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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溧阳邮政管理局成立大会
暨揭牌仪式在溧阳市交通运输局举
行，常州市邮政管理局全体领导班子
与溧阳市委、市政府领导共同出席仪
式并揭牌。

在成立大会上，常州市邮政管理
局就溧阳成立邮政管理局表示祝贺
并宣读了溧阳邮政管理局成立批复
和局负责人任职决定。溧阳邮政管理
局局长作表态发言。溧阳市委市政府
领导就溧阳局尽快进入角色、服务溧
阳发展等方面提工作要求。

据了解， 江苏省邮政管理局于
2021 年 12 月底批复成立溧阳邮政
管理局。溧阳市政府同步设立溧阳市
邮政业安全发展中心， 编制 6 人，委
托溧阳邮政管理局管理，负责属地行
业监管。溧阳市邮政管理局的成立是
全市邮政管理系统完善县级监管体
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标志着邮政行
业管理迈入了新阶段。

常州市邮政管理局表示， 将以溧
阳局成立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涉农市辖
区邮政监管机构覆盖， （下转第二版）

溧阳邮政管理局揭牌成立

刚刚过去的八月， 西太湖可谓热闹
非凡。 湖里，2022 年全国摩托艇锦标赛
如约而至，26 支赛队的 100 多名运动员
在西太湖劈波斩浪 。 岸上，第二届西太
湖国际音乐节盛况空前， 近 2 万名乐迷
齐聚西太湖共享音乐盛宴。

湖里岸上，“文旅+体育” 的融合奏
响了 “两湖” 创新区核心区的美丽经济
“协奏曲”。

重笔挥毫 绘就“动”态画卷
作为目前苏南地区唯一保留了原生

态景观的天然湖泊， 西太湖集聚了常武
地区最宝贵的生态资源， 常州西太湖科
技产业园深谙其道，借题发挥，以“水”为
体，以“动”为美，通过打造不同的品牌
IP，引领创新融合发展新业态。

西太湖半程马拉松就是其中的代
表。从 2014 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8 届，
除了比赛本身具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更带动了西太湖周边旅游、住宿、餐
饮等产业发展。

在这一品牌赛事的引领下， 西太湖
在文体旅融合发展方面不断探索， 先后
举办了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龙舟
邀请赛、西太湖国际音乐节等，与武进区
水上运动协会、奇峰体育、米兰游艇、飞
凡西海岸等多个俱乐部合作， 成为多支
队伍的训练基地。

不久前在西太湖圆满落幕的 2022
年全国摩托艇大赛是今年国内最高等级
的摩托艇赛事， 赛事直播总观看人次超
过 160 万，吸引了央视、新华社等多家媒
体的关注和报道。 即将到来的 10 月，第
九届西太湖半程马拉松赛又将如约而
至， 届时西太湖将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
焦点。

借力办赛探索融合发展模式， 打造
“文化+体育”“旅游+体育” 等新业态新
模式，西太湖通过传播体育文化、丰富旅
游体验，更好满足群众的体旅、文旅等需
求，激活产业融合发展动力，带动区域经
济提升。

细笔刻画 撰写“静”态文章
起跳摸高，谋定后动。在欢腾热闹之

下，西太湖努力做好“静”字文章，让游客
群众尽享大自然美景时， 也能体验城市
中的静谧时光。

西太湖畔， 园区对沿湖建筑物实施
亮化工程，打造美轮美奂的西太湖夜景，
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

雅集园内，西太湖美术馆、刘海粟夏
伊乔艺术馆、油灯博物馆、陈履生美术馆
等一批文化载体，组成了江南地区环境最
美、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艺术馆群落。尤
其是西太湖美术馆，几乎月月有特色艺术
展，免费向游客群众开放，平均每年累计
参展人数 7 万人，点亮了文化西太湖。

西太湖还努力打造书香文旅， 借助
辖区内的 17 个书屋，将其打造成网红打
卡点，形成阅读空间旅游线路，让游客在
休闲旅游中感受到别样的文化味， 给游
客带来阅读与旅行相融合的完美体验。

（常文旅）

“文旅+体育”融合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为进一步提升交通执法服务水平， 加强
对货运司机群体的关爱，9 月以来, 武进区交
通执法大队在 10 个基层执法中队设置“流动
书架”，目前，共计约 800 本书籍可免费供卡
友们借阅。

这些“流动书架”以各基层中队打造的货
运司机“红色驿站”为依托，与武进道路货运
行业党群服务中心的“流动书屋”一起免费向
广大卡友开放，并定期将书籍进行交换流动,
进一步丰富广大卡友司机精神文化生活。

今年以来， 武进交通执法大队积极创新
探索“书香执法”和“人文执法”建设，结合正
在开展的道路货运行业党建工作， 让书香氛
围延伸到服务对象群体， 积极凝聚广大货运
司机主动作为、服务社会的强大正能量。

邱奕娇 周露露供稿

近期，随着我市各学校正式开学，车
流量增加带来了一定的道路交通压力。
为保障学校周边路段开学后的安全畅
通，公安交警部门启动交通信号灯“开学
模式”， 已对全市 81 所学校周边 125 个
路口信号灯进行“加减乘除”式优化。

做好时段优化的“加法”。 通过大数
据筛查发现， 有些学校周边的交叉口开
学前后流量变化较大， 遂为该路口定制
上下学配时方案，单独划分高峰时段，缓
解因流量短时聚集导致的交通拥堵。 目
前，已对觅渡桥小学、紫云小学、兰陵中
学等 31 所学校 42 处交叉口进行开学时
段优化调整。

做好信号周期的“减法”。 为确保信

号配时与开学季流量相匹配， 开学后会
压缩学校周边路口非关键车流的放行时
长， 换取更多接送学生车流通过路口的
时间， 从而提升学校周边道路交通整体
运行效率。 目前，已对朝阳中学、北环中
学等 44 所学校 67 处交叉口进行相应调
整。

做好放行模式的“乘法”。 分析交叉
路口去年同期的车流量数据， 发现左转
流量明显增加时，为提高路口通行效率，
在左转和直行单独放行期间增设直左搭
接相位， 以消除左转放行效率低引发路
口等待时间长等问题。目前，已对龙城小
学等 2 所学校的 3 处交叉口放行模式进
行调整。

做好协调放行的“除法”。 在同一条
道路上短距离路口设置较多的情况下，
提高相邻交叉口协调效果稳定性， 确保
车辆可以一次性安全通过多个短距离路
口的可能，确保主要车流快速疏散，以降
低行车延误。 目前，已对新桥初中、龙锦
小学、 钟楼实验小学等 35 所学校周边
85 处路口进行协调控制。

下一步， 交警部门还将每天通过视
频巡查、大数据监测，实时掌握道路交通
状态，吸收各方经验及建议，继续动态优
化信号配时方案， 让交通信号更加精细
化、 人性化， 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出行环
境。

（交警）

学校周边信号灯做起了”算术“

2022 年中秋运输期限为 9 月 9 日至 9 月 12
日，计 4 天，常州火车站发送旅客 14 万人。

今年中秋假期将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旅客
出行方向主要集中在郑州、合肥、徐州、淮安、连云
港、上海等方向，客流高峰出现在 9 月 9 日下午至
9 月 10 日上午、以及 9 月 12 日下午。 为满足旅客
出行需求， 铁路常州站恢复开行旅客列车 48 列，
加开旅客列车 3 列，主要为重庆、郑州、安庆、徐
州、芜湖、合肥、连云港、武汉、阜阳、宁波等方向。

（刘猛）

常州火车站中秋
发送旅客 14万人

日前， 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获省发改委批复， 为项目开工建设提供了有利条
件。

德胜河航道是 《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的重要支线航道，是江苏
省“二纵五横”干线航道网中“一纵”京杭运河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常州市唯一的三级通江航道。

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全线按三级航道标准建
设， 航道起于魏村枢纽下游引航道末端、 止于京
杭运河口， 整治航道里程 17.7 公里。 航道设计
最大船舶等级为 1000 吨级， 航道底宽不小于 45
米 ， 航道水深不小于 3.2 米 ， 弯曲半径不小于
480 米 （终点京杭运河口向镇江方向局部困难段
为 280 米 ）； 改建桥梁 15 座 （含京沪铁路桥 1
座）， 通航净空不小于 60×7 （米）， 本项目估算
投资 67.9740 亿元。

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能够极大地提升通航能
力，提高区域内部水路货运分担比例，既是适应船
舶大型化快速发展的要求， （下转第二版）

德胜河航道整治
工可报告获批

9 月 8 日 10 时许， 溧阳市 55 路公交照常驶
出天目新城客运站。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公交线路
有了最新身份：“青年号”。

当日上午，在溧阳市人才办指导下，团市委、
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发集团联合举行发布会，宣布
溧阳首条“青年号”公交线路开通。 来自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的师生代表乘坐了首班 “青
年号”。 脚下是融入了“溧阳 1 号公路”元素的地
板，抬头可见振奋人心的励志标语，师生们在“不
一样”的车厢里激动地体验了一回 （下转第二版）

溧阳首条“青年号”
主题公交线路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