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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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发交通系
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学习动力和热情，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日前，由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常州市综合
交通运输学会承办的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学习强国知识竞赛在市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2 楼会议室举
行。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沈小勇、
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陈伟斌、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
卿、 市委文明办四级调研员史菊红、

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吴继康、市委
网信办网管处处长饶胜、市委市级机
关工委基层党建指导处处长任秋华、
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部长张淑波、
市综合交通运输协会副秘书长兼综
合部部长杨洪全等出席活动。

本次竞赛共有十二支队伍、36 位
选手参加比赛。竞赛围绕“学习强国”
平台上相关知识，设置必答题和限时
答题两个环节，在规定时间内以累计
答对题多者为获胜。 比赛过程中，全
体选手全神贯注， （下转第二版）

常交学承办学习强国知识竞赛

今年是常州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的关键之年， 客运场站是反映城市文明
程度的“窗口”，如何向南来北往的旅客
递上文明常州的“名片”至关重要。

流动作业的“黑车”一直以来都是困
扰交通执法部门的难题，“黑车” 司机大
多数都没有一技之长， 被查处后很难改
行择业，往往又继续从事“黑车”职业。今
年以来， 常州交通执法部门本着创建靠
民、创民为民的原则，进一步厚植为民靠
民“底色”，探索出了一条管理新思路。

出租车司机老曹原来是一名 10 多
年的老“黑车”司机了，仅在高铁北站就
多次被交通执法人员查处， 因为其家庭
困难也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只能继续开
“黑车”。 市交通执法支队二大队中队长
金科在征得老曹同意后， 主动为其联系

出租车公司并指导考取 “巡游出租汽车
驾驶员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证”。 经过十几天的努力，老曹终于完成
从“黑车”到龙城“绿的”的蜕变。

“当时跑‘黑车’，精神压力非常大，
每天分早晚高峰出门， 晚上也是十点之
后才出门。 有时载乘客要去远一点的地
方，尤其是去乡下一些地方，因为车上没
有监控，心里总是提心吊胆的。有时发生
一些小刮擦的时候， 也不能理直气壮的
去理论 ， 因为心里清楚自己是非法营
运。”老曹感叹道。“自从金队长他们帮我
转变了身份，我现在开车更自信了，也是
诚心诚意想把车跑好，赚一份安心钱。 ”

针对重点场站、地铁站周边“黑车”
问题， 常州交通执法部门一直都在探索
研究常态长效管理机制。 今年以来联合

公安部门、场站综合管理部门、属地政府
开展 “利剑行动”“打非清零” 等专项行
动，截至目前查处各类“黑车”及非法网
约车 319 起。另外，对有意向开出租车及
网约车的“黑车”司机，建立数据库名单，
结对帮扶、重点帮扶、沉浸式帮扶，主动
联系相关网约车平台、出租车公司，为符
合条件的司机考取、 办理从业资格证畅
通渠道，今年累计帮扶已达 5 人。

常州之美，在绿水青山间，也在文明
细微处。 对标典范要求、对比先进地区、
对照人民期盼， 常州交通执法部门响应
迅速、行动高效，以久久为功的毅力和态
度，以“一体化+智慧执法+信用监管”的
执法新模式， 以必胜必成之心打好这场
荣誉战，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
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金科 刘正楠）

常州探索“黑车”变“绿的”文明新思路

日前，常州市导游协会正式成立。协会现有
会员 559 名， 以行业自律与自洽的方式， 遵循
“游客至上”“履行合同”“安全第一”“合理而可
能”原则，促进导游事业健康发展，维护导游市
场公平竞争， 助力常州打造长三角近悦远来的
“文化会客厅”和“旅游首选地”。

在互联网大环境背景下， 后疫情时代的旅
游产品体系不断丰富、旅游市场细分愈加明显，
对导游职业能力提升、 塑造和培养的要求越来
越高。 目前， 常州市持证兼职导游人数已达
2797 人。 导游协会的成立将弥补导游行业没有
协会指导的空白， 对全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常文旅供稿

近日，常州公交发布了 《2021 年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围绕“打造人民
满意的现代化和谐公交”发展愿景，聚焦
服务大局、党建引领、安全至上、服务为
民、绿色发展、以人为本等方面，重点展
示常州公交在落实重大战略部署、 引领
高质量发展、构建高品质公交服务体系、
推动创新赋能发展、 打造安全生产示范
样板、完善绿色公交体系、建设文明和谐
社会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服务发展大局，落实重大战略部署
持续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推进

公交都市、绿色出行城市创建，圆满完成
了省公交优先示范城市验收工作。 严格
按照各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落实车辆、
场站消毒、通风，做好职工个人健康排查
和防护，监督提醒乘客测量体温、佩戴口
罩， 实现公交车辆、BRT 站台电子测温

仪全覆盖， 助力打赢新一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不断深化企业改革，积极构建现代
化企业制度，推动企业改革良性循环。

汲取奋进力量、引领高质量发展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围绕建党百年，
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十个“一”系列活
动。持续推进特色党支部建设，成功打造
巴士公司 201 车队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聚焦监督执纪问责， 深化效能监察机制
和作风建设，一体推进建设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机制。

坚持为民服务，提升公交服务品质
围绕轨道交通开通运营以及市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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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
交通站点周边 300 米内公交线路换乘衔
接率 100%。 稳步推进定制公交业务，新

开通 4 条定制公交线路， 全年运送乘客
12.94 万人次。实施“我的常州”“常州行”
App、 全国交通一卡通享受六折优惠和
城市公共交通换乘优惠。

注重管理创新，推动创新赋能发展
依托公交 i 巴士平台， 建立 “线小

二”服务模式，为市民提供高品质高效率
的公交出行服务。 建立兼职专线驾驶员
库，降低专线车人工成本。 部署应用“简
道云”低代码开发平台，开发“掌上消防
通”“移动稽查”“信息设备管理”等系统。
成功承办市第十六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公交站务员技能比赛， 开展新能源汽车
维修技能大赛，营造创新创优新氛围。
坚持生命至上，打造安全生产示范样板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启动实
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面推进
“三年大灶”专项整治， （下转第二版）

常州公交发布《2021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常州的翠冠梨每年 7 月底成熟，果肉脆嫩，汁
多无渣，在梨子的所有品种中甜度最高，连续多年
获得江苏省及常州市名优产品称号。 查家湾生态
林果专业合作社 300 多户农户， 共种植了 500 亩
翠冠梨。

为推广本地特色翠冠梨， 常州市邮政分公司
通过助农团购群、 直播带货等方式进一步拓宽销
售渠道，探索“协同+寄递+销售”惠农助农新模
式，截至 8 月上旬，“销售+寄递”翠冠梨超 20 万
斤。

据了解， 常州市邮政分公司除常规销售渠道
外，通过助农团购群开展“邮乐优鲜”接龙活动，要
求网点选择客户上线频率较高的中午及晚上，持
续在各邮政农品群及朋友圈推送信息， 群内客户
不断接龙，形成刷屏式宣传。 另一方面，在发动朋
友圈转发邮乐小店购买链接的基础上， 开展邮乐
小店专场直播扩大活动影响力， 通过线上抽奖活
动吸引自然流量。 渠道平台部则在常州邮乐直播
间销售焦溪翠冠梨，直播期间与观众热烈互动，让
直播变得有趣生动， 一场直播最高累计观看人数
1971 人，实现订单 485 笔，其中来自外省市的订
单占总订单的 84.6%， 所有订单均由邮政快递配
送到家。

7 月下旬开始， 常州市邮政分公司速递部组
织营销员驻点查家湾翠冠梨发运现场， 每天早上
7 点到晚上 7 点，12 个小时待在没有空调的现场，
协调管控全流程工作，致力为农户提供“品控+包
装+运输+配送”的“邮”字牌一站式服务。 正值酷
暑，为确保翠冠梨的品质和寄递时效，今年特增设
“品控”环节，对当天采摘回来的翠冠梨在包装前
一一检查，严格把关品质，保证经邮政之手销售邮
寄的翠冠梨都是佳品。 同时，采用防震网套、隔夹
板、垫海绵给翠冠梨进行“防护”，并配置协调人员
严格管控邮件全程时限、投递质量监控、主动客服
等方面， 确保让客户尽快吃到新鲜脆甜的常州翠
冠梨。 （赵致园 蒋成洲）

“互联网+邮政”探索
惠农助农新模式

为进一步提升机场基础设施水平，推进“智慧
机场”建设，近日，常州机场航务部对安防服务器
进行升级改造，并正式启用智能安防系统。

智能安防系统包括视屏监控、门禁联动、隐蔽
报警、周界报警四大功能，通过 AI 识别实现智能
判断，减少了对人的依赖性和误差，大幅提升了运
行效率，进一步实现对航站楼、业态商铺、廊桥、飞
行区、围界等重点区域的实时监控和管理，增强了
机场运行保障“一盘棋”能力，为旅客出行创设更
加安全的环境。

（机场宣）

常州机场启用
智能安防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