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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 全省交通建设管理工作座谈
会暨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建设观摩交流活动在
常州召开。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丁峰和二级
巡视员黄岩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政府副秘书
长曹建中致欢迎词，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相
关领导和代表出席会议。

座谈会总结梳理全省交通建设管理阶段
性工作成效，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总体工作思
路、重点任务；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建设观摩交
流活动通过现场观摩魏村枢纽平安百年品质
工程创建情况， 分组交流了平安百年品质工
程创建经验， 为全省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建设
总结经验，凝心聚力，擘画蓝图。

十四五以来， 我市实现了新开工公路水
运工程项目品质工程创建行业全面参与、项
目全面覆盖，前黄枢纽、常宜高速公路、溧阳
蓄能电站大桥等 6 个项目获省级品质工程示
范项目； 茅山旅游大道和 265 省道获省交通
优质工程， 大明路获省交通优质工程和扬子
杯。 发布了 11 项团体标准，4 个部省级工法，
以及一系列科研报告、专利和实用新型成果。

魏村枢纽是江苏省唯一在建的首批交通
运输部“平安百年品质工程”示范创建水运工
程项目， 为省内投资规模最大的水运枢纽项
目。 船闸在混凝土耐久性理论研究等 5 个方
面实现了“全国首次”。 （蔡瑾）

全省交通建设管理工作座谈会
暨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建设观摩

交流活动在我市召开

早春，万物萌新，生机勃发。 在第 45
个植树节来到之际， 全市交通系统各单
位踊跃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用绿色妆扮
道路、河流、建设工地……

3 月 9 日，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机关
党委、 魏村枢纽项目办以及各参建单位
共 80 余人在魏村枢纽扩容改建工程房
建区雨量场开展“学雷锋植树添绿，倡廉洁文明新风”义务植树
活动，150 棵树苗在春风中摇曳， 为工程现场增添了一抹新绿。
据悉，工程项目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实现
工程施工与绿化美化融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工程项目设计范
围内绿化总面积达 150000㎡。 （蔡瑾）

当天，武进区公路中心 22 名志愿者，在青洋路旁开展“生态
文明铺底色 青洋红途添新绿”义务植树活动。

志愿者种下 100 株樱花树苗， 为不久的将来青洋路旁增添
一道靓丽风景。 与此同时， 武进区交通运输局联合致公党武进
基层委、 区图书馆、 区职工服务中心等单位， 以 “红途心向党

携手添新绿” 为主题， 与热心市民家庭共同在青洋路沿线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 同时将植树活动和党员教育培训、 结对交流共
建活动有机结合， 宣传践行绿色交通和生态发展理念。

（俞志成 焦运轩）
为更好地展现绿柳映红，莺歌燕舞的江南水运风光，3 月 10

日，常州船闸管理中心在丹金船闸管理所开展“以草木之情润运
河两岸”植树活动。他们围绕建设生态航道全力打造绿色样板船
闸，为来往的船舶提供了更加清新优美的过闸环境，使之成为运
河文化生态文明的重要章节。 （盛雯 潘克航）

3 月 10 日上午，常州交通执法支队七、八大队党支部，常泰
长江大桥南接线项目办现场临时党支部， 中交一公局集
团有限公司常泰大桥接线 CT-CT1 标项目经理部党支
部，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常泰大桥接线 CT-CZ2 标项
目经理部党支部等 5 个党支部，在常泰大桥附近开展“爱
绿植树护绿 助力 523 发展战略”公益植树活动。植树现
场大伙干劲高涨，新种下的 60 多棵海棠树在江畔亭亭玉
立，为新翻的土地增添了盎然生机。 （林凌 何雨）

3 月 10 日下午，常州港航中心科室支部党员志愿者
在京杭运河江苏段绿色现代航运综合整治工程常州段建
设现场，开展“现代航运，护绿先行”植树节活动。 党员志
愿者们分工协作，铲土入坑、扶苗培土、铺种草坪，栽下棵
棵树苗，留下一片新绿。 在高质量发展的春天里，有序推
进京杭运河江苏段绿色现代航运综合整治工程建设，擦
亮“黄金水道”亮丽名片。 （储云燕）

3 月 10 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会同常州交通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市综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等单
位，在常泰大桥一标段施工现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
际行动助力市委“532”战略及长三角交通中轴枢纽建设。

（顾佳舒 文/图）

助力 532战略 打造绿色美丽龙城
———常州交通植树节扫描

近日，五大队执法人员在市第七人
民医院附近发现一辆贴有网约车标识
的小轿车正在下客，便上前进行例行检
查。该车驾驶员先是称自己是送亲戚来
看病，在被要求查看接单记录后又改口
承认确实在开网约车， 但是双证齐全，
并向执法人员出示了证件。

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引起了执法人
员的怀疑。 很快，基于大数据互联的“守
护 1.0”执法给出查询结果———该车未办
理道路运输证， 且近期一直在通过网约
车平台接单载客。 那驾驶员的证件是哪

来的？难道大数据会出错？本着实事求是
的原则， 执法人员立即联系了交通政务
服务窗口， 证实该车辆曾经办理过道路
运输证，但早在 2021年已申请注销。

证据面前，驾驶员只好承认在注销
证件时谎称证件已丢失，私留了无效证
件， 自以为能够在检查中蒙混过关，却
被大数据系统一眼识破。目前该车因未
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自
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已
被市交通执法部门依法实施处罚。

（徐丽宁 王沁云）

大数据“明辨”无效证件
网约车“李鬼”原形毕露

3 月 8 日下午，常州市政府组织召开了南
沿江铁路“大干六个月，全力保通车”动员部署
会。省铁路办、南京枢纽指挥部、南沿江公司相
关负责人受邀与会。

会议由市铁路办常务副主任蒋锁平主持，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市铁路办主任薛晔局长就
南沿江铁路沿线安全隐患与外部环境整治、沿
线绿化及景观融合、 工程建设地方扫尾等作了
相关工作部署。 会议播放了南沿江铁路常州段
沿线环境航拍视频，省与会代表作了指导发言。

会上，市政府副秘书长曹建中对南沿江铁
路常州段建设 4 年多来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向各参建单位和人员表示衷心的感
谢； 他指出南沿江铁路高品质建成通车对省、
市、区具有重要意义；要求各参建单位继续高
效负责做好通车前后各项工作，高效率完成工
程扫尾，高标准整治美化环境，高质量完成剩
余资金解缴，高水平服务群众出行，以迎通车
优异成绩向各级党委政府和沿线广大群众交
上一份满意答卷。

市铁路建设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市资规
局、城管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常州火车站
分管领导， 沿线各区政府及铁路工作机构，各
施工单位等相关人员参会。 （章玺 方传伟）

我市召开南沿江铁路
“大干六个月，全力保通车”动员部署会

3 月 9 日， 市交通执法部门抢抓汛期到来之
前，着重对一号线武进沿江城际地铁站、二号线南
大街地铁站进行防汛检查。

这 2 个站点都有人员密集、地势较低、易涝等
特点，执法人员仔细查看了防汛班组级演练台账、
应急物资及装备器材管理台账、 专业设备巡查台

账、重大风险管控措施检查表，又实地检查了车站
的沙袋、防洪挡板、水泵等防汛、排水物资准备及
管理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当场进行了反馈，要求地
铁公司立即整改，并督促公司加强应急疏散通道、
防汛设施设备及站内站外排水设施的巡查频次，
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周姝）

我市开展地铁防汛安全工作检查

日前， 溧阳市客运
公司邀请溧阳实验小学
“新绿文学社”的小记者
们走进公交， 向他们讲
解公交日常运营、 智能
监控调度、 安全乘车知
识， 让孩子们零距离感
受城市公交发展， 争做
绿色出行的 “文明小使
者”。

王婷供稿

3 月 10 日， 常泰南接线项目在
中交一公局集团 CT-CZ1 标项目信
息化中心组织开展“送书送学进工地
党建共建促发展”活动。 常州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七大队、
执法八大队党支部、常泰南接线项目
现场临时党支部、参建单位的党员代
表及工程安全管理人员、 班组长、工
人代表等 100余人参加本次活动。

送书现场，七大队、八大队为施
工一线工人送上了 《江苏省公路水
运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辩识评估管控

指南》等安全类书籍。支队党委书记
季捍政作“送学”动员，表示将通过
“五方共建”、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紧密结合生产工作实际需求开展好
安全生产“送专家、送技术、送服务
到基层”行动，实现工程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八
大队张岩松副大队长对 《江苏省公
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考核评价
标准》（2022 版）进行了宣贯讲解。

（唐呈凌 闫盼盼）

近日， 武进区港航事业发展中
心 “一种水冷易维护的船舶用尾气
处理装置” 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权，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这
标志着武进港航在科技创新发展方
面又上了一个台阶。 （郑姝）

武进港航获一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送书送学进工地 党建共建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