常州打造高技能公路养护人才队伍，
促进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周生亮）

江苏省 2022年第八期公路养护工
职业等级认定考前培训班在常州开班

为了更好地服务
和保障 “532”发展战
略， 进一步畅通企业
与政府联系渠道 ，改
善和优化营商环境 ，
常州市纪委（监委）在
全市设立了 100 个营商环境监测点，常州市综合
交通运输协会是其监测点之一。

8 月 18 日，市纪委（监委）党风室副主任于
翔一行专程来到我会，调研营商环境监测点设立
以来的情况，听取在行业协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的意见和建议。常州市综合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周伯平、副秘书长兼综合部部长杨洪全
参加调研， 并分别介绍了协会的概况以及依托
“监测点”加强本会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纪委（监委）同志表示，在市综合交通运输协

会设立监测点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推动放管服
改革走深走实，帮助协调和解决运输行业生产经
营中的实际困难， 促进运输行业健康顺利发展；
二是通过监测点走访调研，及时发现基层党员干
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作风问题，保护和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良好的运输营商环境。 他
希望协会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客观、及时、
全面地收集会员企业在营商环境方面遇到的问
题，积极建言建策，为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杨洪全 周生亮）

市纪委到我会调研营商环境监测点情况

8 月 18 日， 省邮政管理局副局
长蒋波 ， 普遍服务处处长唐学文 、
主任孙师梅一行到溧阳调研。

在溧阳市邮政分公司， 蒋波副
局长详细听取了常州市普遍服务 、
寄递疫情防控、 高录书寄递、 溧阳
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运营情况等工作
汇报。 蒋波指出， 常州地区基础条
件好， 底蕴深厚， 要持续提升普遍
服务水平， 持续创新普遍服务， 为
全省、 全国树立典范。 同时扎实抓

好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等工作， 从
人、 物、 环境三方面统防， 牢牢把
握寄递安全、 生产安全、 信息安全
不放松。

在溧阳三级物流体系县级中心、
社渚交邮合作站点， 蒋波充分肯定
了溧阳三级物流体系的建设运营成
效， 强调要持续加强体系建设， 重
点抓好业务叠加， 为服务乡村振兴
和提升快递业务功能做出贡献。

（谢泉平 沈玉红）

省邮管局副局长蒋波一行在溧阳调研
日前，滁州市公路学会组织有关会员单位来

我市开展公路养护技术交流活动。活动由常州市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公路专委会副主任蒋小旦主持，溧阳市交通运输
局和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有关领导， 以及来自滁
州、 常州两地的 40 余名交通科技工作者参加了
交流活动。

交流会上，公路专委会会员单位江苏理想环
球新材料有限公司屠文杰、江苏博泓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谭建军分别就低碳高耐久沥青路面养
护技术、工程结构冲击防护体系创新与应用等内
容进行了交流发言。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

护科副科长胡敏舒从我市普通国省道养护发展
概况、综合养护亮点、“苏式养护”常州样板打造
等方面，对常州市普通国省道养护现代化发展理
念和实践经验做了介绍。 滁州、常州两地与会代
表围绕如何进一步提升公路养护预防性、科技化
水平，更好地应用公路养护“四新”技术，助力公
路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方面展开了
深入交流。

交流会结束后，与会代表先后前往溧阳景詹
沙河桥、G233 预防性养护路段、 溧阳应急基地、
G104 优质养护示范路、 溧阳 1 号公路等进行了
现场观摩。 （冯岑）

滁州市公路学会来常开展公路养护技术交流

8 月 19 日上午， 常州市交通执法部门组织开展
“基层站所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出租车司机、出租车
企业及协会负责人等 10 余名行业代表走进交通执法
二大队，现场观摩体验交通执法工作，倾听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交通执法二大队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
交通执法部门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能和“打非治违”等
主要工作情况，并结合“百日攻坚”、“天网利剑”行动
开展情况、投诉举报以及执法工作中的难点等，征集
出租汽车驾驶员们对交通执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现
场为大家答疑解惑。代表们敞开心扉与执法人员面对
面交流，进一步拉近交通执法部门与群众的距离。 交
通治安分局驻队民警应邀参加座谈。

在高铁北站出租车上客区，出租车司机和行业代
表们现场观摩体验了交通执法工作，并和执法人员为
候客司机送去矿泉水、口罩等防暑抗疫物资。

正值高温酷暑， 上客区候车通道比室外更加闷
热，大家对交通执法人员不畏酷暑坚守岗位以及“寓
执法于服务”的工作精神和理念点赞。

据悉，常州交通执法部门以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为契机，持续推进“执法为民、服务发展”中心理念，
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体验
内容，执法与服务相结合，真正践行规范执法、公正执
法、温情执法、柔性执法、文明执法。

（刘正楠 戴群立）

出租车司机体验交通执法携手共创文明典范城市

8 月 16 日 ， “南沿江铁路
杯”全市少年儿童绘画大赛完成
前期征稿工作，共征集到各类画
作 215 份。

本次绘画大赛由市安委办、
市铁办和团市委联合举办 ，以
“童心绘高铁 安全伴我行”为主
题，广泛发动全市各小学和幼儿
园参与。 孩子们用自己的画笔，
描绘了他们所见所想的常州铁

路， 讲述了他们与铁路的故事。
每一幅作品，都生动展示了铁路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采神韵，
展现了高铁给百姓带来的幸福
感，并进一步帮助孩子们树立铁
路安全发展理念。

8月 18日， 该活动将正式进
入网上投票环节，届时产生 10 名
人气奖， 并于 9 月中旬评选出各
类奖项。 （常州市铁航中心）

“南沿江铁路杯”
全市少儿绘画大赛进行时

8 月 17 日一大早， 江宜高速武进经发区收
费站突然传出“砰”地一声巨响，现场 ,一辆货车
载着一件超长钢结构设备，在出收费站时把站前
的遮雨棚支架给撞倒了。

被撞断的支架倾斜在路上，影响后方车辆通
行安全。正在现场执勤的武进区交通执法大队执
法人员立即上前 , 引导
车辆小心驶离现场 ，并
协同收费站工作人员对
道口通行秩序进行疏
导，同时,联系牛塘中队
对车辆进行调查处置。

经查， 该车装运货
物为起重机吊臂， 车货
总长度达 35 米，比限制
的运输长度超出了足足
17 米！ 属于超限运输，
且在驾驶员出示的通行
证上注明的有效范围为
河南省至安徽省。 根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
路管理规定》：载运不可
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车
辆， 应当依法办理有关

手续，采取有效措施后，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
速度行驶。 而该肇事车明显属于违法超限运输。

目前， 牛塘交通执法中队已依法进行立案，
高速道口设施的定损及赔偿事宜将由相关部门
进行后续处置。

（孙雅 周露露）

超长 17米！ 武进交通查处一辆违法运输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