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丰富红旅深度融合产
品供给， 提升红色旅游公共服务品
质， 力争进入下一批江苏省红色旅
游融合发展示范项目。 （常文旅）

（上接第一版）应急处置能力，还对维护
常州市的水运秩序、强化水上安全监管，
保障水上作业人员安全和船户的合法权
益发挥重要作用。 （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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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 市公路中心举办 “学习二十
大， 强国复兴有我” 2022 年常州市普通国省干
线养护知识竞赛， 答题围绕二十大报告精神、
公路养护理论、 实际操作知识等方面， 考察养
护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 全市共 4 支

代表队 12 名队员参加了竞赛， 比赛过程中， 选
手们经历了必答题、 抢答题、 风险题三个环节，
均展现出新时代公路人的精神风貌。 最终， 江
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代表队一举夺冠。 据
悉， 竞赛成绩将计入今年的优质养护示范路创

建总成绩。
经过公路养护技

能竞赛、 二十大知识
竞赛等多项赛事 ，我
市公路部门以赛促
学，以学促养，从业人
员专业技术水平得到
了进一步提高， 养护
队伍士气进一步提
升， 年轻职工脱颖而
出， 有利于养护队伍
建设和长效发展。

（常路轩）

学习二十大强国复兴有我
———我市普通国省干线举行养护知识竞赛

10 月 31 日， 常州市三级航道网
整治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魏村枢纽
项目办组织召开了 《船闸工程建设质
量与工程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重
大科研专项子题 1 和子题 2 的结题验
收会，省交通运输厅科技处、建管处，
省厅港航中心、华设设计、南京水科院
等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参会， 专家组
对 2 个课题完成情况进行审议， 一致
同意两项课题通过结题验收。

《船闸工程建设质量与工程品质
提升关键技术研究》重大科研专项由
4 个专题 12 个子题组成， 本次验收
的子题 1 和 2 分别为《船闸混凝土耐
久性提升技术研究与应用》和《船闸
特殊部位性能提升材料关键技术研
究》。子题 1 主要开展“复杂环境下百

年耐久性船闸混凝土关键技术研
究”、“船闸工程混凝土耐久性评估及
核心性能指标研究”和“抗蚀损高性
能混凝土研发”。 子题 2 主要针对结
构复杂、 混凝土难以充分振捣部位，
开展高性能自密实混凝土研究；对施
工缝界面接缝砂浆进行制备及应用
研究，同时对船闸易受冲磨、空蚀等
有抗冲耐磨需求部位，开展面层抗冲
耐磨防护材料及应用研究。

作为交通部 “平安百年品质工
程”示范项目、交通强国品质工程样
板依托项目，下阶段，魏村枢纽项目
将加快对剩余科研子题的推进和落
地应用， 并尽快开展结题验收工作，
为“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蔡瑾）

魏村枢纽扩容改建工程重大科研
专项课题子题一、二顺利完成结题验收

“我没有绕路啊！ 乘客同意我从高架走的！
怎么能怪我？ 我不认！ ”“朱师傅您别着急，喝口
水。我感觉您对法律法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不
如我们先一起看看当时的车载录音录像， 然后
我再一条一条的对照跟您解释违反了哪些法律
法规。”这是发生在常州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一
大队办公室里的对话。

2022 年 10 月 27 日上午，一位出租车驾驶
员来支队处理违章，因为对处罚决定不认可，情
绪激动，十分抗拒接受问询。在执法人员的耐心
劝解下，驾驶员情绪逐渐平稳。随后两边拉起了
家常。执法人员在沟通中了解到，驾驶员是外地
人，孤身一人在常打拼，因为受疫情以及市场份
额挤压的影响，营业额大不如前，至今还拖欠着
公司的租金， 这才想到通过绕路增加里程从而
获取更多收入。

执法人员了解情况后对其自身情况表示理
解和同情， 同时向朱师傅分享了一些行业内值
得借鉴的经营小技巧， 同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通俗易懂的讲解， 告知其作为驾驶员应该主
动为乘客选择合理路线， 不能借着乘客同意的

名义实施绕路行为。 通过长达 40 分钟的“说理
式”执法教育后，驾驶员非常感谢执法人员耐心
讲解， 坦然接受处罚， 并表示今后一定合规经
营。

据悉，自交通运输执法领域推广“说理式”
执法后， 市交通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就将原来单
独处理案件的办案室搬进了日常工作的办公
室，为的是拉进与行政相对人的距离，给予相对
人平等、融洽的陈述申辩环境，为“说理式”执法
营造轻松的交流环境。 同时执法人员在沟通环
节有意识的采取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 警示告
诫、共情理解等方式，说明事理、法理、情理，切
实发挥“说理式”执法在钝化执法矛盾、预防和
化解执法争议纠纷等方面的作用。

下一步， 市交通执法部门在严厉打击各类
违章行为的同时，将持续加大“说理式”执法工
作力度，把“说理式”执法的服务理念推广到日
常执法的宣传、管理、投诉、行政处罚等各个环
节，将“说理式”执法进一步融合，打造新的执法
模式，实现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规范化长效治理。

（杨鑫）

“办案室”搬进“办公室” 常州交通执法有“温度”
近日， 从省交通运输工会传来喜

讯： 常州交通技师学院两组作品获评
省“喜庆二十大交通职工微心愿”比赛
摄影作品三等奖并展出。

作品作者曹星皓老师和丁乐恒老

师分别从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匠
心·初心” 的角度， 展现了作品主人
公———新一代交通青年争做能工巧
匠，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的美好
心愿。 （张文英）

常交院作品在省比赛中获奖

11 月 1 日， 武进区交通运输局召开船舶
碰撞桥梁隐患治理工程竣 （交） 工验收会议，
136 座跨等级航道桥梁完成防碰撞隐患治理，
顺利通过验收，标志着武进区船舶碰撞桥梁隐
患治理工作全面完成。

为保障通航船舶及农村公路桥梁通行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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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治理， 许多跨航道桥梁增设了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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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通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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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桥
梁通航限高查询”， 实时查询武进区内干线航
道上桥梁的净空高度，判断是否满足自身船舶
通航要求，增加安全通航保障。

下一步，武进区交通部门将结合省委巡视
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交通基础设施
完善及隐患治理工作，持续做好桥梁助航设施
和防撞设施的定期巡查，及时维修保养，确保
桥梁运行安全。

（何秋斌 俞志成）

武进 136座跨航道桥完成防船舶碰撞隐患治理

10 月 25 日， 在常
州高铁北站出租车候客
区， 随着两间便民卫生
间的运达， 围观人群中
一片欢呼，原来是出租车驾驶员们关注的上厕
所难题终于得以解决。

今年以来，市交通执法部门在走访出租车
司机过程中，不少司机提出高铁北站出租车地
面排队区域“上厕所难”的问题。因为在排队候
客，怕错过生意，好多男驾驶员只能在附近草
丛解决，女驾驶员更是没办法，只能少喝水不

喝水来减少上厕所频率。
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诉求后，主动联系高铁

综治办、高铁管理公司、新北环卫所等单位，并
多次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资金、场地、设施设
备等诸多问题，终于在近期圆了驾驶员的“厕
所梦”，使得“方便”终于方便了。

（刘正楠 金科）

让群众“方便”更方便

10 月 28 日，市交通运输局 、市纪
委监委派驻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组对
南沿江城际铁路项目廉政建设情况进
行督查。 南沿江铁路建设以来，市铁路
办坚决落实“管党治党”主责，扎实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通过建立
干部廉政档案，签订廉政承诺书，组织
廉政教育学习， 定期开展廉政形势分

析，设置廉政举报箱，提高参建人员廉
洁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

在项目现场督查组强调：建设单位
要以二十大精神为行动指南，统筹抓好
安全生产和工程推进， 规范资金管理，
为我市铁路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
强的政治、作风和纪律保证。

常铁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