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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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常州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召开专委会主任座谈会，专题研究明
年工作思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伟斌主持会议，港航专委会主任马
恒、公路专委会副主任蒋小旦、运输
专委会副主任陈伟平和学会副秘书
长杨洪全参加会议。

会上，马恒主任介绍了常州港航
依托重点工程建设和管理深入开展科
技创新和标准化建设情况， 以及取得
的突出成绩。 其中水上作业船推广运
泵一体化平台， 实现了陆上施工水上

化，方便高效，破解了施工便道征用难
题，节约了大量工程管理经费。金塔大
桥等主桥钢结构采用岸上拼装、 水上
整体吊装， 解决了主桥施工与通航安
全的管理难题，得到各方高度评价，现
在全省全面推广。《船闸闸室钢板桩结
构关键技术及质量检验标准》 团体标
准发布实施，《工业化装配式护岸结构
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入选交通运输部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库， 作为江苏省地
方标准正式实施等。 明年他们将进一
步加强课题调研， （下转第二版）

常交学召开专委会主任会议

2023 年春节即将来临，很多快递企
业“迫不及待”的宣布今年春节继续不打
烊。

“现在整个网点全部阳了， 都在发
烧！ ”一方面是年关将至，年货节带来的
货量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是多地小哥感
染造成人手短缺，快递时效延迟。 “春节
不打烊的事情再说， 先把眼前的积压件
清理完了再说。”申通一快递网点老板表
示， 现在的情况是小哥能否坚持到春节
之前都不好说， 有的小哥阳了之后明确
表示元旦之后就回老家了。

多位快递小哥告诉笔者：“过年不放
假，什么时候放假？ 已经三年没回家了，
管控也放开了，今年必须回家过年。 ”在
过去两年就地过年的号召下， 好多人连
续两年没回家了， 实际很多快递小哥都
归心似箭。

据了解，继 2020 年通达系快递首次
集体宣布春节不打烊后， 这一举措已经
成为快递业服务民生的一项优良传统，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但对快递
企业来说， 早早宣布不打烊真的是一个
杀出重围的绝佳机会吗？

快递员小赵抱怨道， 自己去年留守
在网点，春节期间几乎没有业务。派件在
春节前两天就结束了， 就算有零星的寄
件需求，时效也没有保证。从上游电商来
说，春节期间也放假休息，按照惯例，春
节之前大部分货会发完。 春节开始进入
快递业务的传统淡季， 快件数量大幅减
少，快递公司全网不打烊也没有必要了。
快递总部路由转运合并调整， 车队也已
经放假，再加上上游的电商也休息了，这
些都是客观的因素。

“总部争先恐后相继喊出不打烊的
口号，形式大于内容，很多企业看到对手
宣布不打烊后， 被动接招参与不打烊服
务，生怕影响品牌形象。 ”某快递公司负
责人道出了其中的尴尬。

笔者了解到，对于网点来说，按照总
部要求， 春节期间每个网点必须有人留

守，电话能打通，查询能回应，客户能接
待，但总体业务需求并不大，还要面临着
高额的营业成本，发货费也全面上涨，这
对自负盈亏的加盟网点来说也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过往，邮政、顺丰、京东等直营
快递成为春节服务的绝对主力。 即便是
直营快递， 从顺丰一季度财报的开支中
不难发现， 春节期间也面临着亏损运营
的现状。

不少参与不打烊的快递员抱怨，这
样的举措形式多于内容， 而且缺少基本
的人性关怀。 春节过后， 公司承诺不兑
现，缺斤短两，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疫情三年， 快递小哥成为维持城市
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 承担着生活
物资保供的重任。 经历了太多的煎熬，
迎来团聚的时刻不易， 不少业内人士呼
吁， 不打烊的口号没必要再喊了， 给快
递小哥放个假 ， 让他们安心回家过年
吧。

（蒋成洲）

今年春节快递可以“打打烊”

日前， 随着最后一段防撞护栏混凝土浇筑
完成， 丹金高速与南沿江城际铁路交叉同步实
施主体工程顺利完工。

本项目总投资 1 亿元， 采用下穿南沿江城
际铁路设计方案， 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开工建
设，在各参建单位积极协调配合，施工单位科学
编制施工组织方案，加强技术复核，对工程的主
要部位及复杂部位进行重点控制， 克服高速公
路通行制约的困难， 按期完成了丹金高速与南
沿江城际铁路交叉段同步实施主体工程。

丹金高速与南沿江城际铁路交叉同步实施
主体工程顺利完工为后续丹金高速的建设奠定
了基础。 铁航中心供稿

2022 年以来，常州公安交警部门坚
持向科技要战力、向数据要效率，遴选综
合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民警组建“智龙
战队”，实现精确防范、精确打击、精确服
务，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回家路。

查缉违法更精准
近日， 常州交警接群众举报：“在半

夜 2 点左右， 龙锦路及周边道路有辆汽
车来回行驶，且声音很响，被吵醒后就无
法入睡，车牌号不清楚。 ”

接警后，“智龙战队”立即展开研判，
一辆小型轿车进入了战队的视野， 系统
发现该车有改装嫌疑， 战队立即对该车
进行布控。 次日上午 10 时许，该车刚一
上路， 战队民警王潇博立即指令新北大
队将该车查控。 经查， 该车为领克牌轿
车，存在非法改装的违法行为，民警对驾

驶员进行了行政处罚并责令将车辆恢复
原状。

“智龙战队”对近期“炸街”“飙车”警
情逐一梳理，利用大数据分析，形成相关
查控指令， 指导路面交警在重点区域和
时段加强巡逻管控、 对重点人员逐一上
门警示教育。整治以来，“智龙战队”下发
铁骑查控指令 76 期，查获“改装车”“炸
街车”127 辆。

消除隐患更快速
去年 11 月，常州交警接到一辆普通

厢式货车涉嫌运输危化品的核查指令，
“智龙战队”迅速开展视频回溯、轨迹核
查等分析。

经过两天的梳理， 战队基本掌握了
该车的出行规律、驾驶人信息及落脚点。
为当场查获该车违规运输危化品违法行

为，“智龙战队”组织高速公路一大队、辖
区铁骑警力， 并协调交通运输局人员在
其必经之路开展定点伏击， 一张大网悄
然布下。 20 日晚上，经过漫长等待，该车
终于在指挥大屏上出现了，“智龙战队”
迅速指令地面警力进行拦截， 涉事司机
被当场抓获。

截至目前，通过精准研判，“智龙战队”
指导各执勤大队查获假套牌车、 报废车、
“失驾”、黑加油车、黑渣土车等高危违法车
辆 1280余辆、非法营运大巴车 52辆。

服务群众更高效
11 月 29 日 15 时，赵宁接到群众报

警求助称， 一名患者手指砸断急需送到
第一人民医院就诊， 但搭载患者的车被
困在高架车流中。 赵宁立即与求助群众
取得联系， （下转第二版）

常州交警“智龙战队”守护群众平安回家

S232 线作为我市贯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是公
路巡查的重点路段。近日，在 S232 线白洋桥段，常
州市交通执法部门首次使用无人机辅助开展路政
巡查，破解执法区域不可见、不可达等问题，提升
路政执法管理科学性、精准性、时效性。

随着无人机飞入天空，公路巡查从传统的“眼
观六路”变成了“高空俯瞰”。 借助无人机视角，执
法人员提前对局部路段的涉路封闭施工、 非法公
路标志、违规堆积等进行高空预检，从而明确巡查
重点。对于桥梁涵洞、公路用地范围内穿越公路埋
设管道等检查难点困点区域， 通过无人机的辅助
执法，进一步减小了执法人员检查风险，缩短了巡
查时间，提高了执法效率。

“以前对于桥梁涵洞等桥下空间的检查，我们
执法人员只能爬到桥下去查看。 部分桥梁没有专
设通道，且坡度陡峭、杂草丛生，检查工作非常不
便。通过无人机先行对桥梁涵洞、桥下空间等巡查
点精准检查发现问题，再组织人员现场复核，大大
缩减排查时间和成本。 ‘长了翅膀的执法眼’让公
路巡查变得更加智能、更加便捷。 ”交通执法三大
队王凯说到。

今年以来， 市交通执法部门积极探索科技执
法智慧执法新技能，先后引进无人机、5G 布控球、
AR 眼镜等执法装备，在行业内先行先试，加大在
企业安全监管、非法营运稽查、路域环境整治等方
面的运用，持续推动科技赋能交通运输执法工作，
为加快“一体化+智慧执法+信用监管”等执法新
模式奠定了科技基础。

（刘正楠）

我市首次使用
无人机路政巡查

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公布第二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溧阳市戴埠镇成功获评
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江苏仅 3 席。

戴埠地处溧阳南部，千年古镇，历史悠久，80
多公里溧阳 1 号公路串联全镇， 是溧阳市旅游重
镇，文旅资源丰富。 戴埠走绿色发展之路，将青山
绿竹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 5A 级景区、
五星级酒店和山野度假村、 乡村旅游点、 精品民
宿、特色田园乡村等竞相迸发的多业态发展格局。
目前全镇拥有各类生态休闲农庄、 乡村旅游单位
和民宿 269 家。 2021 年全年接待游客 700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12 亿元。

未来，戴埠镇将坚定不移传承赓续“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路径，持续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价值转化， 创设绿色崛起示范样板， 努力描绘
“处处绿水青山，家家金山银山，人人寿比南山”的
美丽画卷。 （常文旅）

溧阳戴埠镇入选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