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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特惠活动与游线，还在美团、大众点
评平台进行精准推流、营销，搭建的“常州文旅旗
舰店”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总交易额达 2261 万
元，有效促进了常州节日文旅消费。

针对春季市场，常州开展“和你一起，美好如
‘常’”2022“中国旅游日”常州文旅云直播活动，以
“常州好白相”微信视频号为输出源，搭建全网直
播矩阵，集中整合发布常州文化和旅游新形象、新
玩法、新政策等热点内容。在新浪微博同步开设的
“美好如 ‘常 ’想象常新 ”话题 ，总阅读量达 5329
万，讨论量超 2.5 万。

暑假期间，伴随 2022 常州文化旅游节暨“龙
城夜未央” 夜生活节启动，13 个系列百余项主题
鲜明、层次丰富的活动陆续开展，打造了环球恐龙
城迪诺水镇、青果巷、天目湖、“龙城小外滩”三堡
街等一批有特色、有流量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推出了涵盖嬉水消夏、森系避暑、山野露营、蔬果
采摘、缤纷研学等 30 余项新产品的“嬉游水世界”
“田园欢乐行”“多彩研学乐”主题活动。

在接下来的中秋和国庆节， 常州文旅将赴长
三角重点客源城市上海、南京、杭州、湖州、盐城等
地举办巡回推广活动， 进一步加速旅游市场复苏
回暖，释放文化旅游消费市场潜力。

（常文旅）

（上接第一版）附近运输车辆和往来企业员工众
多，由于未设置信号灯，路口通行秩序混乱。 整
治后，路口增设了信号灯，实施合理渠化。“交警
部门多次上门征求我们沿线企业的意见， 做好
政策解释工作。现在企业门前通行顺畅多了，员
工的生命安全和货物运输安全得到了有效保
障。 ”常州国丰电器厂相关负责人宋国民表示。

右转货车和直行非机动车相撞的“包饺子”
交通事故是近年来整治的重点。 在 232 省道戚
月线路口，就曾发生 3 起“包饺子”事故。 对此，
交警大队实施路口渠化，划设右转危险警示区，
右转与直行信号灯分开放行， 增设右转信号辅
灯，路口加装机非隔离护栏。

此外， 针对 232 省道中分带开口造成的交
通事故，交警大队封闭谈家圩段、芳茂山庄路口
等 12 个路口中分带。治理工程从去年 6 月正式
开工，为了不影响道路通行，很多工程都是深夜
加班加点实施的， 希望广大群众能给予我们充
分的理解，为营造安全的出行环境共同努力。两
年来， 经开区完成 312 国道经开区段交通安全
隐患治理，主要涉及遥观镇和横林镇，实施 232
省道交通安全隐患治理， 主要涉及遥观镇和横
山桥镇，至此，全区 3 个乡镇农村道路隐患整改
将取得阶段性成果。 （交警）

（上接第一版）高速大
队开展深度合作 ，成
立视频监控行动组 ，
充分借助科技手段 ，
对各主要行动点位开
展数据研判及调查取
证工作， 形成多维度
合力， 对各类客运违
法行为实施精准打
击。

有 效 利 用 一 体
化平台 。 区交通部
门与区行政审批局
通过武进区政务服
务一体化平台 ， 实
现事前审批与事中
事后监管的有效衔
接 ， 今年以来 ， 区
交通执法大队共认
领了区审批局推送
的业户经营许可证
发证 、 注销 、 换证
等监管信息 646 条。

（周露露）

溧阳市邮政分公司近年来
加快实施邮政服务乡村振兴的
工作要点，建强三级物流体系，
努力为乡村振兴贡献邮政力量
大“邮”可为。

溧阳市邮政分公司三级物
流体系以市级电子商务仓储物
流运营中心为中枢， 以乡镇服
务站点为支点， 以村级站点为
终端， 以交邮融合线路、 共同
配送线路为纽带， 实现了市、
镇、 村上下行物流渠道的高效
畅通 ， 对全域 173 个建制村
100%覆 盖 。 2022 年 7 月 30
日， 溧阳分公司三级物流体系
全面通过江苏省交通运输厅专
家组的验收， 溧阳成为全省第
二批农村物流达标县， 一个集
交邮、 邮农、 邮商、 邮快融合
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正在稳步
发展当中。

（谢泉平 沈玉红）

溧阳邮政建强三级物流新体系

近日， 省交通运输厅发布
2022 年度交通运输节能减排
技术目录， 常州市公路中心申
报的 “低碳高耐久的渗固磨耗
层养护技术”纳入名单。

近年来， 我市公路部门紧
紧围绕部省关于节能减排、生
态环保、污染防治等要求，积极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渗固磨耗
层养护技术， 适用于沥青路面
的预防性养护， 通过预撒布的
渗固剂恢复原路面老化沥青的
性能， 大幅提升基础层的抗疲

劳特性、抗裂能力，增强原路面
与磨耗层之间层间的粘结作
用， 同时通过特种改性乳化沥
青拌合料提供 1cm 厚度的高
耐久性磨耗层。

下阶段， 市公路部门将进
一步围绕“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践行绿色养护理念，深化
路面材料再利用技术攻关，大
力推进资源集约循环利用，实
施普通国省道养护现代化三年
行动计划， 助力常州交通运输
高质量发展。

（常路轩）

我市公路“四新”技术纳入
省交通运输节能减排目录

8 月 16 日，市道服中心接到 3
位司机师傅来电投诉运费拖欠问
题，请求工作人员帮助维权。 接到
投诉后，道服中心立即启动“一案
一团”工作机制。 经调查核实，3 起
纠纷均发生在志宏物流园内，调解
委员会决定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延
伸“调解直通车”服务功能。8 月 19
日上午，调解员协同志宏物流有限

公司流动党支部，采取现场办公形
式， 最终 3 起纠纷均高效化解，为
货车司机解决了实际困难，赢得各
方点赞。

今年以来，“调解直通车”品牌
共受理货物运输服务质量类纠纷
投诉 753 起， 投诉处理回复率达
100％，群众满意度 90%以上。

（陈元海）

“调解直通车”现场化解运输纠纷
日前， 常州市

顺利 通 过 了 2022
航 闸 养 护 部 级 核
查。 交通部水运四
级调研员马跃 、黑
龙江省航务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薛立平、部水科院
主任刘垒等参加核查。

根据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关于赴江苏开展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包保指导和水运建设运输市场秩序
和服务质量检查的通知》，8 月 22 日-26 日， 部水
运局到江苏省开展相关督导和检查工作。检查组通
过现场抽取确定常州、南通、盐城为补充迎检单位。
常州市迅速反应，成立迎检小组，部署落实各项迎
检工作，根据检查内容，组卷形成十三大类 236 卷

内业资料。 在有关会议报告后，回答检查组当面询
问的具体问题。 检查组高度肯定常州迎检工作，内
业规范，台账反映的航道养护、船闸管理、通航条件
影响评价审核、航道行政执法等工作质量优良。

结合此次部级核查， 我市将积极开展复盘工
作，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工作水
平，确保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水运建设运输市场秩
序和服务质量。

（秦荣歆）

常州顺利通过 2022航闸养护部级核查

8 月 31 日， 武进区牛塘镇武宜运河上，一
艘货船正在通过跨航道厚恕桥。 作为跨等级航
道桥梁，该桥已完成桥名牌、桥涵标、桥柱灯等
助航和警示标志标识的设置， 并安装了主动预
警装置，通过水中雷达实时监测桥下通航净高，
提醒过往船舶注意通行安全。

为有效防范船舶碰撞跨河桥梁事故发生，
武进区 2021 年 6 月启动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
理专项行动， 对辖区所有跨等级航道桥梁开展
隐患排查，共排查桥梁 136 座，形成隐患清单，
建立一桥一档。 经安全风险和抗撞性能综合评
估， 分别落实增设助航标志标识、 主动预警装
置、防撞设施等措施，目前，51 座桥梁已完成隐
患治理，其余桥梁正在加紧施工或招标中，预计
10 月底整治工作全部完成。 （何秋斌）

武进桥梁防护进行时

日前， 为期 6 天的江苏省红十字救援队水
上救援培训班在溧阳市举行。来自全省 13 个设
区市的 65 名红十字救援队志愿者参加了培训。
据江苏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省红
十字会第二次在省内举办这样大规模的水域救
援训练。

本次培训结合河南特大暴雨灾害救援经
验， 通过以训代演代练的方式培养和储备全省
红十字系统水域救援骨干力量， 进一步推进全
省水域救援力量体系建设。据悉，此次培训由常
州红十字龙城救援队 IRIA 水域救援、 青岛市
红十字搜救队的 10 名师资组成教官团承担培
训教学任务。 并引入国际搜救教练顾问联盟
IRIA 水域救援课程，真实模拟不同类型水域灾
害救援现场，提升志愿者水域救援实战能力。

（谢泉平 徐 怡）

省红十字水上救援
培训在溧阳举行

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是常州溧
阳别桥镇别桥村一年一度的荷灯节，上
千盏荷灯将丹金溧漕河三级航道的夏
夜点亮，美轮美奂，让人目不暇接。

8 月 26 日 ， 正是农历七月二十
九，傍晚时分，溧阳市别桥镇第二十三
届荷灯节如期开始。 当地居民欢聚在
别桥镇的别桥人行桥下， 传承非遗文
化，弘扬本土特色”的横幅引人注目，
舞龙、舞狮、锣鼓队、乐队等各种表演
精彩纷呈。 航道两岸的村民将上千盏
寄托美好祝福的荷灯放入河中，霎时，
带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的各色荷
灯把夏夜的漕河点亮了，星星点点，绵
延数里。 （刘喆 谢泉平)

航道夏夜荷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