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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交通事业 争当高质量发展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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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周惠锋
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局根据市委
总体要求，坚持以“勇当高质量发展急
先锋”为主题，深入推进解放思想大讨
论活动，形成了“交通务必更好服务于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三点共识。
一、新时代提出了新要求。当前，在
习近平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引下，交通发展也进入了新的
时代。一是交通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交通强国的
宏伟目标，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交通发展
确定了总的基调。未来的交通发展将按
照世界领先、人民满意、有效支撑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走出一条
有中国特色的交通强国之路。江苏省
委、省政府提出了将在建设交通强国的
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主动先行先试，
率先建设交通强省的目标。南通市委提
出了积极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
建设交通强省先进市。我市作为对接上
海、融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
将一以贯之地落实省、市的战略定位，
全力以赴推进交通强市战略，积极服务
于高质量发展。二是交通转型发展的要
求迫在眉睫。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是
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调结构、
补短板，推进各项要素竞相迸发，是推
进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我们将
进一步开阔思路、放宽眼界，以高起点

规划为引领，着力推进公铁水运协调发
展，服务于交通强市战略。三是为民服
务的理念深入人心。为民服务是交通发
展的落脚点，交通干线的畅通、交通环
境的治理、四好农村公路的创建、公交
客运的优化完善等一系列措施的深入
推进，都将进一步服务于乡村振兴战
略，提升交通满意度，使交通更加贴近
于民。新的时代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
想、真抓实干，把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新时代面临着新担当。回顾启
东交通事业多年来的发展历程，黑色路
面、网化工程、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
村公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展现着几
代交通人的勇于担当精神。在解放思想
的理念下，启东交通人将继续勇于担
当，着力破解困难和压力，服务高质量
发展。一是土地资金的瓶颈制约需要我
们勇于担当。破解土地瓶颈，我们既要
力争让更多项目列入省级以上计划，又
要利用好地方土地政策。面对资金压
力，我们要通过创造性地走资源置换型
路子，寻求交通可持续发展新途径。二
是绿色发展的服务理念需要我们勇于
担当。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整治
非法码头，坚决治理散乱污企业，全面
防范船舶及船舶企业、汽修行业的环境
污染，需要我们在挑战中敢作敢为，以

助力于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三是日益
增长的交通需求需要我们勇于担当。现
在和将来一段时间，全市城乡日益增长
的汽车保有量对道路畅通提出了严峻
的考验，畅通农村血脉需要不断推进农
村公路提档升级，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出
行需求需要不断推进公交发展，对接服
务上海、实现与上海客运的无缝衔接，
需要我们加快推进启沪公交建设。加强
货运通道建设，
进一步完善集疏运体系，
需要我们加快推进铁路、
港口的发展。
担当是一种责任、一种境界、一种
能力，面对交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全
体交通人只有积极作为，勇于担当，才
能做到事业有成、大有所为。
三、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在思想大
解放、发展高质量的大背景形势要求
下，如何做好交通发展这篇文章，是交
通人面临的新的任务。为此，我们将全
市交通事业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目标
确定为：一是要全力建设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加快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
程，全力配合推进北沿江高铁的前期工
作，不断完善干线公路路网，充分提升
港口功能，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创
建“四好农村路”，为乡村振兴提供支
撑。以农村公路的提档升级，让农村成
为城镇化的乡村。2018 年，全市将在去
年完成 150 公里任务的基础上，再提档

升级农村公路 130 公里。三是让生态绿
色贯穿交通发展全过程，全力抓好交通
干线环境整治，科学谋划内河港口规划
布局，规范港口经营，抓好涉及交通行
业的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工作，让交
通干线成为绿色走廊。四是强化担当意
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自信、鼓舞斗
志。积极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
创业。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
坚持优者上、庸者下，使能上能下成为
常态。深化交通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加
强执法队伍机制建设，优化考核评价机
制，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着力增强党
员干部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本领能力，注
重党员干部处理复杂事务的培养，让干
部在实践中砥砺品行、增长才干。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党风作风
建设，引导党员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
实”，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实力、道德定
力、抵腐定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
境。
思想大讨论，肩头责任重！全市交
通运输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将在今后的
工作中，全面深化落实大讨论活动所确
立的各项目标要求，用解放思想的实际
行动推进交通高质量发展，为打造综合
交通枢纽和建设“强富美高”新启东提
供坚强的思想保障！

·新闻集锦·

崇明阿婆遗忘手提包
启东客运站值班长帮找回
7 月 3 日上午 8 点多，上海崇明的茅亚玉阿婆匆匆
来到市客运站值班室，拿回了失而复得的手提包，茅阿
婆拉着值班长陆雷的手不断地说着感谢。
原来，茅阿婆一早乘坐当日陈家镇发往启东的大
客车，到达启东城东站，看到许久未见的亲戚来接她，
激动的阿婆迫不及待地下了车，没有检查随身携带的
行李。
刚坐上亲戚的车，茅阿婆才发现自己的手提包不
见了。一想肯定是自己下车太匆忙，把手提包落在了车
座位上，但此时大客车已经开往启东汽车总站。焦急万
分的茅阿婆在城东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拨通了启东
客运站的值班电话。接电话的是值班长陆雷，电话里阿
婆已经急得语无伦次，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包里有 3 个
红包，1 个金戒指，还有 4500 元现金。陆雷耐心地安慰
着阿婆，并仔细了解了阿婆乘坐的班次信息。估摸着阿
婆乘坐的班车快要进站了，
她马上来到旅客出口处耐心
等待。
车辆进站后她第一时间上车并在阿婆之前的座位
上找到了手提包。回到值班室，陆雷马上拨通了茅阿婆
的电话，
告诉她包已经找到，
请她过来领取。
10 分钟后，茅阿婆来到值班室。经清点核实，陆雷
将手提包交到了茅阿婆手中。
（周玲屹）

江苏籍内河船舶
免费安装 VITS 船载终端
近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获悉：2018
年江苏籍内河船舶免费安装船舶身份识别与轨迹传感
器（简称 VITS 船载终端）工作已正式启动。
免费为江苏籍内河船舶安装 VITS 船载终端工作，
连续 3 年被列入交通运输部门为民服务实事项目。该项
目实施 2 年来，已累积为 48 艘江苏籍船舶安装了 VITS
船载终端，其中 38 艘船舶为市航运公司所属。
今年，地方海事部门将克服待装船舶流动、分散等
困难，继续为江苏籍船舶免费安装 29 套 VITS 船载终
端 。届 时 ，江 苏 籍 实 际 营 运 的 内 河 船 舶 将 基 本 实 现
VITS 船载终端安装全覆盖，为船户提供更加精准、高
效和便捷的服务，实现全天候、全方位的水上交通安全
监管。
（李雅美）

市公路管理站向
结对帮扶小学贫困生献爱心

7 月 9 日 ，施 工 机 械 正 在 对 近（海）王
（鲍）线南阳镇聚阳集镇镇西地段实施大修
施工（小图）。经过全市交通及公路系统的不
懈努力，目前全市 440 公里县乡道路在全面
达到省级路况指标的同时，其养护水平更是
连续 8 年跻身全省先进行列。大图为惠萍镇
大兴线路域环境俯瞰。 姜新春 郁剑波摄

清除清理 500 多处各类杂物、摊点及污染物

交通干线沿线环境整治初见成效
7 月 10 日上午，市交通运输局路政
执法大队巡查至苏 221 线海复镇糖坊村
地段时，对悬挂于道路东侧一交通指示
牌上的一广告招幌进行有效清除，既保
障了交通安全，又清理了又一公路“牛皮

癣”。如此快速清除清理公路沿线杂物、
异物、摊点等非标物品，目前已成全市交
通干线沿线环境整治新常态。
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局全面推进
交通干线沿线环境整治，以有效保障交

通安全、美化城乡面貌、保护生态环境。
截至 6 月底，此项整治行动总计清除路
面污染 104 处，清除占用公路设立的摆
摊点（小菜场）300 处，整顿长期占用路
面停放的“僵尸车”65 辆，迁移马路市场

5 个，拆除违法非标公路标志和违法广
告、清除集镇（城区）建筑控制区内的移
动非标和实物招幌 182 处。上述整治行
动，数 5 月 4 日拆除苏 336 线圆陀角旅游
度假区境内一处 45 平方违章建筑（一间
彩钢房和一间砖瓦房）
“动作”最大，当
天，在市路政执法大队及圆陀角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存在多
年又严重影响公路路域环境美观的违法
碍路建筑最终得以顺利清除。
（周陈钢 郁剑波）

“启东爸爸”和“兰考女儿”

朱海兵（最右
最右）
）与刘茜
在启东市公路管理站，有这样一对
特殊的“父女”，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
原本互不相识，但他们跨越千里，心手相
牵，留下了一段“启东爸爸”和“兰考女
儿”的真情佳话。他就是南通市最美公路
人朱海兵和兰考女孩刘茜，七一前夕朱
海兵作为启东交通运输系统的优秀党员
代表，
其感人事迹在全市进行集中宣讲。
2004 年 10 月，时任票财股长的朱海

兵在启东收费站发起
的“心系兰考助学兴
教 ”活 动 中 ，获 悉 当
时才 12 岁的兰考女
孩刘茜因家庭贫
困，正面临辍学。作
为一个父亲，朱海兵
为小刘茜当下的困境
和未来担忧着，虽说从
未谋面，但他深知辍学对
孩子的一生意味着什么，一
股担忧深深噬咬着他的心。晚
饭时，朱海兵和妻儿说起了小刘茜
的不幸，善良的妻子一下子明白丈夫的
心思，懂事的儿子也希望爸爸妈妈帮帮
这个小姐姐，一顿寻常的晚餐，一家人作
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资助刘茜，完成
学业。
为了抚慰小女孩稚嫩的心，鼓励刘
茜重树信心，暑假时，朱海兵专程去兰考
将“兰考女儿”接到启东，和妻子一起给
了她久违的父母之爱和家庭温暖。渐渐
地，小刘茜的脸上绽放出了笑容，整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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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慢慢变得积极乐观起来。回校后，刘茜
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学习成绩名
列前茅。
从那以后，每逢暑期，刘茜都会来启
东“度假”，看大海、游市景、观名校……
“兰考女儿”在“启东爸爸”家尽享温情，
小刘茜也特别懂事，经常下厨烹制兰考
的特色面食来招待“家人”，他们一起晨
练，一起散步，旁人根本想不到，如此和
美的“一家人”原本竟是相隔千里素不相
识的陌路。
熟悉朱海兵的人都知道，他自己是
工薪一族，妻子平时在加油站打临工，
儿子还在上大学，而在刘茜读高中的 3
年里，正值收费站撤销，朱海兵待岗在
家，每月仅拿着 1000 多元的基本生活
费，但他对“兰考女儿”的资助没有
断，通过短信、QQ、微信等给她精神
鼓励，成为刘茜学习生活中的“加油
站”和“助推器”。2012 年暑假，20 岁
的刘茜手捧南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
次来到启东，以优异的成绩实现对“启
东爸爸”的诺言。临行前，朱海兵带着

刘茜去商场买了箱包、衣服等日常生活
用品，塞了数千元的零花钱，嘱咐刘茜
继续努力奋斗，他一定做坚强后盾。如
今，昔日的兰考贫困女孩刘茜已经大学
毕业，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开始了她崭
新的人生历程。
“启东爸爸”和“兰考女儿”的千
里情缘已经延续了 15 年。兰考女儿长
大了，成材了，“爱管闲事”的朱海兵
又“瞄”上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他参
加了启东市“助残志愿者队伍”，同时
又是南通市“铺路石志愿服务队”的骨
干成员，在给予贫困学生和残疾人士物
质资助和精神支持的历程中，朱海兵的
足迹遍布江海大地。2017 年，朱海兵
入选了“中国好人榜”候选名单，被评
为南通市优秀志愿者，获得了“十佳启
东好人”提名奖……
朱海兵用温暖的手，善良的心，托起
了一个女孩的希望，也树起了一个党员
的形象，用自己的行动演绎了一曲感人
至深的
“爱的奉献”
。
（周陈钢 郁剑波）

6 月 27 日，市公路管理站党员代表来到吕四港镇
陈尚义小学，向学校送上 200 本印有新时期南通公路
精神的爱心日记本，并现场发放给一年级贫困生。
今年初，市公路站与吕四港镇陈尚义小学结成精
神文明共建单位，共同传播文明新风尚。3 月下旬，启东
公路站宋红斌同志资助该校因车祸失去父亲的黄佳
颖、庄佳璐姐妹。受助学生一家人还专程来站向好人宋
红斌送上一面“慈怀仁爱之心 善行济困之举”的锦旗。5
月份“路政宣传月”期间，启东公路站与吕四港镇陈尚
义小学开展送爱心、送法律、送安全“三进”校园活动，
资助贫困生、宣传公路法律法规和江苏省公路系统“凡
人凡事”
先进典型事迹，收到了良好效果。
结对以来，站校共建活动丰富多彩。此次爱心日记
本赠送活动，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同学们手拿爱
心日记本，纷纷表示感谢公路站的好心人，一定努力学
习、回报社会。
（郁剑波）

市航道站党支部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6 月 26 日上午，市航道站党支部召开了以“进一步
解放思想，激励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为主题的专题组
织生活会。
会前，站支部以党小组为单位，集中学习了中央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
见》，以及我省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
制”文件。党员之间广泛开展谈心谈话，沟通了彼此的
思想，相互交换了意见。支部班子组织 2 次集中座谈，征
求了干部职工和服务对象的意见，为召开组织生活会
奠定了主题基础。
会上，支部书记黄辉首先代表支部班子进行对照
检查，并带头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随后，每名党员
围绕“四个意识”牢不牢、思想解放够不够、担当作为强
不强、发挥作用好不好、自我要求严不严等方面，深入
查摆问题，对查摆出的问题列出整改举措。所有党员本
着实事求是、出于公心、坦诚相见的精神认真开展了批
评和自我批评。
（杨智 夏钰）

南通汽运集团启东飞鹤分公司
开展庆七一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为庆祝建党 97 周年，进一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增强广大党员的党章意识、政治意识，坚定爱党、
信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6 月 29 日，启东飞鹤分公司
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重温
“入党誓词”活动。
党委书记吴飞作为领誓人，带领全体党员庄严宣
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短短的 12 句
入党誓言，句句铿锵有力，在场的全体党员以饱满的激
情和声音传达出了身为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与使命感，
展示了分公司党员对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不变理想和
追求。
通过此次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激发了全体党员的
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了党性观念，更加坚定
了立足本岗、创新奉献的信心与决心。
（顾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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