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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积极开展科普活动。蒋小旦、
陈伟平副主任分别就加强智能公路建设，
在公路桥梁建设中推广运用“四新”和加强
新业态党的建设、工会及妇联组织建设，积
极开展专业技能竞赛和培训， 完善红色驿
站建设， 建好调解服务中心更好的为企业
服务方面谈了很好的思路。

陈伟斌秘书长在肯定专委会今年工作
的同时， 对如何做好明年的工作提出了要
求：一是要进一步抓好课题调研工作，确实
加强智库建设。二是要积极开展科普月、科
普周等活动，建设更多科普基地。三是要筹
建专家委员会， 留住交通系统有专业特长
的老同志，让其发挥好余热；同时要通过技
能竞赛、培训和开展科技进步工作，培养一
批年轻人， 更好地为我市交通事业发展服
务。 四是要积极推进数字交通，智慧公路、
智慧航道、智慧港口建设，为我市现代化交
通建设服务。 五是加强新业态党的建设和
工会、妇联组织建设，进一步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实到实处。

（杨洪全）

（上接第一版）引导求助车辆与高架警车会
合，随后指令新北、钟楼、天宁大队开启绿
色通道。 民警争分夺秒，一路鸣警笛、闪警
灯，原本需要 20 分钟的路程，仅用 7 分钟
就到达医院。

去年以来，“智龙战队” 积极探索大数
据服务群众的新方法、新途径，累计推出常
州路况早知道、 重要交通节点交通拥堵预
警信息 167 期。同时，结合天气、拥堵时段、
区域，对易发拥堵情况准确预测，向群众推
送交通预测信息 48 万余条，成为广大市民
安全便捷出行的重要参考。

（交警）

为落实 《“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健康中国行动，元旦前夕，常泰
长江大桥南接线工程在项目 CT-
CZ2 标施工便道开展了 “学深悟透
二十大精神， 汲取勇毅前行力量”健
步走党建共建活动。本次活动里程全
长 6.3 公里。 “先锋绿源通” 党建联
盟、常泰南接线项目办现场临时党支
部及常泰南接线项目各参建单位共
计 130 余人参加此次活动。活动丰富

了员工的文体生活，增强了交通建设
者的凝聚力战斗力。

1 月 1 日，万象更新，常泰长江
大桥南接线工程 1100 余人放弃休
假，面对工期紧、任务重等因素，项目
办精心策划，科学施工，组织安排各
项工序穿插进行，高标准、严要求推
进项目施工建设，为年后完成节点目
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呈凌 刘亮 张磊供稿

年关将至， 为保
障农民工权益，12 月
29 日，常州市交通执
法部门根据 《省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全省根治欠薪百日攻
坚战方案的通知》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督查行
动，确保年末交通工程在建项目“零欠薪”。

本次专项督查抽查了 341 省道溧阳段改扩
建工程、金城大道、武澄路等 5 个重点工程，涉及
18 家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市交通执法部门采
用现场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问询等方
式，深入工程一线全面排查工程建设领域工资专
用账户、实名制管理、总包代发工资、工资保证
金、劳资专员设立、工伤保险办理、维权信息公示

等制度落实情况，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针对
部分项目存在合同时间、签字盖章不全，农民工
工资实名制管理不到位等 23 个不规范问题现场
下发通知单要求逐一整改。

下一步，常州市交通执法部门将督促各参建
单位针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并开展“回头看”工
作，严堵欠薪漏洞，对恶意欠薪事件做到“零容
忍”， 也为新的一年顺利推进工程进度打下群众
基础。

（刘正楠 邱俊彦）

市交通执法部门打响欠薪“攻坚战”

日前， 常州市政
府调集资源， 为全市
快递行业从业人员免
费划拨 5000 人份防
疫退烧药品和 1 万个
N95 口罩，全力支持寄递渠道稳定畅通。

常州市邮政管理局深入落实省市物流保通
保畅要求，从快递人员最需要的医药物资保供入
手，积极推动行业各类助企纾困政策落实。 接到
政府划拨援助物资后迅速行动，2 天之内通过品
牌企业、 快递党群服务驿站等渠道全部发放完
成，确保保障快递从业人员所需医药物资及时供

应、发放到位。
下一步，市邮管局将进一步细化行业疫情防

控举措，强化快递从业人员自身防护，助企稳岗
稳工，打通末端最后一公里堵点卡点，确保特殊
时期快递服务不中断， 为服务疫情防控大局，维
护社会稳定贡献邮政业力量。

（常邮管）

我市向快递行业从业人员发放防疫医药物资

受近期疫情等因素影响，假期群众
出行需求降低，客流量下降明显，整体
上呈现低位平稳运行态势。

元旦假期 3 天，全市道路旅客累计
发送 17721 人次，同比下降 65.94%。 其
中常州汽车站（含市区 5 站）累计发送
旅客 7010 人次 ； 金坛累计发送旅客
4329 人次；溧阳累计发送旅客 1682 人
次；省市际包车累计发送 1449 人次；定
制客运累计发送 3251 人次。 农村公共
汽电车客运累计 8538 人次， 通勤包车

客运累计 43369 人次。市区城市公交客
运日均 10.92 万人次, 市区出租客运日
均 5.75 万人次。 轨道交通地铁日均客
运量 8.74 万人次。 公共自行车日均租
用量 2.10 万人次。

元旦期间，我市交通部门进一步优
化疫情防控工作措施，高效统筹客货运
输，以最大能力、最佳状态、最优服务，
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便捷舒畅出行，
确保重点物资运输畅通有序。

（何雨琳）

元旦假期常州道路旅客运输低位运行
地灵人杰 ，花

开两湖 。 12 月 31
日上午 ，“两湖 ”创
新区交通主干线花
海大道 （嘉成路-
湟村线） 工程开工
建设。工程全长 6.8
公里， 采用一级公
路标准， 地面快速
路型式， 采用主六
辅二断面， 路基全
宽 51.5m， 主线设
计 车 速 100km/h，
辅 道 设 计 车 速
60km/h。

冯辉供稿

“您好，这里是常州 12328
交通服务热线， 请问有什么
可以帮您？”元旦期间，12328
热线大厅如往常一般， 来电
声、解答声、键盘敲击声此起
彼伏。话务员坚守在工位前，
高效处置群众反映的关于交
通出行方面的诉求， 及时为

群众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元
旦期间 ，12328 热线共接听
各类咨询投诉电话 418 个，
评价满意率达 98.37%，帮助
市民找到失物 7 件 ；95128
出租车召车服务热线共派发
召车电话 3411 个。

（蒋蕾）

12328 交通服务热线守护市民出行
当前，面对挑战和压力，市船

闸中心坚持党建引领，开展 2023
年元旦“保安全、保畅通、强服务”
专项行动， 党员同志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忠诚担当。

他们克服员工感染新冠人手
不足困难，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
力抓好运行调度、航道保畅工作，
全方位开展设备检修， 拧紧安全

“阀”，把好安全“卡”，为丹金船闸
和前黄船闸安全生产筑牢“可靠”
屏障。同时加大航道巡查力度，确
保良好的待闸秩序。

党员服务队还为停靠船舶赠
送防护口罩， 向过往船员发放疫
情防控手册 ， 全力保障航闸安
全。

（盛雯 邵长姝 仇玉婷）

市船闸中心护航节日安全

12 月 30 日，随着正立面架体全部拆除完毕，由
中铁建设承建的南沿江城际铁路全线唯一一座 “十
字交叉” 共站站房--金坛站站房外立面正式亮相。
外立面亮相后整座站房凸显色泽明亮，美观大方，幕
墙装饰装修施工效果严丝合缝， 充分体现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目前整个项目正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南沿江城际铁路金坛站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
区，站台规模 2 台 6 线，设计时速 350 公里每小时。
站房采用“十字交叉”共站设计，为线侧式站房，南沿
江城际铁路将与镇宣铁路（规划）共用金坛站，具有
节约旅客换乘时间，提升站房运输能力，节约土地资
源的独特优势。站房整体以“山影、水语”作为设计语
言，通过两侧的曲线，勾画出“层峦叠嶂”的韵律感。
正立面以舒展层叠的造型，形成向阳腾飞之势，赋予
金坛展翅腾飞的美好寓意。建设过程中，项目部依据
当地“山水环抱、鱼米之乡；民淳俗厚、历史传承；群
星璀璨、才人辈出”等自然人文特点，深入挖掘当地
民俗文化特色，并加以现代化的改进，在长荡湖畔打
造了一座金坛新地标。

目前，金坛站装饰装修施工已完成 80%，机电设
备安装已施工完成 95%，站台雨棚已施工完成 90%。

王海 张艳供稿

南沿江城际铁路金坛站外立面正式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