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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完善县级监管体系；加大对
武进、溧阳县级机构的培训和指导力度，探
索提升市县协同管理模式， 更好地提升行
业治理水平能力， 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
展。 （常邮管）

（上接第一版） 也是促进运输结构调整、优
化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举措，对进
一步降低常州地区物流成本，提升区域经济
综合竞争力， 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
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地区港航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 （张雪晶）

（上接第一版）“1”路向前的美好感觉。 第三
轮《“天目湖英才榜”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
来， 溧阳市大力实施青年人才汇聚工程，为
青年人才提供“衣食住行娱”全方位服务。开
通“青年号”主题公交线路，旨在进一步营造
城市友好、青年发展、人才聚溧的良好局面。

据了解，溧阳 55 路“青年号”公交串联
了南航天目湖校区、二实小、实验初中、平
陵高中等我市多所学校， 配备的 7 辆主题
公交车可为包括上述学校的数万名青少年
在内的广大群众提供舒适、安全、高效的绿
色出行服务。 今年， 溧阳团市委计划实施
“青年礼遇计划”，携手交通、城发共同打造
“移动青年之家”。 （王婷）

中秋佳节来了， 杨晓伟接通了与
家人的聊天视频，祝福、欢笑、唠叨、挂
念，无不流露着家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杨晓伟是常泰长江大桥南接线项目的
一名职工，从事交通建设工作 7 年，已
经习惯了节假日在工地过节。

9 月 10 日，在我市在建高速公路
施工现场， 像杨晓伟一样坚守岗位的
还有 1600 余人，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
的机会，倾力推进工程建设，展现了交
通建设者的责任担当。 常州交通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各项目办准备了月饼、

茶果等物品， 尽力让在工地过节的职
工多一分温馨与欢乐。

目前， 溧宁高速已进入最后冲刺
阶段， 正在全面推进沥青上面层、 房
建与附属工程施工， 确保年内建成具
备通车条件。 常泰长江大桥南接线已
基本完成软基处理 、 桩基等施工工
作， 正全面推进路基填筑、 承台 （系
梁）、 墩柱及桥梁上部预制等施工工
作， 确保 2024 年与主桥同步建成通
车。

（张磊）

中秋佳节 1600余人坚守交通重点工程

每年中秋佳节， 常州市公路部门总有这样
一群人，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守护万家团
圆， 他们是收费员， 是巡查员， 是公路养护员
……

做一只月饼。市公路中心组织职工开展“喜
迎二十大 欢庆中秋节” 活动。 职工们和面、包
馅、压模等，忙得不亦乐乎，一只只胖乎乎的冰
皮月饼很快铺满餐桌。 印着“花好月圆”字样的
月饼码得整整齐齐， 每位职工脸上都洋溢着幸
福与快乐。 这些做好的月饼被送至基层员工的
手中，带着美好的祝愿”！

发一份指南。 常州路网发布了中秋假期公
路出行指南， 对全市国省道流量进行了预测，
提醒广大市民注意施工路段信息与绕行线路。
中心值班领导在路网中心与省、 区 （县） 进行
连线， 值班人员加强全市路网监测点视频监控
的巡检频次， 关注公路通行状况， 及时发布路
况信息， 保证节日期间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
通。

守一方工地。 232 省道大中修施工现场，养
护工人们正在实施沥青上面层摊铺作业。 金秋
凉爽的风吹不散工地的滚滚热浪。这个假期，大
中修工地全员在岗， 按照计划进度有条不紊地
推进项目。

共一轮明月。 在 233 国道与 239 省道交叉
路口， 一群标志标线的维护工人在皎皎月光下
埋头工作（如图）。 他们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

会，趁着车少的时间，将公路的标线一条条画起
来。工人张辉说：“不回家不要紧，能把活儿干好
就行。 大家过完节回来就能看到我们的劳动成
果了。 ”十五的月亮见证着这一份付出。

（顾佳舒）

节日我在岗
我市公路部门做好节假日保通畅工作

日前， 京杭运河江苏段绿色现代航
运综合整治工程（江南段）常州段全面开
工建设。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护岸工程、土
方工程、航标工程、桥梁工程、智慧运河工
程（外场设施建设），以及锚地、水上服务区
功能提升、保障体系建设等配套工程，整治
里程 49.372公里，概算总投资 1.93亿元。

2022 年年内计划完成航道工程（护
岸工程、土方工程）主体工程建设，以及
完成智慧运河工程 （外场设施建设）、锚
地、水上服务区功能提升工程，完成年度
投资目标 4000 万元。 （杨文荣）

京杭运河常州段绿色综合
整治工程开工建设

日前，金坛区港航事业
发展中心对辖区内水路运
输企业开展 2022 年第三季
度资质核查，并进行相关工
作提醒告知。

此次核查要求相关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污染防治
及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一是
禁止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或
者超越许可范围经营水路
运输业务，或者所属内河船
舶从事涉海运输。二是禁止
未按规定考核合格、或者未
取得从业人员资格进行船
载危化品进出港申报。三是

根据最新的《安全生产法》，
港航中心要求企业负责人
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的
全面落实， 按规定配备海
务、机务人员，且必须全部
履职到位。加强所属船舶和
船员的日常管理，强化对船
舶设备状况监控，加强对驾
驶人员技能与安全知识培
训，提高船员安全意识。 四
是疫情防控不松懈。要求企
业做好人员外出的报备和
行程跟踪，常态化做好公共
场所的消毒等防控工作。

（王小花）

金坛港航启动
第三季度水运资质核查

受疫情影响， 中秋小长假群众
出行半径较以往明显缩短， 假期旅
行以“郊区乡村游、城市休闲游”等
形式的本地游、 周边游、 短途游为
主， 常州道路旅客运输呈现出以中
短途客流为主， 总体运行平稳的特
征。

中秋假期我市道路旅客累计安
全发送 4.71 万人次， 相比 2021 年
同期下降 24.88%。 2022 年 9 月 10
日-12 日， 全市道路旅客累计发送
47137 人次。 其中常州汽车站（含市
区 5 站）累计发送旅客 14834 人次；
金坛累计发送旅客 9721 人次；溧阳
累计发送旅客 4964 人次；全市省市

际包车累计发送 9243 人次；定制客
运累计发送 8375 人次。全市农村公
共汽电车客运累计 24369 人次，通
勤包车客运累计 46849 人次。 市区
城市公交客运日均 19.76 万人次,市
区出租客运日均 7.49 万人次。 轨道
交通地铁日均客运量 15.66 万人
次。 公共自行车日均租用量 5.57 万
人次。

中秋假期， 全市交通运输部门
统筹做好客运防疫工作、 组织运输
服务保障工作、强化安全应急管理，
竭力为公众出行提供便捷、安心、舒
心的出行服务。

（赵波 何雨）

中秋小长假道路旅客发送 4.71万人次

“小朋友们， 乘坐公交车一定要坐稳抓
牢，注意公交盲区……”9 月 8 日，溧阳城发
集团下属客运公司“公交安全宣讲团”走进上
黄中心小学，为新开学的小学生带来“开学安
全第一课”，普及交通安全常识和乘坐公交自
我防范保护意识，为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开
学礼”。 王婷 黄靓供稿

2022 年暑运期间 （7 月 1 日-8 月
31 日）， 常州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6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3%，单日最大客
流超 1.2 万人次， 国内客流恢复至 2019

年暑运同期的 90.4%； 完成货邮吞吐量
8356 吨，同比增长 135%。

客运方面， 机场积极协调航空公司
恢复、增开航线航班，引入第 9 架驻场飞

机，新增西双版纳、锦州等航线，加密深圳、大
连、成都航班，恢复澳门航班，累计通航境内
外 37 个城市，为保障暑运市场出行需求打下
坚实基础。 同时，多措并举提高航班客座率、
执行率， 与多家航司、OTA 平台联合推出暑
期出行优惠购票活动，包括空铁联运产品、新
航点促销、常州始发中转联程产品等，确保重
点通航城市和低风险城市的航班应飞尽飞。

货运方面，机场不断优化通关保障流程，
开展“箱”待如宾行李服务，提升行李装卸规
范化水平，依托专班保障和“绿色通道”，确保
货物安全有序高效运转。此外，加强货源组织
能力，科学调配优势资源，统筹推进季节性鲜
活产品销售布局，7-8 月实现鲜活产品货量
384 吨，其中水蜜桃和小龙虾 195 吨，同比增
长 150%。

8 月份， 常州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7.5 万人次，同比增长 62.8%；完成货邮吞吐
量 3741.8 吨，同比增长 142.11%。 （机场宣）

常州机场暑运旅客同比增长 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