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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
发布了 《2023 年江苏省重点文化和
旅游产业项目名录》， 常州市有 9 个
项目入选，项目入选数量和项目计划
投资总额位列全省第二，年度投资总
额全省第一。

全省共有 80 个项目入选， 计划
总投资 1543.93 亿元，2023 年度计划
投资 278.96 亿元。 常州市入选的 9
个项目中，有 1 个竣工项目为常州经
济开发区文化旅游休闲街区，6 个在
建项目分别为南北大街周边片区文
商旅复兴发展、东方侏罗纪旅游度假

区、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焦溪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溧阳天目湖旅游度假
区提升、 茅山旅游度假区提升，2 个
新建项目分别为溧阳天目湖动物王
国文旅综合体、溧阳南山小寨二期。9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289.41 亿元 ，占
全省计划总投资额的 18.75%， 位列
全省第二，2023 年度计划投资 51.74
亿元， 占全省年度计划投资总额的
18.55%，位列全省第一，为常州市推
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迈进 GDP 万亿级城市提供强有力
支撑。 （下转第二版）

全市 2023年文旅投资总额全省第一

庄欣华、庄金娣，是住在港龙新港城
的老年姐妹，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又有
高血压的老毛病， 经常要到常州第七人
民医院配药。 以前， 两位老姐妹都是相
约，从社区步行 1 公里到公交站乘坐 77
路前往第七人民医院。 这距离对于普通
人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于这对老姐妹来
说，却称得上是漫漫求医路。

自从去年 6 月 29 日， 常州 555 路
“健康巴士”开通后，这 2 位老人的就医
难题便迎刃而解。 小区门口就可以坐上
公交车， 而且 555 路直接开到第七人民

医院门诊大楼下 。 可以说真正做到了
“门”对“门”的就医出行服务。 2 位老人
激动的表示， 常州公交又为百姓做了一
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555 路“健康巴士”开通前，常州公
交可谓做足了前期准备工作， 每一个站
点设置，都在老小区人流接驳区，尽量缩
短老年乘客步行距离， 且设站位置充分
考虑老年人候车安全因素。 555 路开通
伊始，在配班 1 单的情况下，市民等候时
间较长， 常州公交调整运力后， 自 8 月
12 日增配为 2 单，大大缩短了乘客候车

间隔。在 555 路驾驶员的选配方面，车队
也是优中选优，由长期安全无事故、服务
无投诉的老练驾驶员参与该线营运，并
在服务工作中凸显主动性， 遇到老幼及
病患就医群体，都是主动走出驾驶室，伸
出援手，并妥善安排落座。在车辆启停的
过程中，更加注意缓慢减速制动、乘客坐
稳后再起步， 给每一个车厢乘客带来舒
适、稳妥的乘车体验。

自 555 路投入营运以来， 营运安全
及服务质量得到双重保障， 赢得沿线市
民的一致美誉。 （钱晶玮）

“健康巴士”开出市民求医问诊坦途

日前，随着二线下闸首左边墩完成浇筑，魏
村枢纽扩容改建工程双线船闸闸首全部完成施
工，为后续闸门安装及房建施工提供了条件，也
为实现年内船闸通航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魏村枢纽承担着省交通运输厅“船闸工程建
设质量与工程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重大科研
专项任务，通过多次前期理论研究、配合试验论
证，探究船闸工程裂缝控制关键施工技术，首次
系统性解决了船闸主体工程混凝土结构裂缝问
题。在高温天气施工的船闸大体积混凝土在冬季
低温过后，仍保持无裂缝。 该研究不仅提高项目
大体积混凝土抗裂能力，也为项目后期抗裂混凝
土的大范围应用提供了扎实的实践证明。

蔡瑾 储诚供稿

为深度发掘江苏常州的历史文化富矿，进
一步提升本土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江苏省
常州市邮政分公司携手常州市档案学会、 常州
市集邮协会共同策划开发了《精彩龙城·方寸记
忆》常州主题纪念邮册。 邮册首批制作 300 本，
实现业务收入 25.3 万元。

该项目于去年底启动，由常州市档案学会、
常州市邮政分公司、 常州市集邮协会组织开展
“精彩龙城·方寸记忆”主题纪念邮册策划活动。
通过多次召开座谈会、项目研讨会，确定了邮册
设计理念、策划思路、目录板块等内容。 历经几
个月设计创作，《精彩龙城·方寸记忆》常州主题
纪念邮册成功亮相。 邮册将邮票发行时间与常
州历史事件相结合，以常州记忆为主线，以档案
馆集藏的资料、老照片及邮票票品为核心内容，
分为龙城风骨、龙城风物、龙城风华三大板块，
包含《京杭大运河》《刘海粟作品选》等 50 余枚
精美邮票。

一本邮票档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历
史、承载现在，让人们于方寸之间近距离触摸城
市文化。 （查叶娟）

常州邮政打造
城市精彩方寸记忆 “雨足郊原正得晴，地绵万里尽

春耕”，春季耕种为夯实全年粮食丰
收，打下重要基础。常州交通船闸全
力保障农业、能源、农需品等重要生
产物资运输，

科学落实部分船舶优先过闸政
策，对运输农资、重点物资等船舶优
先审查、登记和调度。利用便捷过闸
APP， 为重点船舶落实提前预约制
度。丹金船闸调度中心 24 小时通过
电话、高频、微信等方式及时对船员
需求进行帮助和反馈。 通过船员提
前预约， 调度中心可以提前审核船
舶信息、优先办理过闸手续，保障闸
室现场预留空间， 使得船舶快速通
过船闸，实现农耕物资、重点物资船
舶过闸“零等待”。

截止 3 月， 丹金船闸累计保障
粮食、农药化肥等春耕农资运输 14
万吨，较上年同比增长 3.8%，接下
来， 丹金船闸也将持续采取行动为
春耕农用物资运输船舶保驾护航。

近日 ， 前黄船闸为一艘装载
607 吨化肥的“皖池州货 6869”开辟

绿色通道， 助力春耕备耕物资高效
运输。

船闸运调人员密切关注天气状
况， 按照指令要求启动大风黄色预
警响应， 及时播发预警信息， 提醒
船舶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主动对接
船舶企业负责人以及码头， 提前了
解船舶进出港计划， 依托 “水上便
捷过闸” APP、 江苏省航道收费系
统， 加强化肥运输船舶信息核查，
对春耕物资优先受理、 优先调度，
确保化肥运输船舶优先靠离泊作
业； 充分发挥远程监管作用， 利用
VITS、 AIS 等监管平台， 对化肥运
输船舶进出港航道、 系靠泊设施及
船舶作业情况开展全天候监管。 同
时， 船闸安全员与运调工班组成护
航 “春耕” 安全小组， 加密重点水
域巡查频次， 提升船舶安全监管服
务效能。

初春以来 ， 前黄船闸共护航
121 航次、共 4.07 万吨化肥安全进
出港，为春耕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仇钰婷 邵长姝 盛雯）

交通船闸全力保障春耕运输

“没想到，你们事后还专程上门关心我们企业
经营发展。 ”日前，常州市交通执法支队工作人员
来到新北区某危险品运输公司开展案后回访。 据
悉，这是常州交通执法部门首次推出“行政处罚案
件事后回访制”。

纳入回访的案件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产
生，交通执法部门采取上门、电话回访等多种方式
进行， 并书面记录回访结果。 通过强化 “三个结
合”，变“被动接访”为“主动回访”，一是案件回访
与执法监督相结合， 重点了解执法办案人员执法
行为是否规范、文明、廉洁；二是普法宣传与业务
指导相结合，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针对性
开展法律法规宣传，积极引导其守法经营、规范经
营；三是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相结合，重点了解当
事人的整改情况及经营中需要帮助解决的困难，
结合为民办实事项目，宣讲“邀约式”安全检查政
策，积极征询当事人对交通执法工作的意见建议。

实施行政处罚案件事后回访制， 是常州交通
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领域实行流程再造， 清风护
航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下一步，常州交通
执法部门将秉持服务型廉洁执法理念， 在严格执
法的同时按下服务发展的“回访键”，全力帮助当
事人纾困解难，坚定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 为常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交
通执法力量。

（戴群立）

常州交通行政处罚
案件推出事后回访

近日， 我市金坛区 306 县道王母观大桥完成
桥梁健康监测系统布设， 标志着全市农村公路开
启数字化养护新时代。

王母观大桥全长 357 米， 主跨结构为系杆拱
桥，主跨 97 米，跨越丹金溧漕河。本次设置的桥梁
健康监测系统包含竖向位移、结构裂缝、视频抓拍
等方面，通过动态监测实时获取数据，及时研判桥
梁结构状态， 为农村公路桥梁科学养护提供决策
依据，实现桥梁管养信息化、可视化、智慧化。

目前，我市已完成金坛区王母观大桥、武进区
朱家渡桥的桥梁健康系统设置工作， 计划将在武
进区西杨墅大桥开展系统布设， 实现全市 3 座农
村公路桥梁健康监测系统的省定目标。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四好农村路”建管养运
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农村公路管养数字化、自动
化升级。 进一步推广农村公路路面自动化路况检
测，力争达到 80%以上覆盖率，实现县道 100%覆
盖、乡道基本覆盖、村道能检尽检；在重要县道逐
步开展自动交通量观测点建设， （下转第二版）

我市农村公路桥梁管养
开启信息化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