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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起， 常州公交 T100 路
公交车试行“方言报站”，在原普通话
的基础上加上由电视台主持人楼益
华播报的“常州话”报站。

今年常州“两会”期间，市政协委
员提出了关于在常州公交车上增加
常州方言报站的建议，结合之前市民
的建议，常州公交综合各方面因素选
择了在 T100 路公交车上试点。

T100 路公交从红梅公交中心站
始发开往瞿秋白纪念馆，线路横跨运
河两岸，行走于延陵西路，串联起瞿

秋白、张太雷和恽代英三维先烈纪念
馆和常州红馆，该线路试行常州方言
报站，在传承常州地域文化的同时进
一步增强红色记忆，凸显城市特色。

方言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地域
文化的纽带， 随着城市迅速发展，方
言受到冲击也越来越严重 ， 选择
T100 路公交车方言报站试点也是保
护方言有意义的尝试，今后，常州公
交也会根据试点后的反馈情况决定
是否在其他公交线路上推广。

（周峻年）

T100路公交试行常州方言报站

近日，“抖音”平台“炬光直播车”抵达
常州，在天目湖与东方盐湖城各开启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访谈直播。 过程中，直播间
人气始终保持“10 万+”，由直播内容引流
到景区官方账号下单的更是不计其数。

据悉， 本次联合直播活动是常州文
旅携手网络平台对文旅企业的助力扶持
与样本输出， 也是今年常州文旅秋季系
列营销推广活动的开端。

直播车进景区获新粉丝
两场直播均设在景区风光最佳的打

卡点，天目湖景区副总裁、营销中心总经
理史瑶琴与东方盐湖城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静借助“炬光直播车”的完备
直播设备， 与全国网友畅聊景区经营心
得，不少用户一边听故事一边互动下单。

史瑶琴在直播间分享了一则 2019
年天目湖水上国风走红的视频。 在她和
她的团队看来， 正是因为景区重视新媒
体内容布局与经营， 在特殊时期才能持

续通过“抖音”“星途达人”等平台挖掘更
多用户参与“种草”与互动，有效增长了
多种线上传播、销售渠道。在 7 月的一场
景区直播中， 天目湖官方抖音账号收获
80 万人观看， 直播商品交易总额达 600
万元，客房销售超过 3000 套。

在吴静的分享里， 凭借人文景观和
国风沉浸式游玩出圈的东方盐湖城，将
多文化主题、 多体验类型产品作为景区
主打吸引招徕游客。 东方盐湖城自 2020
年搭建新媒体矩阵以来， 通过持续发布
优质短视频内容为景区旅游积攒高人
气，今夏实现官方单场直播“50 万元+”
销量、观看人数单场超 150 万的成绩。

企业复苏成平台样本
据悉，在本次直播中，不仅有景区嘉

宾的分享， 还有来自抖音集团官方营销
服务平台“巨量引擎”的代表参与访谈，
以常州企业为样本， 为全平台更多文旅
用户提供参考。

自 8 月 15 日起，在全国工商联宣教
部的指导下，“巨量引擎” 联合新华网推
出《炬光》之本地商家助力行动，在全国
开启直播。常州与上海、武汉一起成为新
媒体平台的首选直播城市。 相比常态直
播，这次专场直播邀请“巨量引擎”营销
团队、 本地商家、 达人助力本地商家复
苏。 “巨量引擎”相关负责人在常州站直
播间分享了关于文旅行业的平台助力解
决方案， 并以常州企业为文旅复苏样本
分享内容。

新媒体打响常州品牌
通过新媒体、新活动、新手段全面推

介常州，是我市文旅部门围绕“532 战略”
拉动文旅消费及复苏发展的重要抓手。
记者从市文广旅局了解到， 包括本次联
合直播在内，今年以来，针对不同季节、
不同时段的多元化营销推广成效显著。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常州文旅不
仅组织全市重点景区推出 （下转第二版）

“互联网+”打造常州文旅“新支点”
为加强党对快递行业的全面领导， 推进快递

业更好融入基层治理， 日前， 常州市首个快递行
业党群服务中心在常州中通分拨中心揭牌成立，
并同步发布 “党旗红、 快递畅” 快递行业党建品
牌。

2022 年， 为推动全市快递行业党建工作高
质量发展， 常州市邮政管理局聚焦快递行业从业
人员现实需求， 在常州国家高新区打造全市快递
行业党群服务中心， 中心落户于全市最大的快递
分拨中心中通快递常州分公司， 配套建设党建展
示中心、 综合服务中心 （即司机之家） 等 “五区
一室一吧”， 其中党建展示中心总面积约 600㎡，
集党建工作展示、 党员教育培训、 开展组织生活
等服务功能于一体 ； 综合服务中心总面积约
10000㎡， 最多可同时满足约 500 人的食宿需求，
为快递员、 货车司机群体提供就近就便服务。 常
州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成为全市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中面积最大、 功能最强、 覆盖人群最广的党
群服务中心。

下一步， 市邮政管理局将以快递行业党群服
务中心成立以及行业品牌推出为契机， 为快递员
群体量体定制党建赋能、 融合共享、 便民利民的
服务矩阵， 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 “赋能聚力”，
为常州市深入实施 “532” 发展战略贡献行业力
量。

（常邮管）

常州市首个快递
服务中心建成揭牌

据悉，232 省道经开段经过去年交
通安全隐患点专项治理， 今年 1 至 8 月
发生 2 起亡人事故，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
降 33.3%，交通事故亡人率有效下降。

232 省道经开区段全长 16.3 公里，日
均交通流量高达 3 万余辆，交通安全设施
陈旧，交通事故高发，被常州市安委会列
为 2021 年度道路交通隐患整治挂牌督办
重点。 为此，经开区交警大队会同市交通
局公路中心、 经开区建设局以及属地镇
（街道） 启动该路段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确定具体隐患整改点位 21 处，通过中
分带封闭、路口渠化、划设右转危险警示
区、增加人非通道等措施，推动道路交通

事故减量控大，巩固“一年小灶”工作成
效，推进“三年大灶”专项整治。

232 省道漕上路口是一处五岔路
口，交通流量大、主次干道搭接不合理，
十字交叉路口多出一条分岔小道迎宾支
路， 许多村民习惯从迎宾支路抄近路出
行。但迎宾支路离主干道仅七米，不适宜
设置信号灯， 从迎宾支路进入路口的人
车通行混乱， 经常与主干道直行车辆发
生碰擦，甚至引发了恶性交通亡人事故。

对此， 交警大队曾试图封闭小道，但
部分群众认为绕远路带来出行不便，不同
意整改方案。 为此，交警大队完善方案，在
整改前期广泛宣传发动，会同属地乡镇、村

委多次上门走访沿线群众，召集涉路企业
及村民座谈，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如今，迎宾支路与 232 省道搭接口已
封闭，漕上路恢复为正常的十字路口，路口
全面渠化，人行横道线前移，彻底消除了隐
患；另一方面，交警大队回应群众诉求，在
该路口的东侧主干道开设人非通道，施划
震荡减速线，完善交通引导标志，增设行人
信号灯与 S232 省道漕上路口实行配时联
控，提升群众从主干道通行的便利性。

针对 232 省道沿线企业众多、往来运
输车辆事故高发的问题， 交警大队对川威
大厦路口、宣家村路口开展整治。川威大厦
路口靠近常州国丰电器厂， （下转第二版）

交通安全隐患治理实现亡人率降低三分之一

日前， 溧阳市埭头镇余家坝村的校车站台
面貌焕然一新，风格区别于一般站台，艳丽的色
彩加之童趣元素让来往的行人眼前一亮。据悉，
目前溧阳埭头镇共计 7 个校车站台进行了全面
升级。该项目既是 2022 年溧阳市埭头镇民生实
事之一， 同时也列入了市政府推动解决民生实
事的 18 项（交通设施优化工程）工程之一。

邹迪 谢泉平供稿

溧阳校车站台
有颜值有童趣

今年以来， 武进区交通部门持续深化 “一体
化”交通执法新模式，以“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安
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两项重点工作为抓手，常态
化开展跨区域、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完善多部门
数据共享执法机制， 全力提升交通运输领域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

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 积极参加市区两级各
项专班长效治理工作。相继联合公安、环保、应急、
住建等部门开展交通运输领域非法营运专项整
治、机动车维修行业安全专项整治、城镇燃气安全
生产专项行动、危化品非法储存运输专项整治，同
时全面推进跨部门联合“双随机”检查等等。 截至
8 月 26 日，共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 13 次，均
取得了显著成效。

推进跨区域联合执法。 全力提升跨区域交通
执法协作能力。 8 月以来，相继参加苏锡常片区市
际联合执法行动，对跨市际运行的“百吨王”车辆
实施区域联合整治，并进行装载源头、改装源头、
运输企业源头的深度溯源和查处。联合宜兴交通、
环保执法部门在中干河武宜交界航道开展了跨区
域联合巡查行动，有效遏制非法转移、处置、倾倒
固体废物案件的高发态势。

完善数据共享执法机制。在路检路查、视频调
取、联合惩戒等方面与区交警大队、（下转第二版）

武进持续深化
“一体化”交通执法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