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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普通国省道公路服务设施“公路驿站”品牌评
定。

服务区在设计中突出常州地方和党建特色， 建筑外观
古朴大方，外墙彩绘有 2500 年前建邑延陵的季札以及多次
来常并终老常州的苏东坡的人文理念， 并精心布置了专门
的党建阅览室， 对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精神进行宣传， 介绍
“常州三杰”事迹，积极打造常州人文历史的展示窗口。服务
区的开通运营解决了 122 省道常州段的服务问题, 提升了
省道服务保障水平、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出行需求。

（丁婉蓉 周霞）

（上接第一版）主题和主要成果、过去 5 年的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等八个方面，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述。他指出，党的二十大站在民族复
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 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是百年大党
再出发的新起点、里程碑。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
大的思想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
想性、理论性和工作指导性。

盛建良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协）会要把深入
学习和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
战略任务，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他要求驻会人员加强学习，关注前沿政治动态，提高思想认
识；秘书处要制定详细学习计划，安排学习任务，充实思想，
真正做到把学习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与自身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
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
动力。 （周生亮 朱明杰）

（上接第一版）未来 2 个月里，“常享游”将围绕饕餮季、露营
季、火锅季、温泉季四大微度假主题，推出一系列文旅新产
品、新线路、新活动和新优惠。活动推广期内，相应文旅产品
可享受全平台最低价。 （常文旅）

11 月 17 日至 18 日，常州市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组织全体
职工赴金坛开展“二十大精神学习研修”培训活动。

活动邀请了常州大学丁恒龙教授、 市图书馆馆长钱竑副
教授以及常州工学院印兴娣教授进行授课。

丁教授作《二十大精神解读》专题授课，课程以“党的二十
大主题和行动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逻辑结构” 为切入
点， 围绕 “一个新起点”、“一面伟大旗帜”、“一个崇高使命”、
“一系列新举措”、“一个坚强保证” 等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价值和核心要义。

钱教授作《红色经典音乐鉴赏》专题授课，围绕“音乐与诗
歌”、“音乐与戏曲”、“音乐与战争”、“音乐与节日”四个部分展
开，通过现场聆听、互动教学，带领大家感受音乐的力量，进一
步提升人文素养。

印教授作《现代生活与新媒介素养》专题授课，着重讲授
了如何在新媒体社会环境中增强辨别能力、约束能力、管理能
力，从而促进新媒介素养提升。

活动期间还参观了中共苏皖区一大会址， 感受当年苏皖
地区人民英勇斗敌的光辉历史， 激励大家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开创未来。 （王岑）

交通运输指挥中心
开展二十大精神学习研修活动

为加强常州交通
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建
设，推进“一体化+智
慧执法+信用监管 ”
新模式， 培养新时代
综合交通执法人员。 11 月 18 日，常
州市第十六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技能竞赛在常州公
路运输集团成功举办。

本次竞赛由常州市劳动竞赛委
员会主办，市交通运输局承办，市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协办。 市
级机关党工委、 共青团市委、 交通

局、人社局、市总工会、财政局、应急
管理局等相关部门领导莅临现场指
导。

本次竞赛立足交通运输执法自
身性质、特点、职责、任务，设置了法
律知识测试、 现场实操执法以及执
法文书制作 3 个项目。 其中法律知
识测试以法律法规、 行业政策规定
等内容为主， 考察了参赛选手执法
理论素养； 现场实操执法以及文书
制作则侧重实战， 重现执法办案现
场，设置多项日常执法典型情节，考
察选手面对一线复杂执法环境时 ，
合理运用法律法规、 规范办案及灵
活处置能力。

通过开展执法技能竞赛， 促进
全市交通运输系统执法人员 “练本
领、比技能”，进一步提高综合执法
能力水平，打造一支执法为民、业务
精良、廉洁高效、担当尽责的交通运
输执法队伍。 （刘正楠）

常州举办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技能竞赛

11月 17日，常州市第十六届职工职业技能竞
赛“北汽杯”新能源公交车维修技能竞赛在常州公
交礼河维保基地开赛。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北汽福
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镇江公交、盐城公交
以及常州公交等单位领导参加开幕式、观摩比赛。

经过基层单位内部选拔， 来自各营运分公
司、 汽车维修分公司的 5 支代表队共 40 名修理
工参加比赛。比赛采取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
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技能操作设有 4 个单项考核
项目， 包括 2 个高压项目, 机械、 电器部分各 1
项，分别是：纯电动车绝缘检测及排故、纯电动车
动力电池故障诊断、新能源公交车制动器检测维
护、整车 CAN 总线故障诊断排除。 经过一天紧

张角逐， 常州公交汽车维修分公司修理工王波、
王小琪、第三汽车分公司修理工沈清分获比赛前
三名，他们将被授予“常州市技术能手”、“常州市
五一创新能手”称号。

市交通运输局周旭栋在比赛中指出，新能源
公交车维修技能竞赛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建
设交通强国，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生动实践，希
望广大公交修理工要以此次比赛为契机， 秉持
“工匠精神”， 持续抓好技能锤炼和交流互鉴，以
公交“维修工匠”的责任担当和高超技能，为我市
新能源公交车的高效使用，不断提升公交服务品
质、助力常州 532 发展战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周峻年）

“北汽杯”新能源公交车维修技能竞赛开赛
11月 1日以来， 武进区交通执法

大队开展“信用监管”企业上门服务。上
门服务旨在鼓励和引导交通运输市场
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大力构建
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此前,
区交通执法大队开展了 “信用监管”企
业上门服务培训会,各基层执法中队业
务骨干 20余人参加。 通过不断总结信
用管理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决定采取分类别、走上门、手把手教
学的方式，对满足修复条件的失信企业
进行面对面指导， 本次共有 26家企业
纳入了上门服务企业清单。

连日来,各基层中队执法人员走进

辖区内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企业，宣讲
信用管理相关政策规定、阐述信用修复
的重要意义、演示“信用中国”网站在线
修复操作流程、详细解答大家提出的问
题，面对面签订信用修复承诺书，并手
把手地指导企业提交修复申请。

“公司发展需要进行工程招标，
因为存在失信记录无法参与，多亏你
们指导和帮助办理信用修复，才解决
了燃眉之急！我们今后一定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守信从事交通运
输工作。 ”洛阳镇一家企业负责人对
交通执法人员的上门指导服务点赞。

（徐骁涛 周露露）

武进交通开展企业信用修复上门指导

“感谢你们帮忙，这件事已经困扰了我一个多月了，
今天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前不久，市民李先生向
调解工作人员连声感谢。

今年 10 月份，李先生通过专线物流运送一批价值近
1 万元的绿植到浙江杭州，运输导致绿植损坏严重。 由于
绿植损坏价值难以界定，双方对赔偿金额一直僵持不下，
市道服中心调解员在调查核实情况后， 在红色驿站组织
双方现场调解，最终圆满化解矛盾纠纷。

今年以来， 市道路货运行业党委各红色驿站为企业
和从业人员提供矛盾纠纷调解、法律咨询、政策宣传等公
益服务 20 余场次。 （陈元海）

11 月 14 日上午， 市民杨先生来到豪凯物流园内的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便民服务点”， 咨询换证和信用自检
相关政策和操作流程，5 分钟就顺利办成了全部事项。

为方便企业和从业人员就近、高效、便捷办理业务，
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在钟楼区豪凯物流园开设了道路运
输从业资格便民服务点，除了办证，还手把手指导从业资
格证“跨省通办”、“江苏运政服务”等线上办理途径，普及
从业资格证电子证查询、 换证、 信用自检等常用办件知
识。 便民服务点开通当日，共发放宣传手册 150 份，现场
办理业务 22 件。

（蒋晨）

把纠纷化解在现场 把服务送进院区

233 国道溧阳段积极争创“苏式养护”
品牌，道路面貌焕然一新，优质示范路成效
明显。

在常州、 溧阳两地公路管理部门的统
一部署和支持下，9 月份以来，该路段管养
单位———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对道路全线实施路
域环境综合整治，努力营造“畅安舒洁美”优质示范公路。

考虑各路段的特性，整治工作视实际路况分别整治。
别桥平原地貌路段：对两侧绿化带集中修剪到边，乔

木重修剪并整体剥芽至 3 米以上，解决了标志标牌、路灯
及道口遮挡等安全隐患；“中河桥———万亩桥” 段两侧工
厂较多， 对距离道路边缘 40 厘米处集中补植红叶石楠
球，较好地制止大货车随意停靠问题，消除对其他车辆正
常行驶等安全隐患；“江苏德隆———昆仑转盘” 段草坪严
重超高部分集中铲除并撒播草籽设置围挡， 两侧警示桩
补缺、出新，有效地解决路肩阻水问题。

233 国道与 239 省道重合段：修剪绿化带，确保绿化
不延伸至路面，不遮挡标志标牌。

城区段：路域环境整体良好，以精细化养护为主，体
现整线化养护，修剪绿化；恢复废弃公交站台绿化；将超

高土方铲除后回填至内侧绿化带低洼处， 并开挖道路边
缘生态边沟。

平桥段：典型的丘陵地貌，沿线矿产资源丰富，重载
车较多，对边沟损坏或缺失导致排水中断处，重新砌筑边
沟，对自然边坡、边沟及边沟压顶清理杂物堆积，将墙脚
长年长草部位硬化处理， 对公路用地范围内绿化集中整
治，边界模糊处加密埋设公路界桩。

小陈庄检查站段： 因重车较多， 混凝土路面破损严
重，对破损路面维修，对站内环境进行全面提升。

同时， 还对沿线桥梁的坍塌护坡、 锈蚀护栏进行维
修、更换，对人行步道改造，对临边段防撞护栏增设等，保
持桥梁安全良好运营状态。

为保证良好的生态环境，整治过程中，该公司尽量采
用性能好的环保型材料， 并对乔木之类的树木涂刷涂白
剂，防虫杀菌，抗寒防冻，确保树木安全越冬。 （张国芳）

233国道溧阳段示范路成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