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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常州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协会）

主管
主办

11 月 1 日上午， 常州市综合交通
运输学 （协） 会召开年度课题调研工作
汇报会， 听取各部门、 分支机构关于本
年度重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的汇报， 理
事长盛建良 、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伟
斌、 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伯平出席会议。

会上， 物流分会、 建设分会、 客运
分会、 危运分会、 驾培分会、 检测分会
以及办公室、 考培部分别汇报了本部门
课题研究的重点内容和推进情况， 陈伟
斌和周伯平分别对今年学 （协） 会课题
调研工作进行了讲评。

今年年初， 学 （协） 会制订出台了
调研课题管理办法， 并将 19 篇调研课
题列入 2022 年学会 （协会） 课题调研
计划。 这些课题既有系统性的行业深度
研究， 也有反映交通运输企业经营现状

和会员单位热点诉求的情况调研， 这些
课题研究将为我市党政部门布局和优化
行业发展规划和改善管理起到积极的作
用。

盛建良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了大
家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 强调指
出， 课题调研是学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高质量的课题调研是学 （协 ） 会发挥
智库作用 、 反映会员呼声 、 服务党委
政府 、 助力行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 下
一步调研要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反映基层呼声 。 通过深入调研
掌握第一手资料 ， 在归纳梳理 、 总结
提炼的基础上上升到理论高度 ， 形成
课题调研报告； 二是要提出意见建议。
深入分析调研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 ，
结合常州实际提出能够落地生根的解

决对策或工作建议 ； 三是要解决突出
问题 。 密切关注前沿动态 、 行业发展
最新趋势和成果 ， 学习借鉴国内外先
进理念和做法 ， 协助政府推动解决行
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 四是要
促进行业发展 。 要发挥学会优势 ， 当
好桥梁纽带 ， 真心实意地服务政府 、
服务行业 、 服务社会 、 服务企业 ， 更
好地体现学会价值。

对年前的工作盛建良理事长要求各
部门及分支机构把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采取多种形式
组织学习和交流， 在高质量完成全年各
项工作任务的同时， 及早谋划好明年的
工作思路和重点工作， 高标准拟定明年
工作计划。

（周生亮）

常交学（协）召开年度课题调研工作汇报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日前，常
州公交借助公交车厢、候车站台等资源，第一时
间开辟了党的二十大主题流动课堂，打造了“常
州三杰”红色站台。

党的二十大主题流动课堂设置在不同线路
的两辆公交车内， 车厢内以中国红为主色调，
在扶手、 广告展板、 车厢尾部等醒目位置布置
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常州 “532” 发展战略
等内容。 除这两辆车外， 还有五辆党员示范车
的车身也焕然一新， 车身四周除了标语 、 红
旗、 党徽等元素外， 还特意用线条勾勒出了中
华恐龙园、 天宁宝塔、 行政中心、 传媒大厦等
常州地标性建筑。

周峻年供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新时
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精神，
推动江苏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出
台了 《江苏省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项
目建设指南（试行）》，组织开展了第一批
江苏省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项目评估
认定工作，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经各地推荐、专家预审、实地评
估、会议评审、综合评定和公示，确定了
第一批江苏省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项
目 7 个、培育项目 8 个，我市溧阳红色水
西片区融合发展项目被认定为示范项
目，金坛“革命老区 茅山红遍”融合发展
项目被列入培育项目。

溧阳红色水西片区位于溧阳市竹箦
镇，辐射周边 100 余平方公里范围，红色
水西是新四军东进苏南抗战的指挥中
心，先后走出包括陈毅、粟裕在内的 91

位开国将帅， 被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专家
称为“苏南抗战圣地”。 赓续红色“根”与
“魂”、拉伸强村“产”与 “链 ”、铺就为民
“路”与“桥”，2019 年编制了《水西村新
四军红色旅游区发展规划》， 集党史教
育、研学实践、文化服务于一体，经过近
几年发展， 红色水西现已形成了省内首
个由“村馆园校”合一的红色教育片区，
还深入挖掘“竹文化”、“红色文化”等内
涵，打造景区、集镇、乡村三位一体的红
色文旅集聚区，形成了“初心红”、“生态
绿”两条特色主题精品线路。 下一步，还
将面向全国讲好红色水西故事， 打造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红色 IP；面向受众营造
活化氛围，复刻“1939 红色水西”历史场
景；面向地方整合关联资源，推进红色产
业融合创新发展。

金坛茅山以 “革命老区 茅山红遍”
为主题，红色旅游线路为脉络，红色旅游

板块为重点，形成了“一心两环、七板块
多点”的点线结合、辐射成面发展布局，
一心为映山红党建馆，两环为红色茶乡、
红色阳山两条红色旅游环线， 七板块为
乾元观、东方盐湖城、茅山森林世界、红
色阳山、仙姑村、茅麓茶场和金牛洞，是
推进“红色+景区”、“红色+乡村”融合发
展的主题板块，多点为红色遗址、红色驿
站等节点。 金坛茅山在科学保护的前提
下深入推进红色旅游融合创新和高质量
发展， 努力打造全省一流的红色革命教
育基地、 红色文化传播高地和红色旅游
体验胜地，创新推进“红色+八进工程”，
打造系列“红色地标”，实现了红色文化、
红色产品、红色服务、红色教育、红色管
理全覆盖， 形成了在全省具有影响力的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茅山模式”。下一步，
还将深化红色文化教育品牌建设， 推进
八大红色地标提质升级， （下转第二版）

常州两片区定为全省首批红色旅游融合发展项目

日前，常州本地企业自主研发并
生产制造的 “苏交巡 0401”执法艇 ，
在锡溧漕河常州南宅段水域顺利试
航，该艇交付后将成为常州市最大的
交通运输执法艇

据悉，该执法艇采用单体、深 V
双折角、铝合金复合增强纤维结构设
计，兼顾了硬度和轻便性，总长 21.8
米，型宽 4.2 米，型深 1.5 米 ，配备 2
台 205KW 柴油驱动螺旋桨主机，最
高静水航速 38km/h， 最大续航力可
达 350 公里，全速航行时平稳，适航

性好， 能够满足全天候安全出航要
求。 船艇甲板有较大的露台空间，分
为打捞救助平台、无人机操控平台以
及用于执法的消防驱离平台。艇上不
仅配备消防救援装置、 应急排水装
置， 而且还配有先进的通讯导航、光
电监视取证等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
的执法设备，执法范围可覆盖常州内
河通航水域，具有装备精良、技术先
进、反应快速的特点。

该艇不仅能大幅度提升市交通执
法部门的水上突发事件 （下转第二版）

常州最大铝合金交通执法艇试航成功

为贯彻落实省局党组、省委组织部、省委两新
工委 《关于推进快递业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
行）》，加强基层党建阵地建设，扩充关爱快递员服
务载体， 强化对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组织
引领和服务保障，近日，常州金坛 29 个由废旧邮
政报刊亭改建的“红色驿站”统一亮相，满足快递
员等新业态群体党建活动和暖心服务需求。

常州当地街道党委和邮政公司对辖区内废旧
报刊亭投入资金进行改造， 在提升外观的同时细
化功能、 创新服务方法， 把废旧的报刊亭扩建成
具有党建宣传、 党风廉政案例、 法治教育、 志愿
者服务、 学习书屋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红色驿
站”。 驿站内设置了电风扇、 桌椅、 微波炉、 饮
水机、 便民小药箱、 电瓶车充电桩、 报纸杂志阅
览台等 10 余项便民服务项目， 为快递小哥、 环
卫工人、 外卖人员等新就业形态群体提供暖心便
捷关爱服务。 后期驿站还计划引入志愿者队伍进
行公益运营管理， 由社区老党员、 志愿者轮班值
守， 就近为社区留守儿童、 孤寡老人、 困难群众
提供志愿服务。

下一步，市邮政管理局将与各级党委部门、邮
政快递企业加强沟通协作， 盘活闲置邮政快递场
地设施资源，着力完善“红色驿站”服务功能，不断
提高驿站覆盖率、使用率和维护率，通过阵地和服
务把温暖和关怀送到更多快递小哥的心坎上。

（常邮管）

常州首批废旧邮政
报刊亭变身“红色驿站”

2022 年 10 月 30 日起，常州机场开始执行冬
航季航班计划。

本次航班换季， 常州机场通航 35 个城市 37
个机场，每天 2 班以上通航城市 14 个。 重点针对
昆明、成都、南宁、哈尔滨、长沙、珠海等航线予以
加密，其中成都 4-5 班/天，昆明 4 班/天，航线网
络的通达性和便捷度将明显提升。同时，常州至澳
门航线继续保持每周 4 班， 且继续通航赣州、安
康、锦州等特色航点，助力“老、少、边、红”地区经
济发展。

为方便旅客出行，旅客班车也持续优化。目前
市内已开行四条班线，通达常州客运总站、通江路
候机楼、武进客运站、武进候机楼、高铁北站、金坛
客运站等六个站点，周边城市开通了镇江、江阴、
靖江三条班线，通达八个站点，每天共 130 余班次
往返于常州机场。

我市将积极推进航班恢复工作， 进一步优化
航班时刻和航线网络，加密核心航点航线，满足旅
客出行需求，助力地区经济发展。

（张田）

常州机场执行
冬航季航班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