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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作序，文旅复苏；万物和鸣，
共叙发展。 近日，一段取材于常州、盐
城文旅合作故事的主题宣传片 《盐途
有你，欢乐常在》，拉开了 2023 常州—
盐城文化旅游合作交流会的序幕。

目前，“千车万人游盐城”活动正
在积极开展，常州游客陆续组团前往
盐城，开启赏花踏青、自驾赶海、观鸟
寻鹿的生态体验之旅。为更好回馈两
地游客对“双城旅行”的热情，常州天
宁寺、金坛金牛洞、盐城九龙口湿地

公园等景区纷纷面向对方城市游客
免费。据悉，常盐两地将有 20 余家景
区“组团 ”推出 “半价优惠 ”“买一送
一”“特惠景酒”等特惠政策。同时，两
地图书馆、文化馆、自驾机构、企业景
区等签约结对共建， 协力下好常盐
“合作棋”。会上，知名旅游博主“蓝先
生” 分享了盐城—常州自驾旅游体
验， 为市民游客献上一份说走就走
“车轮上的微度假”线路产品。

（常文旅）

常州盐城共推“双城旅行”

3 月 9 日上午 ， 常州市 2023 年度
“315 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 活动启动
仪式在市道服中心隆重举行。 市交通局
副局长周旭栋 、 市道服中心主任许晓
枫、 市消保委秘书长蒋科出席仪式， 市
交通局、 市道服中心、 行业协会相关负
责同志和企业代表参加。

本次活动以 “提振市场发展信心
共创满意汽车生活” 为主题， 以 “企业
自愿、 百姓需要” 为原则， 通过开展多
形式 、 多层次 、 多方位的系列主题活
动， 引导全行业共同营造服务规范、 竞
争有序 、 客户满意的汽车维修市场环
境。

启动仪式上， 市交通局服务业管理
处李伟处长公布 “315 汽车维修质量服
务月” 详细活动方案， 正式拉开活动启
动序幕。 行业协会向全市维修企业发起

倡议并对 2022 年度服务质量诚信企业
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消保委蒋秘书长
详细介绍全市汽车维权基本情况， 对合
力打造汽修行业维权样板提出殷切希
望。

最后， 周旭栋对本次活动给予充分
肯定， 并对提升汽修行业放心消费环境
水平提出以下要求：

一是严守法律尺度， 夯实消费公平
的法治基础。 要严格依法履职尽责， 加
强对汽车维修消费市场的监督检查， 持
续加大对违法失信行为 、 不良营商手
法、 显失公平格式条款等侵害消费者权
益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 引导经营者
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 二是增强宣教效
度， 聚集消费公平的监督合力。 一方面
要加强对消费公平的倡导， 着力提升经
营者和消费者自主依法维护消费公平的

意识和能力； 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完善
多元化消费维权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
协同各方力量， 形成合力。 三是提升维
权精度， 扩大消费公平的惠及群体。 要
依托 12328、 12345 服务热线， 及时做
好投诉和咨询处置， 并进一步加强数据
综合分析应用， 更好发挥热线听民声、
畅民意、 汇民智、 解民忧的重要作用，
不断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治理能力和公共
服务水平， 促进更大范围的消费公平。

下一步， 常州交通部门将要紧紧围
绕 “532” 发展战略、 “两湖” 创新区、
“新能源之都” 建设， 识势乘势， 抢抓
机遇， 乘势而上， 努力营造良好的汽车
维修消费环境，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切
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安
全感和满意度。

（谈立波）

常州“315 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正式启动

日前， 常州公交集团部室后勤第二党支部
与城中公园服务中心党支部举行了结对共建活
动，双方签订了《党建结对共建协议书》，并就党
建、业务工作，特别是特色支部创建开展交流研
讨。

签约活动后， 双方组织党员志愿者在公园
设置的各安全咨询点开展“安全知识进公园”活
动，通过布置安全出行宣传展板，向过路游客发
放 《常州公交安全乘车指南》《一老一小平安出
行》等安全宣传折页，向市民游客普及相关公共
交通安全法律、安全乘车要点等，咨询点很快便
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 志愿者们也耐心为他们
答疑解惑，并送上抽纸等纪念品。

恰逢“三八”妇女节及植树节来临之际，活
动当天， 城中公园服务中心还为女性同志们开
设了“室内园艺”专题讲座，随后双方党员志愿
者齐心协力挥动铁锹， 在公园内种下了多株绣
球花。 周峻年供稿

“师傅你好， 这是廉洁执法便民联
系卡， 今后有大件货物运输勘验需求或
者其他交通运输行业相关问题， 可以直
接跟我们联系 。 也请您对我们行政检
查、 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监督。 我叫戴志
平， 这是我们中队的联系电话。”

3 月 8 日下午， 市交通执法支队执
法三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戴志平来到位
于天宁经济开发区的某公司， 在完成企
业申报的 3 件起重机大件货运运输现场
勘验工作后， 为服务对象递上一张廉洁
执法便民服务卡。

从 “被动联系 ” 到 “主动上门 ”，
一张小小的便民联系卡成为了连接交通
执法部门与服务对象的桥梁纽带。 2023

年伊始， 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紧
紧围绕上级有关廉洁执法党建工作要
求 ， 打造 “清风蓝 ” 廉洁执法党建品
牌。

在便民服务工作上， 执法三大队聚
焦 “2023 年为民服务实事项目”， 与辖
区大件货物运输重点企业建立 “联络
员” 制度， 通过廉洁执法便民服务联系
卡， 以服务对象 “吹哨”、 执法人员主
动 “报道 ” 的方式 ， 在前期审批的同
时， 同步做好现场勘验工作， 缩减全流
程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用实际行动让
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交通执法服务 “速
度”。

在廉洁执法工作上， 廉洁执法便民

联系卡在设置便民服务联系方式的同
时， 还同步设置了监督电话。 在部门廉
洁执法刀刃向内的同时， 不断向外拓宽
监督管理途径 ， 通过双向发力 ， 深化
“清风蓝” 廉洁执法品牌建设， 压实为
民为企服务， 做好为民服务、 助企纾困
“店小二”。

下一步， 市交通执法部门将通过路
检路查、 入企检查等方式， 持续做好发
放廉洁执法便民服务卡工作， 以党建为
引领， 主动亮身份、 受监督、 促服务，
深化 “廉洁执法+便民服务” 便民联系
制度， 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共享交通执法
力量。

（谢涛 周钰 陆志慧）

“廉洁+便民”推动交通执法党建工作

为进一步增强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
与职业素养，日前，常州市快递行业“求学圆梦”合
作班开学典礼在常州工学院举行，37 名快递员获
得首批合作班录取通知书。

“求学圆梦”合作班是常州市邮政管理局联合
市总工会、 常州工学院专门针对快递员群体开设
的“物流管理”专班，借力江苏省 2022 年成人高校
面向艰苦行业和校企合作改革项目， 合作班将为
快递行业从业人员提升素质创造平台与保障。 合
作班在原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
增加了 《快递服务规范与礼仪》《快递员职业道德
与法规》《快递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等特色课程，
快递员完成学业后即可获得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
历，如学业成绩优异并通过外语水平考试，还可以
拿到学士学位。本次录取的 37 名快递员来自常州
市顺丰、京东、中通、德邦、极兔等 9 家快递公司，
其中年龄最大的 45 岁，最小的是 00 后，今年 22
岁。快递员们纷纷表示将珍惜此次机会，安排好工
作和学习的时间，将知识与工作融合，为客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

市邮管局表示，将坚持统筹各方有效合作，做
好快递行业人才培育工作， 加强与各部门沟通协
调，积极对接常州工学院等高校，推动政校战略合
作、校企合作，为促进全市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常邮管）

常州在全省首创
快递员圆梦大学

2 月份， 常州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7.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2%；完成货邮吞吐量 1097.3
吨，同比增长 3.47%。

客运方面， 机场 2 月航班客座率达 74.72%，
同比增长 8.5%，航班吞吐量、客座率、单架次人数
三项运输生产指标均呈高速增长态势， 创三年以
来新高，实现稳增长。 3 月 9 日，常州机场将复航
常州=曼谷直飞国际航线， 这将是新冠病毒感染
“乙类乙管” 政策实施后恢复的首个国际航班，常
州与曼谷之间的“空中通道”再度打开。 机场将紧
盯市场需求，持续加大国际航线复航和新开力度，
进一步满足常州及周边旅客出入境需求。

货运方面，机场高度重视稳量增收各项指标，
持续关注市场动向，积极加强货源组织，做好政策
解读，加快引进全货机运力。出港货源结构主要以
服装、鲜活、线路板为主，其中鲜活货物共 168.9
吨， 同比增长 18.6%。 进港货源主要以鲜活类产
品、电子配件为主，其中鲜活类产品包括鲜花、海
鲜食品等，主要流向深圳、广州、大连、重庆、成都
和昆明等地。

（常机宣）

常州机场 2月
客流迎“暖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