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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下一步，市文广旅局将结合“532”发

展战略，加强项目跟踪服务，积极对接相
关金融机构，为重点项目提供融资便利，
组织产业资源对接， 有力有序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 （常文旅）

（上接第一版）不断提高农村公路养护科
学决策水平；加大养护“四新技术”应用，
实现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的质量水平及路
面耐久性能提升。 （常路轩）

3 月 21 日， 串联天目湖旅游度假
区、戴埠镇、天目湖镇及社渚镇的 360 省
道溧阳段改扩建工程 （戴埠-G233 段）
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常路轩）

一句话新闻

3 月 15 日下午，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副局长周荣峰一行来常，实地开展“四好
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交通强国试点任务
验收。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丁峰，交
通运输厅公路中心主任胡萌， 市政府副
秘书长曹建中，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薛晔，
金坛区区长胥亚伟等陪同核查。

验收组实地核查“绿野仙踪”春风十
里石家山观景台、仙姑村电商馆、薛埠镇
农村物流服务站等节点， 详细了解近年
来我市“四好农村路”建设、农村物流网
络覆盖、运营管理以及“四好农村路”助
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的实效。

周荣峰对我市当前 “四好农村路”
发展给予充分肯定， 希望常州能进一步
完善便捷高效、 普惠公平的农村公路路
网体系， 加强农村公路的管理和养护，
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数字化 、 信息化管
理 ， 深化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建

设 ， 实现客货邮融合发展 ， 大力发展
“路衍经济”， 加快完善现代化农村交通
运输体系， 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农村公路+
产业、+生态、+文化” 等富民新模式，推
动农村公路由“交通线 ”向 “风景线 ”转
变、由“通上车”向“富一方”转变，实现农
村公路 “建管养运” 高质量发展。 截至
2022 年底， 我市农村公路里程达 7527
公里，占全市公路总里程 88.7%，面积密
度 1.72 公里/平方公里，位居全省第二。
溧阳 “1 号公路”、“绿野仙踪”、“至善吾
径”等农村公路“金字招牌”享誉全国。全
市建成农村货运物流场站 29 个、省农村
物流示范点 9 个；建成村邮站 500 个、搭
建 300 多家益农信息服务点， 县乡村三
级农村物流网络节点体系基本形成。

（常路轩）

交通运输部来常开展“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交通强国试点任务验收

3 月 14
日， 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
团总经理应
慧刚一行来
常， 现场督
查沪宁沿江高铁（原名南沿江城际铁路）常州
段工程进展情况。常州市副市长狄志强，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总会计师李家国， 副总经理
武凤远、徐伟昌、吴向东，总工程师马伟叁，省
铁路办副主任冯兆祥， 市铁路办副主任蒋锁
平，金坛区副区长苗润陪同督查。

应慧刚一行深入施工现场，对金坛站房、
金坛牵引变电所等重点工程进行了检查，详
细了解了工程施工进展、沿线外部环境整治、

站区市政配套设施、开通准备工作等情况。应
慧刚对沪宁沿江高铁常州段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 并要求相关单位加快完成剩余工程建
设,确保项目建设优质高效，实现按期高质量
开通。

目前，金坛站站房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
内外装修装饰及机电设备安装即将完成，计
划于 8 月底与主线同步建成， 具备开通运营
条件。 （王海）

中铁上海局督查沪宁沿江高铁常州段

日前，市铁航中心会同经开区建设局，赴
遥观镇宏亿钢管厂协调推进沪宁沿江高铁常
州段安全隐患治理工作。

铁航中心通过现场踏勘， 研究分析重点
难点问题，确定整治方案，特别强调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压实治理责任，严格落实“双
段长”工作机制，积极推进铁路沿线安全环境

治理，做到安全和发展相统筹，既考虑企业实
际生产需要，也要确保铁路运营安全。

目前， 沿线各区已按照市政府部署制定
了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和绿化工作实施方案，
各相关企业也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各类隐
患整治工作， 切实保障沪宁沿江高铁高品质
开通。 （朱艳娇）

常州扎实推进沪宁沿江高铁沿线安全环境联合治理

3 月 14 日至 15 日 ，原
交通部部长、部“两史”编审
专家委员会主任黄镇东一行
来常州开展《中国港口史》和
《中国运河史》调研，调研组
一行先后调研了常州 “新运
河”、“老运河”、 圩墩遗址公
园、常州博物馆。实地考察了
“新运河”即京杭运河常州段
的建设、 运行及货运量等相
关情况， 上海组合港管委会
副主任侯建宇、 常州市政府
副秘书长曹建中等陪同调
研。

储云燕 陈玉坤供稿

日前，位于常州经开区横
山桥镇的沪宁沿江高铁常州
东牵引变电所主体工程完工，
至此沪宁沿江高铁常州段站
后“四电”工程全部完成。 为 4
月下旬沪宁沿江高铁全线开
展静态验收、联调联试等创造
了条件。

沪宁沿江高铁常州段建

设各项工作已进入尾声，常州
市正按照路、省部署，全力开
展沪宁沿江高铁沿线环境综
合整治和绿化等工作，加快金
坛站、武进站地方配套工程施
工进度，全力保障省委省政府
2023 年高品质建成开通沪宁
沿江高铁目标的实现。

（方传伟 唐柯）

沪宁沿江高铁常州段
站后“四电”工程全部完成

3 月 16 日 至
17 日，江苏海事局
质量管理体系专家
审核组一行莅临常
州交通技师学院 ，
进行船员培训质量
管 理 体 系 换 证 审
核。

16 日上午， 专家审核组召开换证审核首次
会议。首先听取了院方开展船员培训工作以及历
年来内部审核、管理评审、外部审核、纠正和预防
措施实施等情况汇报。 听取学院汇报后，审核组
依据审核程序，采取现场观察、查阅文件记录、访
谈等方式对船员培训项目的场地、设施、设备以
及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有效配置情况进行了
现场核验。 17 日上午，审核专家组召开换证审核
末次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该院船员培训质量管理

体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满足质量管理体系的发证条件，本次审核予
以通过。

常州交通技师学院是常州首家开展内河船
员适任证书培训的机构，自 2012 年底办班以来，
已为全国各地输送了 6000 多名合格内河船员，
2018 年该院还增加了内河游艇操作人员培训项
目，填补了常州市多年来游艇培训的空白。

（刘翔）

常州交通技师学院通过
船员培训质量管理体系换证审核

日前，溧阳市民宿行业工会联合
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溧阳文
旅局召开。

近年来，精品民宿逐渐发展为溧
阳高端休闲的新 IP， 成为溧阳旅游
的新爆点。民宿行业工会联合会的成
立，有利于在民宿行业发展中充分发
挥工会优势，共同推动民宿产业健康
快速发展，擦亮溧阳精品民宿旅游名
片，为品质城市攻坚贡献工会力量。

溧阳民宿行业工会联合会将切

实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
职工的基本职责，团结教育引导民宿
经营者奉献才智， 提高自身素质，提
供规范服务，强化行业自律，打造更
多更好的“职工驿站”，促进民宿行业
的健康发展，推动乡村旅游、助力乡
村振兴。同时，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了
解和掌握从业人员关心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不断丰富工会服务的内容
和形式。

（吴叶飞 谢泉平）

溧阳市民宿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3 月 20 日下午， 网约车司
机俞女士来到武进区交通执法
大队高新区中队处理违章，案件
处理大厅的服务设施及执法人
员的热情服务让其倍感暖心。

几天前，俞女士因为未取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从事违约车经营， 被高新区中
队查处。 在案件处理大厅， 办
案人员向其详细地讲解了处罚
依据， 在为其处理案件的同时，
执法人员还热心地为她倒上热
水， 并提示她可以挑选书架上
图书阅读。

“虽然是来处理违章的，但

是这个大厅让我感觉心里暖暖
的，我现在相关证件也已经考取
了，以后一定合法合规经营网约
车。 ”处理完案件的俞女士对工
作人员说。

据悉， 自今年 3 月份以来，
武进区交通执法大队在 10 个中
队设置 “学雷锋服务站”， 推出
“违法处理预约制”、“简案快办”
等优化措施，同时为前来处理案
件及咨询人员提供货物寄存、免
费工作简餐茶水，免费充电复印
以及图书借阅等服务，受到了前
来办事群众的广泛好评。

（周露露）

这里的案件处理大厅很温馨
近日， 常州交通执法部门

收到了江苏苏宸达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的邀约申请单， 邀请
执法人员对公司进行安全检
查，助力企业安全发展。

据悉江苏苏宸达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是新成立的一家水
运企业， 主要从事长江中下游
干线及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
业务。 新办企业在安全管理方
面缺乏经验， 本次邀约希望得
到执法部门的帮助指导。

收到邀约后， 执法人员及
时上门对该公司进行了安全检
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一方

面对照履职清单对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进行全面检查， 另一方
面就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对企业进行了普法培训，
指导企业完善各项安全管理。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执法人
员现场予以指导， 提出具体整
改意见。企业对执法人员的“邀
约式” 安全检查表示认可和感
谢。

据悉，“邀约式” 安全检查
是 2023 年常州交通执法部门
为民服务实事项目之一。

（史文翔）

“邀约式”安检走进水运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