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还有一部分快递员因为身体健康原因
无法工作，这导致了在岗快递员极度短缺。快递员每天都
要穿梭在大街小巷，接触不同的人群社区，即便做好了自
身的防护，也会面临不可控的因素。 小毛表示，快递员阳
性的案例非常多。 出现阳性需要向快递公司、社区报备。
报完备，要看具体情况。 比如说是密接的话，在快递公司
找给你单独找个房间隔离；要确诊阳性的话，就只能拉走
了。 而且隔离期间没有工资。 ”

疫情新形势下，快递员感染风险加剧，让本来就不多
的快递员数量再次雪上加霜，人手短缺。

快递员暴露风险高、 收入减少， 导致快递员数量减
少，与此同时更多的快递因无法及时送达，停滞在网点甚
至中转仓。“最后一公里”卡壳，影响着快递运营的其他环
节。

据邮政管理部门介绍，自疫情发生以来，保证寄递渠
道畅通成为促进经济循环不可懈怠的关键节点。 从十一
月份直至今日，快递停滞现象时有发生。面对双十二和年
末大促，恢复快递投递揽收，完成累库快递投递，对整个
行业来说，只是开始。 快递企业应及时做好网络调度，与
上游电商平台、商家做好沟通，从前端避免造成更多邮件
快件积压， 同时对已经积压的邮件快件积极推动动态疏
解。 （蒋成洲）

（上接第一版）232 省道大中修工程探索应用沥青路面无
人集群摊铺及碾压技术， 无人摊铺碾压机群集成人工智
能、养护工程质量智慧管控系统等高新技术，全面打造智
慧工地。

“常路心匠”品牌示范。坚持以引求同，全方位体现党
建引领，谋划创建“常路心匠”特色党支部，围绕“常乐之
路”党建品牌群建设和“四精四创”工作法，坚持以“初心”
涵养理想信念，以“精心”浇筑品质意识，以“凝心”展现公
路担当，做到“怀匠心”、“践匠行”、“做匠人”；深入开展
“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创建，提升党建标准化、
规范化水平；扎实开展“两保一强”专项行动，高效完成疫
情防控；开展“学习二十大奋进新征程”道德讲堂，成立公
路工程技术攻关小组和 “苏式养护” 常州样板临时党支
部，赋能常州公路现代化建设。 （常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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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传承发扬科
学家精神，学好专业知识，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相融合”、“教育要坚持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12 月 14 日下午，一句句铿锵有力、声情并茂的话语
从常州交通技师学院“学习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主题微党课比赛现场传来。

现场，9 位参赛选手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讲体会、说心得，谈初心、话
理想，选手们的讲课接地气、暖人心、鼓斗志，从担负历史使命的高度、推动
社会发展的维度、促进学生成长的角度，既讲清“大道理”、传递“好声音”，又
结合身边事，富有感染力。 经过激烈的角逐，选拔出胡晓玲、谈晔、张梦娴 3
名选手代表学院参加后期市交通运输系统组织的微党课比赛。

本次微党课旨在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政治任务、 教学任务和科
研任务，形成全员全覆盖格局，激励学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踔厉奋进、勇毅前行。 （单娟 刘翔）

日前，常州市委宣传部印发《关于授予陈忠
元等 45 人 “最美常州人” 荣誉称号的决定》，其
中，京东快递员张湄江荣获“最美常州人”称号，
这是常州快递从业人员首次获得该称号。

2021 年 11 月 2 日，常州遭疫情侵袭，京东
“快递小哥”张湄江当时在武进御城小区送货，因
为小区被紧急封控， 他自己也被困在小区长达
14 天。 在封控期间， 他没有考虑到自己居无定
所，而是主动向社区报备，申请成为封控区的志
愿者，用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帮助社区防疫工作人
员运送防疫物资，帮忙送货、卸货、分类和打包。
张湄江的事迹小区居民看在眼里，自发在微信群

里关注他、宣传他。在众人的协调下，张湄江有了
可以临时住宿的房子，但他仍然早出晚归、勤勤
恳恳地在小区奔波，与社区志愿者和小区居民一
道战胜疫情迎来解封。 经过省、 市媒体的报道，
“快递小哥”张湄江的事迹感动了常州城，常州市
委书记陈金虎专程看望慰问张湄江，他本人也被
评为“常州市文明职工”。

下一步，邮管局将持续关注典型选树，强化
典型宣传， 发挥行业榜样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在
行业内营造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氛围，切实提
升从业人员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汇聚行业
人才发展动力。 （常邮管）

针对近期我市可能出现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的情况，常州公交抢前抓早、扎实
部署，多方面打好防冻“组合拳”，全力保
障恶劣天气安全运营。

他们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
实到防控重大安全风险的实际行动中，围
绕影响安全运营的人 、车 、站 、环境等因
素，开展 8 方面的自查自检，全力筑好安
全防范屏障。

加强隐患排查整治。 组织对场站、办
公楼、水电管路、充电站、雨蓬屋顶等开展
防冻、防滑、防积雪综合检查、消防专项检
查和特种设备专项检查。

加强早出车安全监管。安排经验丰富
驾驶员作为头班驾驶员，安管人员做好首
班车和新驾驶员跟车准备。

强化冬季行车安全教育。执行防御性
驾驶“十个三要点”等措施，夜间及恶劣天
气规范使用灯光， 大雾天气使用喇叭辅
助，防滑防撞等应急避险培训。

强化车辆维护保养。加大对纯电动车
使用情况监管，对问题车辆及时抢修。

强化现场安全管理。恶劣天气时安排
专人勘察线路途经的重点桥梁、路段。 组
织重点路段和桥梁撒盐除冰，同时加强驾
驶员安全喊话和现场疏导。

强化行车违章检查。 运用视频监控、
主动安全防控系统、路查等方式加大检查
力度，及时纠正违章行为。

强化运营调度管理。深入分析运营数
据和出行规律，精心编制行车计划，视情
做好线路调整、运能调整和灵活调度。

做好优质服务管理。密切关注网络舆
情， 加强线路调整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及
时维修损坏的站牌、站杆等设施。

他们还成立了 5 个安全督查小组，协
调解决安全运营问题和困难，同时加强干
部值班和领导带班， 通讯工具 24 小时畅
通。 做好应急队伍准备，确保特殊天气拉
得出、打得赢。 （周峻年）

11 月份， 常州海铁联运班列发运集装
箱 5568 标箱，同比增长 24.68%。 1-11 月累
计发运 54272 标箱，同比增长 15.48%，超额
完成全年目标 5 万标箱。

我市将继续做好海铁联运各项保障工
作，确保全年工作圆满完成。同时，认真研究
制定 2023 年发展计划， 为明年海铁班列更
好更快发展打牢基础。 （张田）

日前，南宅水陆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点举
行揭牌仪式并正式投入使用。

据悉，水陆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点以“网格
化布局、一体化执法、标准化建设、集约化利
用”为指引，通过推行建优人才队伍、建强装
备保障、建实职能职责三大举措 ，有力打破
“空间”“层级”“职能”三面围墙，全面实现市、
区两级交通执法部门在道路、 水路执法领域
“跨地域+跨部门+跨职能”综合执法新探索。

下一步，市交通执法部门将以水陆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点投入使用为契机，积极推进
执法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同时以制度建
设为依托，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全力打造水
陆一体化执法队伍，进一步促进常州交通执
法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为推动“一体化+
智慧执法+信用监管”交通综合执法新模式
建设以及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供坚实基础保障。 （刘正楠）

“明年再增长工资 3%！ ”这是在 12 月 15
日溧阳市公路运输有限公司工资集体协商会
议上总经理季一飞的表态。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溧阳市路运公
司工会的优良传统。 虽然近年来公路客运受
大环境及疫情严重冲击，经济效益大幅滑坡，
但企业考虑到员工企盼， 仍然每年都会不同
程度地增加员工工资，增资幅度在 3%—10%
之间。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召集企业方
和职工方的代表座谈， 根据企业经营情况与
职工代表进行沟通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此举
深受企业员工欢迎， 也得到了市总工会的高
度肯定。 （沈杰）

12 月 15 日下午， 溧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溧阳市公安交巡
警大队开展了危化品道路运输事故综合救援演练。 该市辖区内危险品
运输企业溧阳市力华运输有限公司联合溧阳市瑞阳运输有限公司、华
泰运输有限公司、金雷运输有限公司、苏石石油运输有限公司、顺达运
输有限公司、新球运输有限公司等 7 家危化品运输企业到场参演。

此次演练模拟危化品运输车辆发生事故，易燃液体泄露，驾驶员
受伤现场处置等科目。 演练内容涉及交通事故发生后上报、 预案启
动、现场抢险、消防灭火、医疗救援、安全疏散等内容。过程中，全体参
演人员积极响应、快速处置、协作配合，展现出较高的职业素养，体现
了上下联动、空地一体、专常结合的快速反应机制和高效救援能力，
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提升了危化品事故专业
处置能力。 （孙凯 谢泉平）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每天出
门前， 溧阳市客运有限公司出租车司
机汪亚萍都会习惯地掏出手机， 登陆
“学习强国”浏览新闻。这是自 2019 年
1 月“学习强国”上线后，他逐步养成
的规律， 这也是他工作和生活中的一
大乐趣。 他的“学习强国”积分已高达
66325，稳居公司前三。

汪亚萍一直觉得“学习强国”是个
综合功能齐全又强大的学习平台，可
以读文章、看视频、
听广播，学做美食，
内容非常丰富。 出
租车司机工作虽然
平凡， 但是和民生
息息相关， 遇到待

客时间长的时候， 汪亚萍就打开学习
强国点击阅读。 汪亚萍从学习强国的
优秀人物事迹中汲取力量， 更坚定了
自己的服务承诺。有时和乘客交流，他
也常会引用 “学习强国” 中学到的知
识， 他广泛的知识面让许多乘客惊讶
不已，连同行都佩服他这个“汪博士”。

除了在学习强国是 “学习标兵”，
在工作中汪亚萍也表现突出。 他连续
11 年爱心助考， 多次参加无偿献血，

好人好事频频受乘客点赞。 疫情严峻
期间， 汪亚萍主动报名充当志愿者转
运核酸样本， 真正做到用实际行动学
思践悟“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是我思想上的‘导航
仪’，知识上的‘加油站’、行动上的‘指
南针’， 能让我在学思践悟中坚定信
仰、启迪智慧、汲取力量，让我意识到
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提高和完善自
我， 为更多的百姓安全优质出行提供

服务。 ”汪亚萍说，
只要学习强国不下
线， 他将永远是学
习强国路上的追梦
人。

（王婷）

常州交通技师学院

讲好“微党课” 凝聚“大力量” 常州快递员首次荣获“年度最美常州人”

常州公交抢前打好防冻“组合拳” 我市海铁联运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常州交通启用水陆一体化执法监管

涨不涨工资
企业跟职工商量着办

溧阳举行冬季危化品
道路运输事故综合救援演练

奔跑在路上的“学习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