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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春运自 1 月 7 日起至 2 月
15 日止，共计 40 天。

春运期间， 铁路常州站预计发送旅
客 95 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 3.3%，日均
发送旅客 2.4 万人次。 为满足常州地区
广大旅客出行需要，实现“平安春运、有
序春运、温馨春运，让旅客体验更美好”
的目标， 铁路常州站在启用高峰运行图
的基础上， 计划增开旅客列车 82 列，其
中常州站增开 63 列， 常州北站增开 17
列，戚墅堰增开 2 列。

在增开旅客列车 82 列中 ，D4830、
G9276、G9472 等 8 趟动车组列车为 23：
00 至次日 6：10 夜间开行， 请购买这些
列车的旅客到常州站南广场 3 号候车区
检票进站乘车。

今年春运客流主要以基本流、 务工
流、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受疫情因素影
响， 绝大部分节前学生流和部分重点长
途务工流已在 12 月份出行，先于春运启
动。 目前往北京、山东、湖北、川渝、安徽
等方向还有余票，可供旅客选择购买。据
悉，铁路常州站联合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常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常州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常州市医疗急救中心、南京铁路
公安处常州站等部门，以 2023 年春运为
契机，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服
务、共同发展”的原则，携手成立常州客
运服务“畅行联盟”，将多种春运服务资
源整合联动， 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
提供全程无缝对接的接续服务， 共同助
力市民旅客春运出行。

随着 2023 年 1 月 1 日儿童票新规
正式实施， 儿童优惠票和儿童免费乘车
将正式以年龄划分优惠标准， 儿童旅客
实行实名制管理。今年春运，年满 6 周岁
且未满 14 周岁的儿童可购买儿童优惠
票。 根据测算，《国铁集团客规》实施后，
每年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旅客较之前或增
加 1500 万人次，每一名成年旅客可免费
携带一名未满 6 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
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
购买儿童优惠票， 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
计算。旅客携带免费乘车儿童时，须在购
票时向铁路运输企业提出申明， 购票申
明时使用的免费乘车儿童有效身份证件
为其乘车凭证。 每一名持票成年旅客可
免费携带一名未满 6 周岁且不单独占用

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
应购买儿童优惠票。

受疫情、市场等因素影响，今年汽车
站客流量仍将低于往年，春运 40 天常运
集团预计发送旅客 20 万人次。

大中专院校在春运启动前已放假，学
生流与春运节前客流错峰。节前客流主要
以务工流为主；春节期间以旅游流、探亲
流为主；节后学生开学，务工人员返程，客
流叠加。总体来讲，节前客流相对分散，节
后返程较为集中。热门线路主要集中省内
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地区以及外省的
安徽、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区。

为做好 2023 年春运航班保障，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常州机场计划新增腾冲、
西宁等地航班，加密成都航班，方便旅客
出行。

1 月 6 日起， 常州机场加密常州—
成都双流航线。 该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执飞 ， 航班号 CA4227/
CA4228，加密后每周达 14 班。1 月 15 日
起，常州机场新增常州—西宁航线。该航
线由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执飞，航
班号 MU7723/MU7724， （下转第二版）

2023年全市春运正式启动

近日，常州市“532”重点项目常州港
录安洲港区散货堆场气膜仓环保提升项
目土建工程顺利通过常州市交通执法部
门交工核验， 标志着国内首个内河码头
散货堆场气膜仓储项目建设完成， 填补
了交通运输及环保领域空白。

该项目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工，2022
年 11 月完成土建工程施工。 总建筑面积
271676㎡。 分为两期四个区域，包括新建膜
墙、控制室，泵房、雨水收集池、雨污水沟、电
缆沟、电缆井、挡水板等。 是江苏省内沿江
港口首家对散货堆场实施全封闭全覆盖改

造的项目、 国内首个内河码头散货堆场气
膜仓储项目， 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占地面积
最大的内河港口散货堆场环保气膜设施。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 常州交通执法
部门按照质量监督计划， 结合工程进度
组织了 5 次质量督查， 相关问题均已整
改闭合。 12 月经建设单位申请，执法支
队开展了交工核验工作， 通过对 1 个合
同段、7 个单位工程的实体质量验证性
检测、工程观感质量评价、工程内业资料
检查， 各项目平均得分率均为 95 分以
上。结合监理质量评定报告、设计符合性

评价意见及专家意见等相关内容， 核验
会议一致通过该项目核验结果为合格。

据悉，录安洲长江码头是国家一类开
放口岸和江苏省地区性重要港口、长江三
角洲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物流节点、常州
地区重要的出海门户；主要运输货种为铁
矿石、煤炭、集装箱以及钢材等件杂货，港
口散货堆场年吞吐量超 3000 万吨。 在
实施气膜仓封闭之前， 采用的是绿网覆
盖等传统方式， 但效果不佳。 该项目的
建设具有历史性意义， 填补了气膜在港
口码头应用领域的空白， （下转第二版）

常州建成国内首个内河码头散货堆场气膜仓储项目

为深入推进“道交一体化”改革，
实现涉及道路交通事故的多元协同
解纷、便利群众诉讼和公正、高效打
击涉道路交通刑事犯罪，日前，常州
天宁法院联合交警天宁大队正式启
用全市首家常驻式巡回法庭。

据介绍，该法庭配备信息化审判
法庭 1 个、 龙城 e 诉中心系统 1 套，
预计年度可办理民事案件 600 件、刑
事案件 200 件。 该法庭的设立，从刑
事方面来说就是通过繁简分流进一

步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以“简案快审”
为原则， 最大限度缩短办案时限、简
化办案程序，为涉及道路交通轻微刑
事案件审理开辟“快车道”，为人民群
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公平正义。从民事
方面来说，就是要通过加强法院与交
警部门之间横向联动，让当事人在发
生交通事故后可以从责任认定到纠
纷调处， 再从网上立案到开庭审理，
都便捷享受一站式司法服务。

（交警）

常州首个道路交通巡回法庭启用

近日，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常州市政
府办公室印发 《常州市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
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加快推进全市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资金支持。

《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全市县、镇、村三级
农村寄递物流网络基本建成， 建设或改造县级寄
递公共配送中心或快递产业园区不少于 3 个，镇
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不少于 10 个，村级寄递物流
综合服务站不少于 400 个； 培育 1 个国家级、10
个省级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方案》就完善县镇村三级寄递服务网络、畅
通邮件快件下行进村通道、 健全农产品上行发展
机制、 提升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品质四个方面提出
十条具体举措。 同时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利用
公共设施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给予房租
减免， 明确对邮政快递企业开展处理场所智慧化
改造给予最高 100 万元奖励。 《方案》强调加强部
门协同， 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农村寄递物流发工作
协调机制， 将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工作纳入城
乡物流服务一体化发展、 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 农村住房条件改善专项行动等考评
内容，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常州市邮政管理局表示， 下一步将做好 《方
案》的贯彻落实和督促检查工作，细化目标分解和
责任落实，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合力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打造农村
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常州样板”。

（常邮管）

我市出台加快农村寄递
物流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2022 年，常州公交线网优化、车辆更新、基础
设施建设等一批公交服务项目入选我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一年来，公交集团秉承“高质量为民服务”
理念，圆满完成了 2022 年市级为民办实事项目。

出行更加便捷。围绕市民公交出行需求，统筹
谋划公交线网布局， 开通常金普惠制公交专线和
10 条社区巴士(含健康巴士)，优化调整 16 条公交
线路，推动提升公交运营效率。

车辆更加环保。更新 360 辆纯电动公交车，加
快淘汰老旧燃油公交车辆， 提升新能源公交车使
用比例，助力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其中更新
一级踏步或低地板公交车 227 辆， 便利老年人等
特殊群体公交出行。

候车更加舒适。建立健全公交候车亭“建管养
运”长效机制，突出人性化、实用性，新建 93 个公
交候车亭，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候车环境，助力提升
城市形象。

运行更加快速。 深入贯彻公交（下转第二版）

常州公交完成 2022年
为民办实事项目

近日，随着站台梁支架的拆除，连镇铁
路南延上跨南沿江铁路同步实施工程全部
完成。

由于南沿江铁路先行开工建设， 为避
免连镇铁路南延工程施工对南沿江铁路日
后运营造成影响， 同时为避免重复建设或
产生废弃工程，我市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在
初步设计阶段同意连镇铁路南延以十字骑
跨共站方式引入南沿江铁路金坛站。

连镇铁路南延上跨南沿江铁路同步实
施工程采用梁柱式支架现浇法工艺， 技术
难度高、工艺限制大、易产生坠物、安全风
险大。 该连续梁混凝土方量共 1500 余方，
需一次浇筑完成，对混凝土性能、施工组织
安排要求高。 承建单位中铁广州局克服疫
情影响等不利因素，加班加点，主动作为，
确保施工任务优质高效地完成。 王海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