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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夏思军副市长一行实地查看了前黄船闸沿

岸面貌及保洁状态、水域状态、水域岸线管理等
情况， 听取了常州港航对前黄船闸河岸绿化配
置、 环境保护和水利调水套闸运行工作安排的
汇报。

夏思军副市长充分肯定了前黄船闸安全运
行一年来的成绩，同时强调港航中心、船闸中心
要坚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坚持建管并重，对前
黄船闸民生工程实行全方位管理、保护和监督，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二是继续加深与水利、
水上执法等部门联动，加强河岸线保护、船舶运
输管理、入河排污管控等。三是继续做好调水套
闸运行前期准备工作， 以期发挥前黄船闸水利
民生工程“引江济太”最大效益，坚决打赢、打好
太湖“碧水保卫战”，为常州“532”发展战略贡献
水运力量。 （邵长姝 盛雯）

（上接第一版）
市邮管局表示， 将进一步加强部门协同和

资源整合，凝聚推进合力，按照时间节点及时跟
进落实， 紧密结合本地实际， 积极树立标杆典
型，加快建设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常州模式”。

（常邮管）

为有效发挥行业企业专家在
学院专业规划和人才培养方面的
指导作用，11 月 9 日下午， 常州
交通技师学院召开了第五届专业
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 会议
邀请了 20余名来自行业企业、本
科院校的一线专家参加。

常州交通技师学院院长郑大
庆表示， 期待专委会委员结合行
业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为学
院的专业建设提出指导意见，学
院将以创新的理念主动跟进区域
经济发展，聚焦我市“532”发展战
略，把握“两湖”创新区发展机遇，
动态设置、调整、优化专业结构，
深化专业建设的各项改革。

宝马格（常州）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宋功成总经理代表受聘
专家发言，他表示：专业建设指

导委员会平台的搭建有助于通
过群策群力， 发挥各专业特长，
希望学院能够充分发挥优质教
育资源，加强与行业企业之间的
合作， 推进校企双方可持续发
展，为企业输送更多技能型工匠
和人才。

成立大会上，学院党委书记
杨国俊和院长郑大庆为新聘任
的学院产业教授和专业建设指
导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书。

会议结束后，与会专家委员
观摩了学校第十五届技能节决
赛现场及各专业建设的成果展
示； 并按专业群召开了研讨会，
就学院专业建设、 行业发展趋
势、人才培养模式等议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和探讨。

（单娟 顾燕庆）

聚力专业群建设 探索产教深度融合

近日 ，2022 年度江苏省综合交
通运输学会科学技术奖综合评审结
果和第三批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
会科普教育基地 （2023-2027 年）评
选认定结果揭晓，常州市综合交通运
输学会公路专委会项目获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港航专委会项目和轨道专
委会项目顺利入围获评“第三批省学
会科普教育基地”。

今年全省共有 8 个基地入选“第
三批省学会科普教育基地”， 其中港
航专委会的“常州港航前黄船闸科普
教育基地”是作为全省第一个通航建
筑物运行方案通过行政许可的交通

船闸科普教育基地，其形成了一整套
完整的科普管理制度与成果体系。轨
道专委会的“常州智慧地铁科普教育
基地”是常州市唯一一家全面科普轨
道交通知识的科普教育基地，今年 7
月被授予常州市科普教育基地。

下一步，市学会将继续发挥好基
础平台作用， 完善分支机构建设，为
培养交通科技人才提供助力，积极推
进科技项目的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
努力提高全市交通建设科技水平，为
建设能级更高、支撑更强的现代化常
州贡献力量。

（周生亮）

常交学公路专委会项目获评省学会
科普教育基地和科学技术奖

11 月 7 日下午， 常州国家高新区———常州
交通技师学院政校企座谈交流会在高新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楼会议大厅举行。出席本次
会议的有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人社局局长
潘永沺、常州市新北区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刘
伟、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副镇长万丽娜、常州交
通技师学院院长郑大庆、副院长黄卫国以及常州
比亚迪汽车、北汽重型汽车、新泉汽车、特雷克斯
（常州）机械等企业代表。

座谈会上，刘伟主任介绍了常州国家高新区
（新北区） 优厚的引才育才政策和服务企业的惠
民便民举措。常州交通技师学院院长郑大庆介绍
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一直秉承的“为企业培养更

多优秀技能成才”的初心，希望通过此次政校企
交流，能在政府专职机构的支持和引领下，深挖
与新北区各大规上企业的合作潜能，培养和输送
符合企业用工需求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潘永
沺局长介绍了新北区近年来招商引资的成果以
及随之而来的“招工难”、“就业难”矛盾，希望通
过校政企三方互促互进、有机融合，在人才培养
上形成新生态，在城市发展中注入新活力，在产
业发展中跑出新速度。

随后，学院与企业签署了引才育才基地合作
协议，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人社局潘永沺局
长为常州交通技师学院“常州国家高新区高校引
才工作站”授牌。 （杜丙山 刘翔）

“常州国家高新区高校引才工作站”
落户常州交通技师学院

11 月 5 日，经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批准，
装备专委会组织开展新誉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自主研制的牵引及辅助系统在常州地铁 1 号
线载客试运行前的评审会。新誉轨道交通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杨明才、常州地铁集团运营分公司
总经理俞太亮参加会议。

会上，专家组听取了常州地铁集团和新誉轨
交集团关于常州地铁 1 号线自研牵引及辅助系
统静动态调试、正线专项测试、5000 公里以上空
载运行等试验情况汇报，通过材料审查、现场质
询及充分讨论，一致认为该项目具备载客试运行
条件，同意开展载客试运行。

常州地铁 1 号线自研牵引及辅助系统装车考

核项目作为常州地铁集团的重点科研课题，在研究
过程中投入测试人员近 2500人次， 先后完成软件
完善修订约 60个版本。 该项目通过评审标志着常
州地铁集团在技术创新工作上取得新突破，自研产
品不仅能解决目前存在的备件采购周期长、供货途
径垄断、单价上涨等问题，在保证自研产品与列车
网络控制、 列车信号系统接口完全匹配的前提下，
列车牵引控制指标及性能参数将优于原进口产品。
同时，产品单价较原进口产品下降三分之一，将为
既有线路及后续新线备件采购实现降本。

下一步，自研牵引及辅助系统将在常州 1 号
线投入载客试运行， 进行 50000 公里可靠性考
核。 （地铁集团）

常州地铁 1号线自主研制牵引及辅助系统
载客试运行前评审会顺利召开

近日， 常州市邮政
管理局联合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市总工
会发起成立常州市快递
行业劳动争议调解中
心，针对行业内劳资争议“把脉问诊”。 该调解中
心是常州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首个劳动争议
调解中心。

该中心主要承担两项职能，一是开展劳动争
议预防，定期开展快递行业用工体检、法律讲座、
劳动争议公益课等活动，着力化解纠纷，引导劳
动者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依法理性维权。 二
是开展劳动争议调解，由行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
员、镇（街道）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和律师组成调

解员队伍，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包
括在线申请、远程调解、上门指导等全方位、高效
能的服务，为全市快递企业和快递从业者搭建优
质的调解仲裁公共服务平台，也为构建新就业形
态和谐劳动关系探索了先行经验。

下一步，邮管局将负责指导、督促全市快递
企业成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并有效运作，进一步
创新劳动争议纠纷解决机制，保障快递员群体合
法权益，促进快递行业健康发展。 （常邮管）

常州快递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成立

“过去上街要走 10 多里路，现在
公交车开到了村口，这下我们上街就
方便了。 ”家住溧阳戴埠镇金山里村
的钱奶奶一提到刚开通不久的 217
路公交，脸上就笑开了花。“以后上街
吃茶不用天不亮就起来走路了，吃不
完的田头小菜也好拿到镇上去卖
……”住在油坊村的周大爷也对 217
赞不绝口。

公交开到村口，也开进了百姓心
里。 溧阳市客运有限公司积极践行
“党的二十大”精神，通过主动与主管
部门沟通协调， 实地走访调研踏勘，
着力解决公交线路空白、百姓出行难
的问题，对原有公交线路 217 路站点
从原来 5.5 公里优化延伸到 24 公

里，沿路站点增加 34 个，同时将站点
设到各村庄的村口路边，为百姓提供
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每天发
车 8 个班次，覆盖 29 个村庄，受益人
口近万人，彻底解决了沿线村民“出
行烦、乘车难”的问题。

据悉，今年以来，溧阳市客运有
限公司以“促民生、提服务”为工作导
向，持续推进公交线网优化进一步向
广度与深度拓展，努力提升公交助行
能力和服务水平， 增强公交吸引力，
截止目前已开通 4 条毗邻公交，新增
3 条公交线，优化 9 条公交线，努力
满足城市居民出行需求、助力乡村建
设与城市发展。

（王婷）

公交开到村 百姓乐开怀

2022 年 11 月 11 日上
午，常州交通执法部门坚持
先行先试，为常州市安顺航
运有限公司 “安顺 602”运
散水泥船办理了《江苏省内
河船舶电子证照》（苏交船

常 字 3204002022110001
号）， 这也是常州自全省推
行 “一体化+智慧执法+信
用监管”模式以来，发出的
首张内河船舶电子证照。

（刘正楠 林凌）

我市发出首张内河船舶电子证照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2
日，前黄船闸联合市红十字
会、武进蓝天救援，开展了
首期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考核 ，19 名职工通过本期
考核并获取救护员证书。

参加实操考核前，学员

们已经通过线上理论知识
的学习和测试。从考核情况
看，船闸学员们均熟练地掌
握了常见的急救医疗知识、
多发伤害的现场处置与应
急急救技能。

（邵长姝）

前黄船闸 19人获救护员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