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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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首个省道服务区———S122
常州服务区于 11 月 22 日正式投入
运营。该服务区由常州市交通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客运中心管理
有限公司运营管理。

S122 常州服务区位于常州市新
北区港城大道与薛冶路交叉路口往
东约 140 米，比邻新龙生态林西区北
侧。 占地面积约 24 亩， 建筑面积约
1715 平方，为单侧设置、双向服务的
内向型布局服务区。 服务区所在的
122 省道常州段西起镇江丹阳界，向
东与 239 省道交叉， 跨越新孟河，下

穿江宜高速，跨沿新龙生态林北侧向
东止于江阴界，全长 23.804 公里，是
连接江阴和镇江的重要通道，且是通
往常泰高速的主要通道。

该服务区是常州首家开放式省
道公路配套服务设施，主要为驾乘人
员提供停车休息、车辆充电、免费热
水、饭菜加热、路网查询、简易修车工
具等 12 项服务。 本着“设施好、环境
美、服务优、特色强”的运营特点，客
运中心管理公司以“常想驿站”作为
服务区服务品牌，目前该服务品牌已
参与 2022 年江苏省 （下转第二版）

常州首个省道服务区正式运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 市综合交
通运输学（协）会积极组织开展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专题活动， 深刻领
会二十大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结合学（协）会工作实际，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坚定听党
话、跟党走，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举办报告会
11 月 7 日，市综合交通运输学（协）

会和市运输行业工会联合会共同举办了
《引领新征程 共圆百年梦———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报告会，邀请中共
常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邵晔进行宣讲。 学
会驻会人员及各分支机构共 68 人参加
活动，聆听报告。

报告会上，邵晔副教授紧紧围绕党的
二十大主题，从国情、世情、党情三个方面
讲解了大会召开的时代背景，分析了二十
大召开的重大意义。他列举并剖析了二十
大报告中 “两个确立”，“六个必须坚持”，

“五个必由之路”等新专题、新论断和新提
法，认为这是对过去十年党和国家事业伟
大成就、 伟大变革的凝练总结与创新发
展，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对高质量发展，对人民民主和
法治，对国家安全等问题的高度重视。

邵晔副教授强调，作为常州交通人，
要奋力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常州答
卷，紧跟中央指示要求，学深悟透，不断
提升领悟力；结合单位实际需要，找准问
题发力， 不断提升贯彻力； 工作不打折
扣，精准抓见实效，不断提升执行力。

支部书记谈心得体会
11 月 8 日，市综合交通运输学（协）

会支部委员会召开支部活动， 专题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协）会支部委
员会书记陈伟斌主持活动，学（协）会支
部委员会全体党员、学（协）会全体驻会
人员 20 多人参加学习。

活动中，大家立足岗位，结合实际工
作，交流分享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心得体

会，一致认为：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认真做好今年工
作总结，提前谋划好明年工作打算。

陈伟斌书记强调， 要将党的政治优
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组织内在发展
优势， 积极发挥党组织对社会组织发展
的引领作用， 促进党建与社会组织发展
同频共振。 他要求支部委员会的共产党
员和驻会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明确政治方向，持续拓展学习的深度，延
伸学习的广度，敢想敢做，善作善成，勇
于担当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理事长专题讲党课
11 月 11 日 ， 市综合交通运输学

（协） 会召开深入学习二十大精神专题
会， 由学会理事长盛建良以专题讲党课
的形式，带领学（协）会全体驻会人员深
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盛建良理事长围绕深入学习领会党
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 （下转第二版）

常交学（协）开展二十大专题学习周活动

近日，笔者从常州市快递协会获悉，
今年的快递业务旺季早早到来， 预计要
持续近三个月时间， 到 2023 年春节（1
月 22 日）后结束，“双 11”、“双 12”以及
2023 年元旦和春节前的电商集中促销
将带动快递业务量较快增长。

据了解，11 月 1—3 日为第一阶段，
这是今年第一波业务小高峰。 “双 11”期
间（11 月 11—16 日 ）为第二阶段 ，出现
了全年的业务峰值。 12 月 12 日前后为
第三阶段，由于电商平台“双 12”促销，
快递业务量将出现新一波增长。 明年元
旦、春节为第四阶段，节日购物需求将带
动快递业务量出现一定幅度增长。

11 月 1 日全市出现首个出港高峰，
全市揽收量 293 万件；为前 10 个月日均
揽收量（129 万件）的 2.3 倍；第二个峰值

将出现在 11 月 11 日，揽收量基本与 11
月 1 日持平。进港方面，高峰期持续时间
较长。 第一个派件高峰期为 11 月 2—7
日，日均派件量约为 239 万件；第二个派
件高峰期将出现在 11 月 12—17 日，日
均派件量约为 269 万件； 全市派件峰值
出现在 11 月 14 日，达 318 万件，为日均
派件量的 2 倍。

笔者咨询了多个快递站点，得知他们
均未招聘临时快递员。 “送快递比送外卖
要求更高，对路线和地址要很熟悉，我们
的快递员队伍都是长期固定的。有人已经
干了 10 年，一天可以送四五百单。兼职快
递小哥在业务上比不上熟练工，‘双 11’
单子又多，临时工作用有限。”中通快递局
前街片区负责人王女士说。 另外，顺丰快
递公司横山桥分拨中心已经招聘了一批

员工，“双 11”当天也已全部上线。
据我市快递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双 11” 快递业大约扩充 2000 多
人， 大部分安排在各个快递公司的运转
或者分拨中心， 主要担任分拣员、 打包
员、搬运工。 另外，全市菜鸟驿站统一升
级，扩大五分之一货柜面积，储备 700 多
名工作人员助力末端网点。所以，各个快
递公司临时补充的快递员并不多。

“有少数外卖员临时做快递员，收入
高的有 400 元一天， 送十几天快递收入
确实比送外卖多。 这些临时转型人员以
前也送过快递，都是熟练工。 ”位于常州
大学城的一家快递站点经理说，“但我们
自己不招工，一方面是觉得老员工靠谱；
另一方面人也够用了，‘爆仓’ 是前些年
的事情了。 ” （蒋成洲）

我市快递旺季将持续近三个月

11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在阳山隧道出口
处，随着一对 500m 长钢轨铺出隧道进入镇江，
标志着南沿江城际铁路常州段正线铺轨圆满完
成。

南沿江城际铁路铺轨施工于今年 9 月 26
日进入常州， 铺轨过程中使用目前国内先进的
多线铺轨一体机与传统铺轨机进行联合作业，
上行、 下行两条线路的长钢轨铺设工作同步进
行，效率较以往得到较大提升。铺轨队伍先后跨
越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铁路、京杭大运河、滆湖、
新孟河、行经阳山隧道穿越茅山风景区，顺利完
成常州段正线铺轨任务。轨道铺通后，工程施工
材料的运送将更加便捷，有助于后续“四电”工
程设备的安装及调试提速增效。

张波波供稿

日前，“精彩如约·美好如常”微度假促消费文
旅惠民活动在钟楼区油罐公园拉开帷幕， 一系列
新产品、新线路、新活动和新优惠，解锁“新体验”，
全方位、多角度拉动常州文旅消费。

在开幕式现场，30 多个文旅展位全方位展示
常州文旅产品、非遗技艺及文创周边，吸引了大批
市民驻足。舞台上，歌舞《画里常州》《时代感》等轮
番上场；舞台下，市民游客在集市中逛吃游走、不
亦乐乎。 19 点 15 分，“微度假·玩转常州”文旅推
介官“蓝先生”，现场分享了自己的旅行日记《常州
周末微度假》《运河骑行》，并作了主题推介。 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为包括“蓝先生”在内的 8 位网红
达人颁发首批常州文旅推介官证书， 邀请大家一
起发现美好常州、记录美好常州、推介美好常州。

近年来，“美好如常”“龙城夜未央” 等惠民活
动品牌，让常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断焕发活力。
此次，随着“精彩如约·美好如常”微度假促消费文
旅惠民活动的启动，“常享游” 乐享常州总入口公
众号将同步发布秋冬文旅新品。 （下转第二版）

我市启动微度假
促消费文旅惠民活动

11 月 16 日上午 9 时 58 分，芜申线溧阳城区
段航道整治工程首座系杆拱钢结构正式 “落座”。
两艘浮吊船经过试吊、起吊、转体、平移等工序，缓
缓地将长度为 90 米、重达 466 吨的钢管混凝土系
杆拱结构平稳落在桥墩上， 标志着芜申线溧阳城
区段航道整治工程婆石桥主桥系杆拱整体吊装圆
满完成。

为确保婆石桥主桥系杆拱顺利吊装， 保证后
续工序紧密衔接，吊装前，芜申线溧阳城区段项目
办和江苏育通总监办、 中铁四局项目部对吊装场
地、环境条件、吊装机械实际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
和安全评估，制定了详细的系杆拱吊装方案、安全
质量保证措施以及应急预案， 同时对参与吊装施
工人员进行全面详细的技术、安全、文明及环保交
底。吊装过程中，各部门通力合作、紧密配合，现场
进行全程监护， 及时协调解决施工现场吊装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吊装工作安全顺利完成。

11 月 18 日上午 9 点 56 分，芜申线溧阳城区
段航道整治工程桥梁施工项目礼巷桥主桥钢桁架
整体吊装完成， 这也是芜申线溧阳城区段航道整
治工程中整体吊装最重的钢桥。

礼巷桥主桥为钢桁架，重达 780 吨。因拼装场
地周围多为基本农田，受到一定限制，增加了吊装
作业难度。吊装前，各参建单位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和安全评估，科学统筹配置机械设备，制定了详细
的吊装方案及应急预案， 吊装过程中认真落实施
工方案，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确保了礼巷桥主
桥钢桁架整体吊装的圆满完成。

（朱力琦 陈玉坤 胡云超）

芜申线溧阳段
两主桥整体吊装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