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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常宜高速已完成进度超九成，宜长高速完成约75%。此外，

围绕锡宜高速改扩建等项目，我市不断加快推进前期工作，为工程及早开

工建设创造条件。

□我市相关国省干线、重要旅游干道等高等级公路、主干项目建设，也

全面吹响了攻坚推进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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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路灯设施安全度汛，连日来，市城建文旅
集团组织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强路灯的管理和维护。
截至目前，该部门已检修路灯5000多支，不仅消除了
路灯设施安全隐患，还为城市增添了靓丽风景。

图为7月1日，工作人员在城区世纪大桥上进行
路灯检修。

（见习记者 鲍祎珺 摄）

本报讯（记者李 震 通讯员陈
磊）常宜高速宜兴段上月末全面进
入沥青摊铺阶段，宜长高速四大隧
道之一的庙山二号隧道近期实现右
洞贯通、老 104 国道（342 省道至
262省道段）本月启动改造……当
前，络绎不绝的工程车辆、挥汗如雨
的建设者，忙碌在我市各重点道路
交通项目工地上，绘就出一幅“加油
抢进度、复工推进忙”的动人画卷。

“复工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
刺。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把失去的
工期抢回来，全力保质保量完成重
大工程建设，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
群众便捷出行。”市交通运输局相
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给项目建设带来的不利
影响，我市交通运输系统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紧
紧盯住目标任务，提早行动，综合
施策，强化保障，有序、有力、有效
地推进一批有利于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区域交通改善、助力旅游发
展和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交通重
点项目。面对整体建设体量较大、
时间紧、任务重等实际情况，该部
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单位、沿线属

地板块，加快推进立项审批、征拆
等前期工作，为新项目实施、推进
扫清了障碍。同时，针对结转续建
工程，严格对照时序倒排工期，配
足施工力量，优化工序组织，“会
诊”难点问题，在强力推进精细化、
标准化施工管理的同时，不断加快
实施进度。

常宜、宜长等高速公路，是深
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主动脉。
要在区域内获得交通比较优势，必
须让这些重大项目“再加速”。连
日来，常宜高速万石枢纽附近路段
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工人正在紧张
进行沥青摊铺。施工、监理单位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施工组织统筹安
排。一张张排好的时间表，详细地
列出了工程量和具体任务。“就目
前进展看，我们的进度完全不受疫
情影响，预计9月底可以完成沥青
施工，年底前可顺利实现通车。”常
宜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
表示，作为我省“五纵九横五联”高
速公路网规划中“纵三”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高速建成后，将进一步
紧密苏锡常都市圈的联系。同样
喜人的进展，也出现在正在建设的

宜长高速。“由于采取了两端同时
掘进等措施，庙山二号隧道右洞实
现贯通，比原计划还提前了约一个
月！”该项目现场负责人表示，3月
全面恢复施工以来，道路部分已完
成路基填筑建设和水稳建设。而
在隧道部分，梅子岭隧道和庙山一
号隧道已实现贯通；葡萄岭隧道左
右洞计划于2020年7月底贯通，为
高速全面通车打下坚实基础。至
目前，常宜高速已完成进度超九
成，宜长高速完成约75%。此外，
围绕锡宜高速改扩建等项目，我市
还不断加强对上沟通衔接、配合做
好前期工作，为工程及早开工建设
创造条件。

在高速公路建设“提速”的同
时，今年，我市相关国省干线、重要
旅游干道等高等级公路、主干项目
建设，也全面吹响了攻坚推进号
角。在推动锡宜一体化相关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眼下，宜
马快速通道项目已进入招投标阶
段；341省道（周铁至和桥段）下半
年将开工；范蠡大道北延段等前期
工作目前也已有序展开。随着这
些工程建设的扎实推进，我市主干

路网更加完善快捷，有效提升了陶
都在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中的竞争
力。道路交通作为助推旅游发展
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为全域旅游插
上了一对“金翅膀”。作为江苏省
道公路网规划中的重要干线公路、
出省通道之一，360省道宜兴段东
起104国道，经丁蜀、湖氵父、张渚、西
渚，最终与360省道溧阳段相接。
在洑湖段、西张段基本建成基础
上，今年，360省道茗岭段新改建工
程稳步推进，眼下已完成建设量的
约50%。汤省公路改造工程全面
启动，其雅达段今年年底前基本完
成；云岭路（云岭隧道）正进行收尾
建设，今年10月通车；老104国道
（342省道至262省道段）改造本月
启动，今年11月改造完成……一个
个外联、内畅、互通工程，正将陶都
地理区位中心优势，逐步转变为交
通发展优势。

此外，作为“毛细血管”的农村公
路新改建工程今年也多点开花、全面
延伸。今年，我市将进一步完善农村
路网结构，计划实施农村公路改造
150公里，改造农村桥梁25座。目
前，相关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

加快打通交通“大动脉”助力驶入发展“快车道”

我市公路项目建设“加速跑”

本报讯（记者孙斐斐 通讯员
毕 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日
前，2020年度宜兴市市长质量奖
申报工作已启动，截止时间为8月
31日。

宜兴市市长质量奖于2016年
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是宜兴市人民

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主要授
予我市行政区域内质量管理先进，
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组
织，包括“宜兴市市长质量奖”和“宜
兴市质量管理优秀奖”两个奖项。
从2016年设立至今，我市共有9家
企业获评宜兴市市长质量奖，8家企

业获评宜兴市质量管理优秀奖。
据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申报，凡符合条件的企
业和单位，均可登录宜兴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网站下载《宜兴市市长质
量奖申报表》，填写组织概述、自评
报告、典型案例、证实性材料等相

关信息报名，评审将经过资格审
查、材料评审、演讲答辩、现场评
审、综合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层
层把关。最终，将对首次获得“宜
兴市市长质量奖”的组织奖励50万
元，对首次获得“宜兴市质量管理
优秀奖”的组织奖励10万元。

2020年度宜兴市市长质量奖申报工作启动
申报截止时间为8月 31日

维修路灯保安全

城区积水点昨及时完成排涝

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 中
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
部长级会议7月6日以视频连线方
式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
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2018年，我在中
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
幕式上宣布中阿双方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倡议打造中阿命运共同

体，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得到阿拉伯国家热情响应。
两年来，中阿双方加强战略协调
和行动对接，全面合作、共同发
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
系得到深化。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风
雨同舟、守望相助，坚定相互支

持，开展密切合作，这是中阿命运
与共的生动写照。当前形势下，
中阿双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
要加强合作、共克时艰、携手前
行。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召开为
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稳步推
进抗疫等各领域合作，推动中阿
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更好造福中阿双方人民。

本报讯（记者史思涵 文/摄）
“这边有积水，快把机器搬到这里
来。”7月6日下午5点，受持续强
降雨天气影响，宜城人民北路某
路段一侧出现积水，3位来自市
公用产业集团下属排水有限公司
的排水工人正密切配合，对积水
点进行排涝作业（如图）。

此处地面积水位于非机动
车行车道内，记者到达时，积水
区域长约3米，水深5至6厘米。
只见排水工人一边启用2台移动
泵抽排，一边打开雨水井篦子加
速排水，同时设立路障警示牌，
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经过
紧张抽排助排，积水面积逐渐缩
小。据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6日
凌晨，我市发生突发性强降雨天
气，降雨量达78毫米左右，受此
影响，城区杏花新村、解放东路
延伸段、人民北路等区域，由于
地势较低，出现多处积水点。接
到消息后，市公用事业管理系统
迅速反应，组织专业人员分赴各
积水点迅速开展排涝工作，同

时，组织工作人员在城区范围内
对深水路段进行排查，及时清理
路面杂物，保障市民的出行安
全。至当天下午5点半，城区所
有积水点均已完成排涝。

据悉，今年汛期较往年提前
了9天，汛期时间长，给我市城区
排水系统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为
确保安全度汛，市公用事业管理
系统在今年汛期来临之前，对城
区排水设施开展了全面检查和维
护保养，并健全各级防汛机构，完
善防汛预案，备好防汛物资，全面
筑牢城区防汛安全网。目前，市
公用事业管理系统已启动防汛应
急预案，全体工作人员实行24小
时值班制度，确保市民出行以及
生命财产安全。下阶段，如果降
水持续增加，城区依然有可能再
出现积水情况，市公用事业管理
系统将进一步强化城区巡查力
度，对防汛重点工程、重点部位、
重点地段组织检查，针对在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
改、消除隐患，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记者赵 辉）昨天上
午，无锡市召开防汛应急调度会
商会议，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防
汛工作，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
切实做到防汛安全之弦绷得紧
而又紧，防汛措施落实细而又
细，工作责任严而又严，奋力夺
取今年防汛抗灾工作全面胜
利。市领导张立军、周峰等在宜
兴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

在收听收看视频会议后，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立军要求
全市各级各相关单位立即贯彻
无锡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切实
做好各项准备，立足防大汛、抢
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汛抗
洪各项工作，打好打赢主动仗，
坚决确保全市河湖库塘安澜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
一步完善防汛指挥调度体系，形
成科学、高效的应急反应体系，
对突发情况形成科学研判、做出
有效应急处置。要做好高考期
间城市防涝保供工作，科学制定
高考应急保障方案，及时发布路

况信息，全力保障城市交通畅
行，确保高考顺利进行。此外，
要密切关注天气、雨情、水情变
化，及时掌握工情、险情和灾情，
针对油车水库等大中型水库、圩
区和山洪灾害多发区等，要严格
落实汛期监测、预报、人员转移
等措施，做到早预防、早转移、
少损失。

我市于6月1日正式进入主
汛期以来，全市各防汛部门严格
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全力
以赴防汛备汛。各地各相关部
门严格执行汛期领导带班、24小
时值班和重点险段24小时巡查
制度，保证信息畅通，反应迅
速。昨日 16时 30分，大浦（太
湖）水位已达4.2米，按照《宜兴
市防汛防旱防台应急预案》规
定，市防指决定，昨日17时起，全
市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
汛Ⅲ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严
格按照防汛应急预案的要求，全
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力争把灾
害损失和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
无锡防汛应急调度会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