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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开展专题学习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自2018年
10月1日起实施，本次修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全体党员
集中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润
色了党员冬训活动。

专题学习中，支部负责人围绕六大纪律对《条例》
相关条款，以及全体党员应该重点把握的方面作了简
明扼要的梳理和解读，结合典型的案例进行了具体阐
释，要求全体党员始终严以律己，做到不越底线，不碰
高压线，严格遵守党规党纪。

据了解，此次专题学习是大队开展党员冬训活动
的举措之一。下一步，大队还将通过开展冬训考学、组
织专题讨论、观看专题教育片等多种形式丰富活动内
容，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党员素质，提升党员精气神。

（张婷玲）

加强船舶垃圾接收转运监管
保障通航安全

“你们先通过微信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填写船舶具
体信息进行注册……”3月12日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大队海事中队工作人员来到通吕运河，向辖区内
的船户讲解如何进行船舶污染物送交，向码头负责人
讲解如何接收、转运船舶污染物。

此次现场宣贯行动是该中队结合南通市政府下发
的《南通市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监管联单制度
及联合监管制度》和“263”行动相关要求而开展。现场，
执法人员要求船方落实船舶污染物收集和处理设施，
建立船舶污染物储存、处理及交付制度，将船舶污染物
交送给有接受条件的港口企业或水上接收船接收处
理，不得将船舶污染物直接排放入水。

据了解，目前，我市辖区内共有17家船舶污染物接
收点。下一步，该队将持续加大现场巡航巡查力度，加
强污染物接收转移宣传工作，保障辖区通航安全、水域
清洁。 （袁野 张婷玲）

海启高速优化
交通标志标线设置

3月4日，海启建指开展交通标志标线优化设置培
训，结合此次培训，各路面标将对施工过程中标志标线
设计存在的欠缺进行优化整改，使之更加合理实用，提
升服务水平。

南京理工大学博士郭唐仪系统讲授了高速公路前
置指路标志设置距离及安全影响、安防设施优化、典型
路段安全设施设置，细致解读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新
国标的作业区、限制速度、设置距离三个具体标准。

设计、各总监办、各路面标及安全服务单位参培人
员，对自身项目涉路施工设置的标志标线存在的疑点、
难点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座谈，郭唐仪结合各自实践经
验与研究成果做了详细答疑。 （黄佳惠）

吕四船闸绿化和环境
整治工程交底会议召开

3月9日，吕四船闸绿化及环境整治工程交底会在
吕四船闸召开，吕四船闸管理所代表及设计、施工、监
理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会上，总监办汇报了前期施工进场各项工作的开
展情况，重点对该项目的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
制、安全环境管理方面做了详细介绍和指导，会议还对
与会人员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现场答疑。各方代表对
图纸会审和施工方案进行了审查，建设、设计、施工、监
理单位进行充分讨论，从技术、工期、安全等方面提出
了要求和具体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了施工安全和质量
要求。

会议要求各参建方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尤其在后续
的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要求进行，精心组织，
精心施工，服从管理，按期、按质圆满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该工程3月12日正式开工。 （黄佳惠）

售票员拾金不昧
2万元看病钱物归原主

3月13日7：00左右，启东客运站售票员费利娜正
在岗位上忙碌，突然发现窗口“躺”着一只黑色小包，她
将钱包拿起询问周边的旅客，询问无果后，费利娜将钱
包交到了值班室。值班长盛卫平打开钱包，经查看，小
包里有现金2万多元和身份证，根据身份证号码，查到
失主倪建冲购买了当天7：15去上海总站的车票。

而此时，失主倪先生正坐在候车大厅的座椅上休
息，当他隐约听到10号检票口的广播里正在寻找7:15
分往上海总站的倪建冲旅客时，还以为是通知他检票，
忙不迭地来到检票口递上车票，盛卫平笑着问他是不
是忘记了一个小包，此时的他还是一头雾水。盛卫平再
次提醒他是黑色的小包以后，他才恍然大悟，发现小包
已经不在自己身边了，急得脸刷得一下红了起来。倪先
生随着盛卫平来到了值班室，核对了现金和其他物品
无误后，在《旅客遗失登记领取表》签了字，拿回了小
包，倪师傅拉着盛卫平的手不断感谢，并抽出100元现
金塞给盛卫平表示谢意，被婉言谢绝。 （周玲屹）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在希望的田野
上，位于合作镇境内的海（安）启（东）高
速公路建设工地又掀开了大会战的序
幕。2019年，“海启高速启东段建成通
车；国道345启东段建设10公里；实施
农村公路安保工程50公里，并改造农村
公路宽路窄桥50座。”年初召开的全市
城建交通工作会议为今年全市交通工程
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

坚持交通先行，优化路网结构。
2019 年，全市交通系统将牢固树立

“抓交通建设就是抓大发展、抓大未

来”的意识，继续着力构建外联内畅的
大交通体系，进一步释放交通引领城市
转型的效益。体现于，既要构建更加高
效的对外交通，抢抓新一轮交通建设大
提速的宝贵机遇期，全力争取北沿江高
铁取得突破性进展。又要积极向上争
取，优化宁启铁路列车开行结构和运营
方向，增加始发班次，满足群众多元化
出行需求。

确保海启高速建成通车。2019年，
全市交通系统及沿线广大群众将继续以
高涨的热情，全力支持海启高速公路路

面工程的施工建设，确保年内全线完工
并顺利通车；在此基础上，加速推进国道
345启东段建设；加快推进省道335吕四
改线段前期工程，建成天江公路北段。规
划建设吕四港10万吨级通用码头，借助
已经形成的铁路框架，致力加速打造吕
四港“公铁水”集疏运体系，并推进洋
（口）吕（四）铁路前期工作。

继续深化农村道路建设，今年将继
续以“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市)创建为契
机，实施农村公路安保工程50公里，并
改造农村公路宽路窄桥50座。在这同

时，提档升级农村公路30公里，改造县
乡道10公里、危桥12座，进而进一步提
高农村路网的整体运行效率、生态及安
全环境。

打造更加优质的公共交通。2019
年，我市还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路，体现
公交惠民，除新增城区至火车站的公交
线路外，还要积极扩大公交尊老卡、爱心
卡的覆盖范围，持续推进公交二维码乘
车，不断提高公交系统的信息化、智能化
水平。

（杨阳 黄佳惠）

打造更加便捷舒畅的出行环境

交通工程建设“三大攻坚战”启幕

3月13日一早，两辆印有醒目飞鹤
标志的大巴车载着市老年大学的90名
师生，前往上海浦东开展采风活动。“舒
适、方便、宽敞、准点、直达，坐飞鹤公司
的包车感受真好！”一路上，众多学员纷
纷称道。这番感慨，皆因有了南通汽运集
团飞鹤分公司最近几年来专为千家万户
推出的定制包车。

“定制包车”，客户叫好！2018年初
以来，飞鹤分公司总计发送定制包车

1467车次，服务乘客12.8038人次，实现
营业收入470万元，三项指标连续四年
同比增幅全部超出40%。既迎合了民众
个性化交通出行需求，又拓展出一条新
的经营路子，由此实现了企业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2013年，飞鹤分公司作为全市唯一
专业交通客运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
根据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出行需
求，敢为人先推出了专为客户量身定制

的“包车服务”项目，即客户要出门，“您
开口，我接送”。为此，公司在一举打开市
场后，先后装备了包括6客商务车，19
客、23客豪华中巴车和39客、49客、53
客大巴车在内的45辆“定制包车”，同时
推出了包含“统一收费标准、统一车辆标
志、统一礼仪服饰”等内容的服务规范，
所体现的安全、规范、舒适、体贴、保险等
特性由此得到广大客户广泛认可。“为了
最大限度满足乘客远行需求，我们装备

的23客以下豪华车辆的座位，全部采用
1加2排列，宽敞度、舒适度均超越了普
遍私家车和一般长途客运车辆。”飞鹤分
公司运输经营科副科长黄新的介绍，道
出了为何许多乘客家庭及群体出行首选
飞鹤“定制包车”的一大缘由。

飞鹤分公司的定制包车，为千家万
户家庭或群体个性化出行提供了一条安
全、舒适、快捷的交通通道，分公司总
经理姜伟杰提供的一组数据让人兴奋：

“2018年度发送的120038趟‘定制包
车’，92%为发往启东市外的长途包
车，另有105趟包车为居民婚嫁喜庆包
车，仅此一项接送乘客就突破了10000
人次。另外，‘定制包车’开通5年，
未曾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乘客满意率
更是达到了100%。”（姜斌 顾蓓蕾）

飞鹤公司“定制包车”便捷千家万户
去年以来共计发送1467车次，服务12.8万人次

阳春三月传捷报，日前从江苏省交
通运输厅传来喜讯：我市被评为全省“四
好农村路”示范县。启东全市农村公路从
此进入新时代，“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农村公路成为广大农民兄弟美好生
活新追求的坚实保障。

目前，启东已建成农村公路4000多
公里，所有行政村通上了双车道四级公
路。2017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大力推动
新一轮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以财政全额
承担的气魄，以每年150多公里的速度，
全力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建设，
累计投入资金超10亿元，实现了农村公
路由“数量型”到“品质型”再到“品牌型”
的跨越式转变。

打磨一条条品质之路
4000公里农村公路，如同一条条金

丝玉带，与我市的江海湖泊交相呼应、相
得益彰。启东农村公路建设者始终秉承
优美示范的理念，高起点设计、高标准实
施、高质量监管，打造了一条条品质之
路。2017年以来，市交通运输局委托专
业单位对全市238公里项目进行统一设
计，其中新建沥青道路100公里，路面宽
度达6米以上，并同步进行景观、安保设
计。全市分成东、西两片，分别聘请2家
专业监理公司进行统一监理，从整体上
强化项目控制。聘请第三方技术服务单
位，成立专门试验室，实施分片区针对性
管理，狠抓关键指标，以匠心精神提升工

程质量。
面对房屋拆迁、杆线搬迁等一系列

复杂的前期矛盾，我市因地制宜，对在省
规划网内不具备施工条件的线路采取就
近同向置换的方法建造新路，东汇路、新
三和港路等一批新的农村公路应运而
生。不仅如此，广泛应用新材料、新工艺、
新技术，吕复路全线基层和底基层首次
采用路液稳定土，相比原来路基更稳定；
新港河桥安装上了铝合金栏杆，抗盐碱
防腐蚀效果更好；智慧农路管理系统全
面应用，日常管养实现信息化，精益求精
打磨造就品质工程。

铸造一条条平安之路
4000 公里农村公路，每一公里都

“畅、安、舒、美”，成为了群众出行的平安
大道。市政府将农村公路管养经费全部
纳入市级财政预算，并按不少于省补资
金的标准予以配套。市、镇二级均成立了
专门的农村公路管理机构，探索实行养
护服务外包、路长制管理等多种新机制，
做到有路必养、养必到位。各镇区大力开
展农村公路环境整治行动，拆除一批影
响视距的房屋，运用竹篱笆、草坪砖、种
植红叶石楠等多种方式进行路田分家、
路宅分家，安装爱路护路村规民约公示
牌。与此同时，农村公路平交口采用行人
过路自动警示系统，安装主动发光警示
标志，最大限度避免交通事故发生，提升
广大农路安全通行能力。

催生一条条发展之路
4000公里农村公路，都体现出“一

县一品牌、一路一特色、一镇一循环”的
设计理念，展现了乡村发展的新画卷。

农村公路建成后，启东的许多农村因路
而兴。圆陀角度假区的恒大碧海银沙、
双色海、新湖郁金香花博会等项目吸引
着各地游客。花海小镇合作镇农村公路
提档升级后，樱花、牡丹花、玫瑰花、
水杉树“三花一树”销售火爆，华夏牡
丹园等农业基地声名鹊起。惠萍水果小
镇借力农路大力发展乡村游，“春赏
花、夏摘桃、秋采梨、冬沐阳”成为一
大亮点。千年古镇吕四港镇将吕洞宾驾
临吕四的人文元素、天汾电动工具之乡
的产业元素和青绿满园的旅游元素，融
入农村公路，打造成了一条10公里长
的“吕”字型农村公路环线。农村公路
成了农村发展的触角和脉搏，“迎日
出、品海鲜、深呼吸”成为我市的一张
靓丽名片。

在此基础上，我市坚持“公交优先、
城乡一体、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打破
城郊区域限制，不断优化镇村公交通达
线路，实现市民快捷出行。建设回车场、
候车亭，投入智能调度、电子站牌、掌上
公交、扫码乘车等信息技术，大力提升城
乡客运服务一体化水平，依托村级公共
服务中心设立邮政驿站、益农社，顺丰、
京东等物流网点在各镇区全面覆盖，全
市客货并举、惠民便民的农村公路运输
体系初步建立。

八千里农路，条条精品路。站在新的
起点上，启东交通人将继续用辛勤和汗
水铸就绿色崛起的幸福大道，把成绩写
在东疆大地，把三水交汇品质农路建成
农民兄弟心坎上永远的丰碑。

（周陈钢 郁剑波）

“品牌型”农路的启东样本
——写在我市获评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之际

连日来，我市一批交通惠民项目相继
开工，抢时间、赶进度、抓发展，吹响春季开
工“冲锋号”。图为3月13日，丁仓港北路水
稳施工现场。 严隽逸摄

早春开工忙

合作镇臣义村中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