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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可以实现自动驾驶、可
以实现 5G 通讯、电动汽车可以一边
开一边充电；公路、桥梁、隧道可以
自己感知、分析安全状态，并发出预
警⋯⋯在智慧交通“朋友圈”里，当人
车路“对话”后，一切都能实现。

目前，天宁区的“新一代国家交通控
制网”已经加入智慧交通的“朋友圈”。

据了解，“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
是获国务院批复的国家智慧交通的基
础工程，由国家交通运输部在全国选取
9个省份进行首批试点建设，江苏是其
中基于城市交通的省份，天宁作为试点
区，先行推进面向城市公共交通及复杂
交通环境的安全辅助驾驶、车路协同等
技术应用的封闭测试区和开放测试区,
形成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实体原型
系统和应用示范基地。

无人驾驶BUS和无人扫地车

无人驾驶示范区是半开放场景测
试场，位于天宁经开区苏南智城，面积

约 1 平方公里，预计 9 月初建设完工并
正式运营。目前，无人驾驶示范区道路
规划设计已完成。

运营后，这里的无人驾驶 BUS，主
动避障、跟车、自动泊车、自动充电，时
速小于 20km/h，续驶里程 60km，每辆
车可乘坐 15 人，将解决解决园区、观
光区日常通勤。另外，乘客可以手机
叫车。

在无人驾驶示范区，还将出现24小
时全天候作业的无人扫地车，主要应用
于固定路线或封闭园区内的自动清扫。
它通过车上配备的传感器来感知道路交
通状况，可大幅度降低解放人力。

城市公交和物流配送

自动驾驶示范区是开放场景测试
场，位于未来智慧城，一期约 1 平方公
里，预计 9 月初建设完工并正式运营。
目前已启动智能道路施工建设。

这里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智能
通信网、智能道路网、绿色能源网三部

分，主要是服务于城市公交的应用。通
过建设智能站亭、信息查询终端、公交出
行服务 APP 等多种服务手段，实现精准
的出行规划、车辆实时报站、基于微信摇
一摇的投诉与建议等功能。

自动驾驶示范区还将进行物流配送
的应用示范，大幅度降低物流运输业行
驶风险。主要在物流配送车辆终端搭载
驾驶行为监控系统、前向防碰撞预警系
统、车道偏离预警系统、车辆盲区监测
等，为物流监管单位提供货物、车辆、驾
驶员的全方位监控信息，在特殊复杂的
行驶路况下为驾驶员提供实时的主动安
全预警。

四大行业推广应用

“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四大行业
应用示范基地放在智能驾驶产业园。

四大行业应用示范基地分别是货运
物流应用示范基地、危险品运输应用示
范基地、客运应用示范基地和城市公交
应用示范基地。

其中，城市公交应用示范基地由常
州市公共交通集团试点，将开设一条营
运线路，投入 10 台公交车示范运营，成
熟后推向全市公共交通营运系统。

（凃贤平）

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已
经由概念转入实际应用，竞争格局
正在全面重塑。

浙江省已经开始建设全国首条
超级高速公路，预计 2022 年杭州亚
运会前通车。该公路将具备智能、
快速、绿色、安全的四大要素。

江苏正在打造无锡 342 省道智
慧公路示范项目。具备高度感知能
力的智慧公路，可利用机器视觉、北
斗、物联网等最新感知监测技术，对
公路主体、结构物、沿线设施感知。

此外，中设设计集团科研人员
正在南京紫云大道附近建设开放式
研究环境。

天宁试水“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

本报讯 “我想知道，在签约后，
能得到的附加服务有哪些？”6月1日，
天宁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提升年
主题宣传活动，即家庭医生推广见面
会在天宁区兰陵街道九洲新世界广场
举行，不少居民前往咨询。

今年，天宁区卫计局推出了“1+
1+X”的家庭签约模式。签约后，居民

对应的不再是单个医生，而是由一个家
庭医生服务团队来提供健康服务。

“中心和三院眼科有合作，所以眼科
专家也是我们的家庭医生。”茶山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姚宇光表示，以前
家庭医生只有基层医生，从今年4月起，
市三院的眼科专家医生也加入了中心的
家庭医生团队。

利用辖区内有 8 家三级医院的优
势，天宁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市级医
院建立起社区的心血管、内分泌等多学
科的协作门诊，通过家庭医生和上级专
科医生的深度合作，将建立脑卒中、冠心
病、胸痛等“30 分钟急救圈”，开通健康
直通车。同时以家庭医生团队为纽带，
弥补了以前签约团队中各成员专业知识

水平不足、服务能力有限的短板，为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进行有力的保驾
护航。

除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与上级
医院的合作共建，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与市妇幼保健院成立“天宁区
妇幼保健服务联合体”，发展市妇幼保健
院、市儿童医院为“天宁区危急症孕产妇
抢救中心”“新生儿抢救中心”。

据了解，天宁区“精医求精·优服天
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提升年主题
宣传系列活动持续到11月，将分期分段
举行。 （罗翔 林勤萍）

建立30分钟急救圈

本报讯 端午节前夕，青龙街
道与双拥共建单位常州预备役通信
团的官兵们一起走进青龙北苑社
区，共同开展了“军民同乐庆端午，
粽叶飘香暖人心”主题活动。

6 月 5 日下午 2 点半，青龙苑北
区社区的10余位阿姨开始洗粽叶、
泡糯米、分蜜枣⋯⋯一个个忙得不
亦乐乎。年轻的通信团战士刚看到

绿油油的粽叶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不过在阿姨们手把手的指导下，小战
士很快就出师了，包的粽子也有模有
样。而且他们还相互比赛竞技，看谁
包得快、包得好。

最后，部队官兵、街道领导带着新
鲜出炉的粽子看望社区重点优抚对象
及空巢独居老人，让他们感受到节日
的温暖和亲人般的关爱。 （房宁娟）

军民同乐庆端午

本报讯 老人们一边等着磨剪
刀，顺便在邻近摊位免费理个发；孩
子们在一旁风筝DIY、圈套娃娃、捏
塑泥人；年幼的宝宝则收到了来自
社会组织志愿者分发的七彩气球、
品尝起甜蜜糖画；网格社工和家庭
医生分别忙着宣传咨询和急救技能
演练⋯⋯6 月 2 日下午，雕庄街道

“公益五号”集市在中海凤凰熙岸小
区热闹开市，3 小时内就吸引了近
五百名居民参加。

“公益五号”便民集市，是雕庄
街道在“四邻街区”基础上，打造的

又一民生服务品牌，既有有偿服务，也
有低偿服务。服务团队会在每月固定
的时间，选择一个社区进行服务，同时
会向新建小区有所倾斜。

“公益五号”还结合了创新网格化
社会治理，通过社区、物业、社会组织、
志愿者多方协同联动，实现受益人群
全覆盖、便民服务高质量、社会管理全
要素，构建起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

据悉，此次活动是“公益五号”系
列集市活动的第三站。

（许肖薇）

“公益五号”便民集市

本报讯 近日，天宁街道立足
于居民，以社区为基点，把消防安全
前置，为15个社区（村）和辖区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配备了微型消防站，
有效提升了社区层面火灾安全防控
能力。

微型消防站，依托单位志愿消
防队伍，配备灭火器、水枪、水带等
消防装备器材，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作为消防最新的联防机制，微型
消防站“有人、有器材、有战斗力”，可
以快速处置或控制火灾蔓延。

同时，天宁街道充分利用微型消
防站开展消防灭火演练14场，使社区
群众通过最接近真实火灾场景的体
验，提升救早、灭小等火灾风险防控能
力，在火灾发生时能够从容应对。

（沙杨 邵晶慧）

天宁街道建15个微型消防站

本报讯 6月5日，北环南村社
区最长寿的王秀英老人，在她的百
岁寿诞上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
物——由志愿者们齐力亲手制作的
蛋糕，这让王奶奶及其家人感动不已。

“今天早上 6 点不到，我妈妈就
起床了，又是挑衣服又是找项链。”
6月5日，王奶奶的女儿周有璋说。

当天一早，常州技师学院商贸
旅游系党支部的党员代表李俊老师

便带领西点专业的 3 名青年学生来到
社区，变身烘焙大师，带领社区的志愿
者们一起为老人制作蛋糕。

“打鸡蛋，发蛋白，打蛋黄，加面
粉⋯⋯”从一起烘焙蛋糕胚到做奶油
造型、切水果作装饰，到点燃生日蜡
烛唱起生日歌，整整 3 个小时，家人、
社区工作人员、青少年志愿者及邻里
共祝老人健康长寿，大家庭里笑声不
断，暖意融融。 （张楠）

为百岁寿星做蛋糕
本报讯 高考正值端午节前夕，

天宁区范围内的考点在交通流量大的
道路周边，出行高峰时段易引发区域
车行不畅。天宁交警大队会按照之前
制订的《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交
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重点加强罗汉
路、龙游路、晋陵中路等考点周边道路
交通指挥，并集中优势警力于各大考
点组成“高考保障组”，确保每个考点
门口警力充足，秩序良好。

高考期间，天宁交警大队会提前
通过微博、微信发布实时路况，并在飞
龙路晋陵路口、平和路清凉路口、劳动
路丽华路口设立3个高考求助服务点，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同时，大队
专门制作了12块清晰明显的通告及提
醒牌，规范考生接送车辆进出、停放管
理，使得接送及等待考生的家长能自
觉服从民警指挥，不鸣号、有秩序。

天宁交警大队会对考生开辟“绿

色通道”，对考生乘坐车辆和考试工作
用车优先放行，必要时警车开道护
送。考生遇到证件未带、交通拥堵、跑
错考场等意外情况，可向路边执勤交
警求助，交警将第一时间予以救助。

天宁交警大队特别发出两条友情
提醒：

一是省常中、三中周边道路无停
车条件，请送考家长即停即走，田家炳
高中龙游路无停车条件，送考家长可

在中吴大道辅道临时停车；
二是 6 月 8 日下午 3 时至 3 时 30 分

罗汉路、龙游路（中吴大道至浦前东路）、
晋陵路（博爱路至关河路）临时交通管
制。 （夏吉）

高考期间交通提示

本报讯 日前，天宁区发布了辖
区范围内的36个便民修车点，方便
高考师生和家长，万一车坏了，可以
就近修车。

（夏吉）
青龙街道
永宁北路与龙城大道交汇处，

交警岗亭旁。
茶山街道
1.朝阳四村148幢旁；2.中吴大

道富强加油站边上；3. 离宫路丽华

东三村门口；4. 富强新村西门旁；5. 富
强村委18-1车库门口。

红梅街道
1. 锦绣路新怡华门口；2. 林庄路

十字路口；3. 永宁花园门口；4. 宁东路
路口；5.翠竹新村99-1号。

天宁街道
1. 斜桥巷东口；2. 桃林巷桃园公

寓前；3. 局前街兴贤巷口；4. 兆丰花园
前；5. 丽华北路五角场大桥南；6. 和平
北路琢初桥旁；7. 健身北路通 济 桥

堍；8. 晋陵中路北直街 36 幢东；9.
延 陵 路 元 丰 桥 旁 ；10. 县 学 街 南
口；11. 晋陵中路皇家爱情店前；
12. 路桥市场西门。

兰陵街道
1.兰陵北路与迎宾路交叉口；2.工

舍路工人新村南24幢东侧；3.浦陵路兰
陵街道南侧；4.晋陵南路常瑞宾馆路口；
5.晋陵南路兰陵小学西门；6.劳动路与
和平中路交叉口西南侧；7.劳动路与新
艺路交叉口；8.中吴大道南郊市场门口；
9.晋陵南路浦北新村西门口；10.清凉西
路与和平中路交叉口；11.和平中路益达
服装厂南侧；12.劳动西路银河湾电脑城
对面；13.兰陵农贸市场西门旁。

36个便民修车点

本报讯 为缓解高考期间考生紧
张的情绪，德安医院精神康复科音乐
治疗师梁秋月特地推荐了 10 首以轻
快、舒缓为主的歌曲，帮助考生放松心
情。 （天轩）

1、《To the lost and torgot-
ten》Denean

2、《时间的香气》石村由纪江
3、《梦中飞行》久石让
4、《River flows in you》Mar-

tin Ermen
5、《Light Dance》Akria Kose-

mura
6、《帽子》Hekuto Pascal
7、《Above and Beyond》Au-

dio Machine
8、《Unspoken》Elizabeth Nac-

carato
9、《Rain of love》Blazo
10、《Yours》DJ Okawari

10首歌曲助你放松

郑陆镇卫生院

雕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青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兰陵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级合作医院

武进医院

市中医院

解放军第102医院

市二院

省人民医院

市二院

市三院

市中医院

市一院

市二院

市三院

市二院

合作共建专科

普外科；妇产科病区

骨科联合病区（开放床位28张）

神经内科专科

烧烫伤整型专科

风湿病专科；社区慢病管理工作站

产科病区

眼科深度合作；为辖区糖尿病人提供糖网筛查等服务

“胸痛中心”建设成员单位

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等专家门诊；“胸痛中心”网上绿色通道

脑卒中的精准化管理

眼科；中医工作室

疼痛科

图为交警对高考专用车进行检查。胡平 摄

本报讯 在2018年常州市第十
五届市运会青少年部中小学乒乓球
锦标赛中，兰陵小学乒乓队共斩获
11 金 11 银 3 铜，位居奖牌榜第一
名、金牌榜第一名。这是近年来该
校在市运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此次兰陵小学共派出 61 名运
动员、8 名教练员参加比赛，荣获的
11 个金牌包括 6 个团体冠军、5 个
单打冠军。其中，还包揽了2018年
女子组单打的金银铜牌。

此外，5 月 30 日-5 月 31 日，常州
市第十五届运动会老年人部乒乓球比
赛拉开序幕。来自全市 6 支代表队的
60 余名老年乒乓球爱好者进行了球
技切磋。

本次比赛分为男子团体、女子团
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四个组别。团
体比赛采取大循环赛制。最终，天宁
区代表队一举夺得男、女子单打及男
子团体三座冠军奖杯。

（罗翔 胡曦文）

市运会上

兰陵小学乒乓队荣获11金

本报讯 6月1日是常州人文始
祖 延 陵 季 子 诞 辰 2594 周 年 纪 念
日。当天，第十个季子诚信教育日
活动暨第五次季子文化学术论坛在
郑陆召开。

一直以来，郑陆注重挖掘、传承
季子精神，以季子诞辰纪念活动和
季子诚信日为契机，弘扬季子诚信
文化，重温先辈的家国情怀。此前，

《圣贤故地——郑陆》《舜山脚下的

故事》《古镇焦溪》等一批包含季子事
迹与传说的地方文化书籍相继出版；
以纪念季子、传承季子道德精神为主
题的季子文化公园建成开放，成为常
州市首家“季子文化”主题公园，并被
列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品牌刊物

《舜溪风采》《郑陆文苑》多次登载季子
主题诗词与文章，以文字表达对季子
的钦佩和景仰。

（姚国良 徐佳誉）

纪念季札诞辰2594周年

政务政务公开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