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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上午，副市长狄志强来
到前黄船闸调研水运通道建设工作，
市政府副秘书长曹建中等陪同参加。

狄志强一行实地察看了锡溧漕
河前黄枢纽工程，详细了解船闸运行
实际状况、 运输货物种类等情况，听
取了常州港航“十四五”深入实施规
划及前黄船闸水运基础设施现状、发
展思路情况汇报。

狄志强副市长充分肯定了市港
航中心、船闸中心围绕市有关部署要
求，立足当地资源禀赋，锚定前黄船

闸内河航运枢纽发展定位的做法。针
对下一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研
究、科学规划，最大限度发挥出良好
的水运资源综合效益。 要提前谋划，
精密部署水运通道建设的扩能升级，
力抓落实，加强新技术与航运发展的
有机融合，提升船舶运输效率，满足
人民群众对交通运输的不同需求，发
挥好港航担当。

11 月 9 日上午，常州市副市长夏
思军来到前黄船闸调研， 市政府副秘
书长汪晓东陪同参加。 （下转第二版）

市领导先后调研前黄船闸

11 月 8 日，2022 常州文化旅游推广
周在在上海启动 ， “常州·XIN 体验 ”
2022 常州文化旅游推介会同步举行。

“有一种度假方式叫常州。这里文脉
悠长，人文荟萃；这里绿水青山，宜居宜
游……”常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盛
蕾特别出镜为常州“代言”，邀客常来走
走！ 作为常州文旅长三角系列推广的首
站， 常州市人民政府携常州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重点景区、文旅企业亮相，向
上海游客“走心”推荐常州文化旅游新业
态、新产品、新体验。

提及常州，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东
方侏罗纪”恐龙园，或是烟波浩渺的天目
湖。这些世人熟知的经典永远不会过时，
而常州文旅人的创新也从未停下。 随着
近年旅游趋势进入“即兴度假”的新型旅
游圈，常州焕新打造令游客“可听、可看、
可触、可闻、可品”的五感 XIN 体验，并
于推介会现场发布体验视频， 引发了与
会嘉宾的浓厚兴趣。

全国特级导游史剑锋以城市文脉为
切入点， 分享了一处处 “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常州·新（心）体验；知名旅游博主
蓝先生则贴心为上海游客送上一份详尽
的“周末逃跑计划 ”，田野追风 、古镇赏
味、湖畔露营、古巷体验、山野温泉……
今秋在常州实现“周末度假自由”。

近年来，常州全方位接轨上海、融入
上海，谋求大范围、宽领域、深层次的文
旅合作，取得了累累硕果，“周末游常州”
已经逐渐成为上海都市人群的 “心头
好”！

顺应长三角地区秋冬旅游消费新变
化、新特点，推介会上，常州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发布了面向上海市民游客的一
系列优惠政策：天目湖景区、淹城春秋乐
园等部分景区， 对旅行社组织的上海团
队游客实行景区门票“买一送一”“半价”
等特惠政策； 上海游客持上海身份证或
者居住证，游中华恐龙园、天目湖景区、
淹城春秋乐园等景区， 可享受不同力度

的门票折扣、 特惠联票以及酒景套餐优
惠，以上活动均持续至 2022 年底。

值得一提的是，“常享游乐享常州总
入口”也于现场发布了“1 元游常州”上
海文旅推广周特别活动，东方盐湖城、恐
龙谷温泉、淹城春秋乐园、茅山森林世界
等 15 款景酒套餐，只需 1 元限时火热抢
购。

同时，常州文旅从资源禀赋、营商环
境和项目特色等方面推出了 30 个文旅
招商项目，包含文旅资源利用，文旅项目
管理与运营，文旅特色街区、文旅消费集
聚区、旅游休闲街区等建设与提升，特色
餐饮、特色住宿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现
场，太湖湾旅游度假区与乡伴文旅集团、
茅山旅游度假区与格美集团、 曹山旅游
度假区与景域驴妈妈集团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

另悉，11 月中下旬， 常州文旅推介
团还将赴湖州、 盐城等长三角重点客源
城市开展交流推广活动。 （常文旅）

2022 常州文旅推广周正式启动

花海大道与南沿江城际铁路同步实施工程
自 2020 年 12 月 28 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积极
协调配合，施工单位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强技术
复核， 对工程的主要部位及复杂部位进行重点
控制，于 2022 年 7 月完成上跨沪武高速钢箱梁
施工， 并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完成该项目竣工
验收工作。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周边路网状况，带
动周边区域发展，方便当地民众出行。

该项目位于常州市武进区境内， 起于龙江
河南岸，与现有花海大道相接，向南下穿新建南
沿江城际铁路，上跨沪武高速，止于沪武高速南
侧，路线全长 932 米。其中上跨沪武高速设置大
桥 1 座，采用 3 跨连续变截面钢箱梁，桥梁全长
609.9 米。 项目总投资 2.4 亿元。 张波波供稿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了
解常州“两湖”创新区发展规划，11 月 4 日下午，
常州市综合交通运输学（协）会组织参观“两湖”创
新区规划展示馆，学会理事长盛建良、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陈伟斌、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伯平、驻会
工作人员和各分支机构代表近 20 人参加活动。

“两湖”创新区规划展示馆以“生态创新区、最
美湖湾城”为主题，以“新城市、新产业、新人才”为
主线，设有序厅、六大主展厅、数字沙盘厅及尾厅，
集中展示“两湖”创新区创新生态、产业生态、自然
生态三生联动，科技之美、制造之美、青春之美交
相辉映的美好蓝图和现实模样。

在展馆内， 大家认真观看了两湖创新区未来
规划的 3D 演示， 身临其境地感受了两湖创新区
绿色、生态、现代、智能的发展前景，同时通过工作
人员的介绍和现场展示， 了解常州作为现代化智
造名城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令人振奋的美好发展未
来。

学（协）会将以此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
点，全面聚焦常州“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
枢纽”城市定位，积极发挥学（协）会的作用，助推
“两湖”创新区交通建设，为常州交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周生亮）

常交学（协）参观“两湖”
创新区规划展示馆

溧阳通用机场自通航以来，积极开拓市场，拓
宽业务，目前已有四家通用航空企业正式入驻。近
日，凌九霄通用航空公司的塞斯纳 172S 型飞机抵
达机场，至此，溧阳通用机场驻场飞机数量达到了
11 架。

本次入驻的塞斯纳 172S 型飞机为单发四座
活塞式小型通用飞机，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是一
款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小型飞机， 将进行私
商照培训业务，并兼顾航空科普、私人飞行等通航
服务。

目前，溧阳通用机场主要开展飞行执照培训、
观光游览、空中作业等飞行业务，为通用航空飞行
及航空器维护保养等提供各种保障。 （张田）

溧阳通用机场
驻场飞机达 11架

11 月 8 日， 常州新北区与镇
江丹阳市两地交通执法部门联合
召开交通执法工作交流会，签订了
“跨区域交通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协
议书”， 标志常镇地区交通部门跨
界联合执法工作正式启动，开启两
地交通综合执法一体化发展新篇
章。

会上，常州市交通执法支队二
大队大队长王涛向来访的丹阳交
通执法大队大队长陈康一行介绍
了大队基本情况，分享了相关重点
工作的经验做法。双方就交通综合
执法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和交流。 双方一致表示，

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工作，既是服
务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必然
要求， 也是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
序、推动两地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
发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的重要保
证。 双方主动对接融合，能够最大
限度实现执法要素的同频共振，积
极破解难点，携手打通堵点，有效
推进两地交通运输系统执法联动。

日前，新北区、丹阳市两地交
通执法部门已在市界区域率先开
展跨市联合执法行动，针对非法营
运车辆开展联合检查，打破行政区
域管理限制，有效提升监管效率和
水平。 （刘正楠）

常镇跨界构建交通执法“共同体”
为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高效畅通农

村寄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
近日，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市交通局、民政局、商务
局、农业农村局印发了《常州市“交通运输+邮政
快递+农村社区” 农村寄递物流服务模式推广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了建设镇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
打造交邮融合镇村公交示范线路、 建设村级寄递
物流综合服务站、 构建农产品上行寄递服务网络
4 项主要任务，明确到“十四五”期末，金坛、溧阳、
武进等地乡镇交通场站广泛引入邮政快递服务功
能，建设和稳定运营镇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 10 个
以上， 开通交邮融合镇村公交示范线路 10 条以
上；农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叠加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200 个以上； 建成
省级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10 个以上。 同
时，五部门还成立了常州市“交通运输+邮政快递+
农村社区”农村寄递物流服务模式专项工作组，定
期组织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明确牵头
单位和负责人、时间表、路线图，确保相关工作有
计划、有推进、有成效。 （下转第二版）

常州加快推进“交邮社”
农村寄递物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