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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e 处”用户满意度达 100%

“快递”变“慢递”

疫情逐步放开下的行业阵痛

常州实施“五大”示范引领公路高质量发展

常州公交智能调度
全面启用云桌面系统

常州交通开展成品油
运输专项执法行动

“我的快递终于更新了！ ”家住武进
随园的刘杨抑制不住的兴奋，“我在 12
月 8 号就下单了， 本来想着可以快点发
货，早点拿到，结果一等等了 10 天。 ”刘
杨说，从下单开始，每天都忍不住刷快递
信息，但是每天都提示因为疫情防控，可
能会延迟。 “最近全国各地都在慢慢放
开，我就想着快递肯定快了。 果不其然，
今天就看到快递信息更新， 说已经从济
南发往常州了。 ”

同小区的毛莉一样也在等快递的到
来。 “12 月 10 号网购的快递基本都在第
二天顺利发货。 有菜鸟物流、邮政快递、
顺丰速运和中通快递， 最快的是菜鸟直
送和顺丰速运，第三天就到货了。邮政快
递的订单比较远，也四天内到货。中通快
递却一直显示受疫情及交通管控影响异
常，直到现在也没安排送货。

双十二以来，随着疫情逐步放开，快

递延迟、停滞、不动……“快递”变“慢递”
成为近段时间以来消费者口中最常出现
的词汇。 规模性快递投送完成需要等待
10 天甚至 20 天， 这对已经加速提效了
很久的快递行业来说也是第一次遇到。
连日来，相关部门多次表示尽快恢复、保
障快递行业正常运行，但快递员短缺、包
裹积压、经营压力大等问题逐渐凸显，成
为压在快递网点头上的重担。

“前两天我们开门了。 ”刚刚恢复经
营的某快递网点负责人小张说道。 有近
3 万单快递从该网点被分派到附近小区
的各家各户，开门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招聘快递员的信
息。 “开门后，前几天在中转仓压的货陆
陆续续到了。这几天的货比双十一都多，
都是疫情的时候在中转压的。 想招人特
别不容易。 大部分快递员工资都没有超
过 5000 元。 除了吃喝所剩寥寥无几。 很

多快递员都回老家了。现在疫情放开，货
量猛增，人手特别缺。 ” 小张表示。

作为快递运输的“最后一公里“，快
递网点暂停，影响的不仅有终端消费者，
还有这个行业最大规模的从业者———快
递员。无法正常揽收、投递，单量下降，快
递员的收入几乎砍半，而对他们来说，这
意味着无法养家。

“我干快递头一年，一个月抛开吃喝，
可以存下七八千块钱。 现在不行，受疫情
影响行情特别不景气。 一天送将近 200
票，一票一块钱，相比之前这个量减少了
将近一半。 去年双十一，双十二我们当月
能万把块。 今年不行我就干了几天的活。
每个月都是四、 五千， 从没有超过七、八
千。 这两天快递在陆陆续续开通，但也没
有特别景气。 附近一个韵达的网点都停了
一个多月。 ”快递员小毛说到，“身边好多
人都因此回家或转行了。 ” （下转第二版）

常州交通事故处理 “龙 e 处”平
台自 12 月 2 日起正式上线已覆盖
市、县两级。截止目前，我市全域累计
通过“龙 e 处”平台快处轻微车损事
故 1112 起，日均 70 起，回访满意度
达 100%。

常州道路交通事故 “龙 e 处”警
保联动服务云处理平台 （以下简称
“龙 e 处”平台）实现公安交警、保险
公司、维修厂“一网统办”。

人未伤、车能动、责任明确的轻微
车损交通事故当事人报警后， 接警员

将推送一条短信到当事人手机上，指
引其进入“龙 e处”平台进行事故快处。

公安交警在线审核、 在线认定，
保险公司在线定损、在线理赔，维修
厂在线选择、在线结单，这样大大压
减了处理周期，最大限度做到轻微车
损事故 1 分钟现场快撤、5 分钟责任
快定、20 分钟保险快赔。

真正实现处理轻微车损交通事故
“零跑腿”、保险理赔“零等待”、车辆维
修“零垫付”，真正做到事故处“掌上”
办结、事故纠纷“指尖”化解。 （交警）

为提升常州公交信息化设备管理水平， 推动
新技术、新设备在生产运营中的应用，近期，公交
集团引进部署一套云桌面系统及终端设备。

该系统是替换传统电脑的一种新模式，用户通
过终端设备接入云平台，达到与电脑一致的体验效
果。 相比传统电脑，云桌面具有部署快捷，信息数据
安全，维护方便，故障率低，使用寿命长，能耗低等
诸多优点。 云桌面的推广使用，将大大减少公司传
统电脑采购更新频率及故障维护的人工和配件费
用，到达降本增效的目的。 通过前期的测试评估，该
系统首先在全公司各智能调度发车点进行安装。

经过各运营公司机务技术科通力配合， 全公
司共 88 个站务点顺利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电
脑回收工作，目前设备使用正常，效果良好。后期，
科技部将继续对其他业务系统使用场景进行评估
测试，对具备使用条件的生产系统进行推广安装。

（周峻年）

为维护成品油运输市场秩序， 消除运输过程
中的各类安全隐患，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常州市交通执法部门结合全市“两客一危”
行业安全执法百日攻坚行动，采取“源头管控+流
动稽查”的执法模式，对辖区内成品油运输车辆开
展执法检查，严厉打击成品油运输过程中的违法、
违规行为，切实保障冬季安全生产，坚决遏制道路
运输重特大事故发生。

日前， 市交通支队执法四大队联合钟楼区交
通局、 钟楼区交警大队等部门在钟楼区油库密集
地附近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对成品油运输车辆从
油库到加油站全链条全路段全过程进行检查，重
点检查成品油运输车辆道路营运证件、 驾驶员和
押运员相关从业证件、 危险货物电子运单使用及
安全卡配备等情况。

当天行动中，共出动执法人员 12 人，执法车
4 辆，现场查验成品油运输车辆 27 辆，查处 3 起
涉及未携带安全卡、 车辆安全设施配备不齐全等
违法案件。 “危险货物安全卡一般为塑封卡片，应
当随车放置在显著位置， 卡上主要写明了所运货
物的危险性、储运要求、泄漏处理、灭火方法等，一
旦发生运输安全生产事故， 可以让现场处置人员
快速了解所运危险品的主要性质及应急措施，从
而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四
大队孙本海说。

下一步，市交通执法部门将以“两客一危”行
业安全执法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 统筹推进冬季
安全生产专项治理， 持续加强成品油运输重点企
业和重点区域的源头管控， 加大路面巡查打击力
度。同时，开展“走访调研、助企纾困”活动，切实化
解运输企业重点难点问题， 不断健全完善行业治
理长效机制，为构建安全、规范、有序的交通运输
市场提供坚实保障。 （刘正楠）

今年， 常州公路部门围绕江苏公路
率先实现现代化发展要求， 锚定长三角
中轴枢纽城市建设、“532” 发展战略和
“两湖”创新区建设目标，实施“五大”示
范引领公路高质量发展。

“两湖”创新区道路互联互通示范。
建设腾龙大道智慧快速路工程，秉持“创
新创优、省市首创”理念 ，坚持 “未雨绸
缪+主动对接”实现项目规划落地最快；
坚持“目标细化+节点优化”实现工程建
设落实最优； 坚持 “制度支持+资金支
持”实现前期保障力度最大；坚持“市级
统筹+统分结合” 实现创新模式效果最
佳，充分展现公路先行作用，展示“腾龙
速度”。

“苏式养护”常州样板示范。 普通国
省道打造“14532”为体系的“苏式养护”

常州样板。完成 68 公里养护大中修工程
及 10 座桥梁维修改造；建成 2 座桥梁轻
量化健康监测系统； 开展典型公路养护
“四新”技术应用后评估；创成全市“优质
养护示范路”第二批示范路。 全面推行三
级“路长制”；出台全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体制改革方案和管理养护绩效考核办法；
县道机械化保洁率达 100%； 完成路面技
术状况自动化检测省定目标。获今年第一
次农村公路养护质量检查全省第一。

“532”公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
提升工程示范。 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路警协作”的“一路三方”工作格局，
完成普通国省道 14.6 公里交安设施精
细化提升任务，完成平面交叉口改造 4
处；完成事故隐患点处治 140 余处；122
省道继续推行货车靠右行驶秩序管控；

122 省道建成全市首个省道服务区；346
国道常州段创成科技兴安示范样板路，
打造科技兴安智能安全管理平台 。 获
2022 年第一次全省普通国省道标志标
线等交通安全设施维护质量考核全省
第一。

智能公路示范。 累计新改建 6 个 Ｉ
类交调站点，34 个固定视频监测点，应
用智慧路网云控平台， 开展双随机云督
查； 以 312 国道常州段新武宜河大桥为
试点，构建“桥梁一张网、展示一张图、运
行一平台、业务多系统”的干线公路桥梁
安全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四好农村
路”路长制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实现农村
公路资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推广应用
自动巡检技术，高效识别路面病害，强化
日常养护智慧监管； （下转第二版）

近日， 魏村枢纽扩容改建工程
房建工程水利管理所防汛仓库主体
结构顺利封顶。 这是房建工程从十
月份开始正式开工后的第一个单体
主体结构封顶， 标志着房建项目建
设进入单体建筑施工新阶段。

房建工程总占地面积 598000
㎡，总建筑面积 16000㎡，主要建筑
规模包括水利部分 （含泵房、 节制
闸、管理所、水文站等建筑设施）、交
通部分（含船闸管理所，闸首机房等
建筑设施）以及其他附属工程。其中
防汛仓库属于水利部分， 建筑面积
331.1㎡ ， 地 上 一 层 ， 建 筑 高 度
8.95m， 主要用于防汛物资增储、集
中统一管理等。 储诚 蔡瑾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