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每日执行， 每周 7
班。 1 月 17 日起，常州机场新增常
州—昆明—腾冲航线。该航线由苏
南瑞丽航空有限公司执飞，航班号
DR5367/DR5368，每周 3 班。

预计今年春运，全省高速日均
出口流量将达 230-250 万辆 ，较
平日增长 60%。 预测峰值出现在 1
月 27 日（正月初六）。

为保障春运期间道路安全畅
通，常州高速启动“守护春运路，温
暖回家路”春运暖程志愿者服务活
动。在各收费站为司乘人员送“福”
字，提供热水、姜茶、口罩、地图、修
理工具、推车、指路等便民服务，同
时发放《致司乘朋友的一封信》，提
醒大家在特殊时期做好个人防护
和安全驾驶。服务区提前做好加油
站油品、便利店商品、餐厅餐饮原
材料应急储备工作，切实保障过往
司乘需求； 加强停车广场秩序管
控，提前优化完善服务区广场秩序
管理和车辆分区停放，常态化开启
“司乘之家 ”“母婴室 ”“第三卫生
间”等便民设施，让司乘人员一路
畅行无忧；养排中心按照“一点一
策”做好应急预案；加大沿线桥梁、
隧道、高边坡及事故多发点巡查力
度，做好应急预警、事故处理、疏堵
保畅、抢险救援等工作，做到及时
响应、快速清障；切实提升春运期

间高速公路“快速畅行”和“品质服
务”体验感，营造更安全、更畅通、
更便捷、 更温馨的春运服务环境，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平稳、有
序出行。

为让广大旅客在春运期间安
全便利出行，客运中心管理公司启
动以“我们的节日·暖冬志愿行”为
主题的春运志愿服务活动，竭诚为
旅客营造温馨春运、 暖心春运、安
全春运。

春运期间，管理公司利用微信
公众号、“一米阳光”志愿队广播等
方式宣传相关温馨提示,内容包含
客运中心停车指南、火车票预售时
间、火车站南北广场接站区别等旅
客日常询问高频事项及春运健康
出行防护指南； 针对携带大件行
李、行动不便等重点旅客开展帮扶
活动，预约接送站、“帮帮盲”、雷锋
推车、爱心轮椅等特色志愿服务持
续上线。“一米阳光春运送福”活动
已持续开展了 13 年， 每年都会为
旅客准备各式各样的贴心小礼品。
今年的“春运送福”活动为旅客免
费发放爱心福袋，并在“一米阳光”
服务台设立“健康驿站”，给过往旅
客免费提供口罩、酒精湿巾、免洗
洗手液、热水等，提醒大家春运出
行做好个人防护。
（刘猛 李林 尚文林 韩传芳 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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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对建设绿色港口、
智慧港口、 推动港口码头企业高
质量发展， 具有示范、 表率作用。
港口码头干散货使用气膜封闭 ，
不仅能解决环保问题， 实现港口
发展与城市环境和谐共生， 还能
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 未来， 随
着气膜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融合，
光伏气膜还能产生清洁能源， 换
取碳排放配额指标， 打造 “双碳”
绿色示范港。

该工程投入使用后，通过实现
全封闭管控，能有效避免作业中的
扬尘外溢及水污染问题，不但提升
了港区生态环境质量，为常州市港
口绿色转型升级，建设长三角交通
中轴发挥关键作用，还具有较好的
环保和经济效益，扎实推进了长江
大保护、有效推动了长江流域高质
量发展，下一步常州交通执法部门
将持续。

（何雨 刘正楠）

（上接第一版）优先发展战略，因地
制宜设置全阶段、早晚高峰、路口
专用等形式的公交专用道，新增公

交专用道 128 公里，公交专用道设
置比例超 15%，实现公交运营提速
增效。 （周峻年）

春节将至， 常州市网约车行业党委
为营造诚信守法、 优质文明的春节运输
环境， 保障春运期间旅客出行安全、便
捷、畅通，积极开展“诚信春运”活动。

行业党委充分发挥出租车新型顶灯
流动宣传的作用，开展“诚信春运”主题
宣传，在顶灯上增加“诚信春运 平安畅
行”、“树文明诚信品牌， 建和谐平安交
通” 宣传标语。 组织出租车驾驶员开展
“诚信春运”宣誓活动，弘扬诚信精神。成
立由 32 名党员组成的 6 支“红色应急车

队”， 保障市民就医等紧急出行需求，解
决老人、儿童不会线上叫车的问题，为急
难群众提供周到服务。

下一步，网约车行业党委将以春运期
间出租车服务质量为切入点，传播各类春
运诚信事迹、诚信人物，引导人民群众和司
乘人员发起诚信春运倡议接力活动，分享
难忘的诚信点滴、暖心的诚信故事，引导群
众文明出行，强化诚信服务春运工作，弘扬
好风气，传播正能量，温暖春运路，以实际
行动支持“532”发展战略。 （巢一飞）

我市网约车行业党委
开展“诚信春运”活动

机声隆隆， 伴随着最后一罐混凝土分层
入仓， 魏村枢纽工程项目二线下闸首右边墩
历经 36 小时顺利浇筑完成，至此，春节前最
后一项大型混凝土结构圆满收仓。

“干完这个边墩，我们就要回家过年啦！”
砼工师傅范习岑说道。 虽然今年历经罕见高
温和疫情等诸多困难， 但项目建设者迎难而
上，以饱满的热情和埋头实干的行动，实现了
无进度节点滞后、无质量事故、无安全责任事
故的目标，圆满完成了阶段性节点任务。

中建筑港项目部负责人杨明介绍：“为保
障一线工人顺利返乡， 我们提前安排节前施

工计划，明确施工点位及进度目标，以此推算
出不同工种的劳务人员返乡时间， 并帮助他
们网络购票。”项目部还给各施工队伍免费发
放防疫物资及药品， 要求分包队伍统一派车
将劳务人员送至相应车站， 确保 400 名工人
分批次、有序返乡”。

项目部劳资专员每日核对工人出勤工
日、 制作工资表， 在交由工人本人签字核实
后， 及时将数据上传系统， 确保工资能够准
时、真实到达工人手中，真真切切温暖一线工
人返乡路。

（蔡瑾）

春节倒计时筑爱返乡路

1 月 10 日下午，常州市道路货运
行业党委组织开展“新春送福 暖心慰
问”货车司机关心关爱活动，道路运输
企业代表及货车司机代表 40 余人参
加活动。

活动现场， 行业党委邀请常州市
书法家协会老师现场书写新春对联为
货车司机送上新春祝福， 并向货车司
机送出暖心慰问礼包， 组织开展货车
司机座谈会， 面对面了解货车司机实
际困难，汇总形成“诉求清单”，推动货
车司机诉求“即接即办，即办即复”。各
基层流动党支部结合区域内党员实际
情况通过集中座谈、 登门慰问等多种
方式送出慰问礼包 400 余份， 重点走
访困难货车司机 20 余人。

陆维供稿

1 月 10 日，市交通执法
支队联合市交通局综运处、
交警支队高架大队对龙途新
能源、 国宇等客运企业进行
春运安全检查。

本次检查重点对客运企
业车辆安全例检工作、 车辆
安全智能系统运行、 从业人
员安全培训、 车辆内部安全
保障设施、 驾驶员身体健康
状况、 应急运力和驾驶员储

备数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检
查。

检查小组听取了企业对
春运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汇
报， 查阅了车辆日常维护例
检、驾驶员安全培训、旅游包
车合同等台账资料， 现场抽
查了车辆内部关键部件和安
全设备的功能状态， 并对企
业春运工作细节方面提出了
进一步要求。 （王如珺）

深入客运企业 护航春运平安

近日，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
会公布了 2022 年度全国交通运
输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和质量
信得过班组 （中交企协〔2022〕54
号）文，常州港航系统 QC“智航
小 组 ” 《降 低 水 上 服 务 区 大 型
LED 屏耗电量》和“武进航标灯”
QC 小组 《降低太湖湖中航标工
程桩基工作工期 》QC 成果获得
2022 年度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及
成果。 （赵晏）

2022 年， 常州新长江港口
有限公司坚持走绿色发展路线，
积极开展业务转型，努力抓住国
家建设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大力
开拓机械设备出口业务，积极与
江苏德龙、上海士通、查特深冷
等知名企业开展业务合作，全年
完成设备出口吞吐量 29.3 万
方，同比去年增长 260%，成为常
州地区周边港口最大的设备出
口集散中转基地。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在

印尼建设德龙工业园，是中印尼
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也是
江苏省在东南亚最大的“一带一
路”投资项目，2022 年江苏德龙
通过新长江码头出口设备 21 万
方，同比去年增加 18 万方，成为
业务新亮点。出口设备中大部分
电线电缆、劳保用品、五金配件、
变压器、机械设备等来自常州本
地企业生产，有效促进常州地方
经济的发展。

（刘丽霞）

新长江港口设备
出口成 2022年亮点

常州港航系统
2 个 QC 小组获国优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我母亲年纪这么大， 当时
又流了那么多血， 要是没
有你们的及时救助， 之后
会发生什么我们一家人都
不敢往下想”。 1 月 10 日上午，苏盐城货 26xxx8 受
伤船员家属将一面印着“心系老百姓 为民办实事”
的锦旗送到交通执法六大队三中队办公室。

“是交通救援吗？快来救救我母亲，她被钢缆割
伤，流了很多血！ ”1 月 9 日中午 11 时许，交通执法
指挥中心接到 12395 水上救援求助。

负责该辖区的交通执法六大队三中队迅速响
应。 执法艇十分钟左右就从驻地赶到了事发航道，
迅速定位了求援船只。只见一位老人满脸痛苦地斜
倚在船头护板上。

“婆婆伤的怎么样？ 能动吗？ 联系 120 没？ ”执
法人员一边小心确认能否移动伤员，一边察看四周

情况：事发船舶是条满载货船，距离码
头驳岸接近 2 米高。事发突然，船员唯
一想到的就是拨打 12395 求助， 尚未
联系救护车到场。

为防止老人在转移过程中受到二
次伤害。中队长王旭东当机立断，决定
改由水路返回驻地登岸， 并迅速指令
驻地执法车辆在岸边等待。

11 时 52 分，飞速返回的执法艇平
稳地在圩墩大桥边三中队驻地靠岸，早
已等候在此的执法车立即将老人就近
送往市第七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经医
生检查， 老人除右臂一处十几公分的
割伤外， 其余情况尚可， 由于送医及
时， 经医生消毒缝合处理程序后未产
生严重后果。 刘正楠 张昊好供稿

水陆联动，紧急救助受伤船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