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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取不同交管措施
同济桥改造分4阶段 新丰桥改造分2阶段

同 济 桥

第一阶段（4月2日-4月3日）：
桥面交通中断。桥两端建起围挡，运河北
侧和平路（桃园路至南园路）两侧地面道
路仍维持原有双向单车道、机非混行，桃
园路方向车辆通行不变；运河南侧劳动
路（同济中学至美丽华）、和平北路（清凉
寺至劳动路）两侧地面道路仍维持双向
单车道、机非混行，过运河南北向机动车
经德安桥、同安桥及外围桥梁绕行，非机
动车仍从临时便桥通行。

第二阶段（4月4日-4月6日）：

吊桥路、桃园路东西向交通中断。桃园路
与和平路交叉口封闭施工，桃园路东西
方禁止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通行，可由晋
陵路、红梅南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第三阶段（4月7日-5月6日）：
吊桥路、桃园路东西向交通恢复，劳动路
交通中断。运河南侧同济桥高架环岛范
围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及行人通行，桃
园路恢复通行。

第四阶段（2015年 5月 7日—
2016年2月5日）：劳动路恢复交通，运
河北侧交通保持不变。运河南侧劳动路
东西方向机动车及非机动车沿地面道路
双向单车道、机非混行，由西向东车辆及

非机动车可右拐进入和平路，和平路南
北向机动车及非机动车，沿地面道路双
向单车道、机非混行进入劳动路。

值得注意的是，施工期间，同济桥周
边的停车资源将大量减少，桥下350个公
共停车泊位以及红梅南路、桃园路等分流
道路上的停车泊位将全部取消，原学校上
下学时段可供路边临时停车的道路将禁
止停车，购物中心、工商银行等因建设疏
解道路，其停车泊位也将取消。同时，交警
部门还将加大对违法停车的管理力度。

新 丰 桥

第一阶段（4月2日-5月7日）：
新丰桥封闭施工，由东向西左转车辆由
新丰东桥至新民路提前绕行；关河中路
机动车道部分拉起围挡，机动车、非机动
车道均能通行

第二阶段（5月 18日 -12月 31
日）：新丰桥仍封闭，博爱路站根据新
丰桥施工进度确定封闭施工时间，关
河中路南半幅新丰桥北侧 10米范围
内机动车道封闭 2条，由西向东右转
弯车辆，公交车由博爱路绕行，其他车
辆从局前街绕行，非机动车与人行道
不封闭。

!芮伟芬"

4月2日：地铁全线开工
2018年所有车站完工，2019年通车试运营

本报讯 4月2日起，我市地铁1号
线一期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各站点
施工范围将设置围挡封闭施工，同济桥、
新丰桥也将同步进行全封闭改造施工。

地下线31.6公里，高
架线2.2公里
地铁 1号线一期工程线路长约

34.237公里，其中地下线31.635公里，
高架线2.189公里，敞开段413米。共设
29座车站，其中地下站27座，高架站2
座（分别是阳湖路站、南夏墅站），平均站
间距1.2公里，另外设车辆段、停车场各

1处，控制中心1座，主变电所3座。

共有29个车站

29个车站分别为：南夏墅站、阳湖
路站、沿江城际站（原龙跃路站）、科教城
南站（原大学城南站）、科教城北站（原大
学城北站）、延政大道站（原武进区站）、
长虹路站、广电路站、定安路站、聚湖路
站、茶山站、清凉寺站（原光华路站）、同
济桥站、文化宫站、博爱路站、常州火车
站、翠竹站、市民广场站、奥体中心站、河
海大学站（原河海路站）、新区公园站（原
汉江路站）、黄河路站、龙虎塘站、北郊中

学站（原华山路站）、常州北站、新桥站、
旅游学校站（原嫩江路站）、新龙站、森林
公园站（原北海路站）。

6个站暂不施工

29个站点中，目前先行段已经开工
建设4个站点，常州火车站地下站点已
经建成，还未进行开工的站点共24个，
4月2日起全线将有18个站点同步进
行围挡建设，南夏墅站、阳湖路站、博爱
路站、新区公园站、新龙站和森林公园
站暂不施工，其中博爱站因目前尚不具
备围挡条件，将等打通老客运站疏解道

路，具备较好的交通环境后再进行围挡
施工。

2018年全线车站完
工，2019年通车试运营
地铁 1号线一期工程的整个建设

周期将经历车站施工、盾构区间掘进、轨
道敷设、系统机电设备安装等阶段，同时
停车场、车辆段及控制中心将在这期间
同步实施完成，预计2018年全线车站
主体工程完工，实现洞通、轨通、电通，
2019年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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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桥工期：1年半-2年
新丰桥工期：1年—1年半

本报讯 为配合地铁1号线一
期工程建设，同济桥和新丰桥都将
于4月2日起同步进行封闭改造。同
济桥施工工期需1年半至2年，新丰
桥工期需1年至1年半，两座桥梁改
造期间，途经车辆、行人需绕行。

据介绍，由于同济桥和新丰桥
下部结构的桩基很深，也很密集，影
响地铁 1号线区间盾构穿越的桩
基数量达126根，最深桩基达49.8
米，所以必须进行桥梁改造。新丰桥
老桥桩基和原火车站立交桥桩基也
影响地铁施工。

同济桥改造工程时间，2015年
至2017年，改造工程主要包括拆
除现有同济立交桥主桥及南北引
桥，并清除影响地铁施工的老桥桥

桩，新建跨老运河的五连拱平桥，建
设与劳动路、吊桥路交叉口平面道路
等。桥梁施工期间，行人和非机动车
可从两侧便桥通过，机动车交通计划
利用晋陵路、红梅南路、桃园路和丽华
路分流。

新丰桥改造工程时间从2015年
至2016年，改造工程主要包括拆除
原新丰桥主桥，拔除该桥及原火车站
立交桥影响轨道盾构穿越的16根桩
基，并新建新丰桥等。新丰桥采用三跨
简支桥梁，工艺较同济桥相对简单，工
期可缩短半年左右。施工期间，和平路
南北向行人和非机动车可以走便桥通
过，并利用新民路、新丰东桥、北太平
桥、博爱路等分流机动车交通。

!周瑾亮 沈琳"

22:00—6:00将停工
整个施工从6方面控制噪声

噪音较大工序：

本报讯 地铁1号线全线开工
后，为保证地下工程的安全和质量，
部分工序必须连续作业，施工不能中
断，因此夜间连续作业不可避免会产
生一定的噪声。但是各有关单位都将
狠抓文明施工，尽可能把夜间噪音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

据介绍，在不可避免的夜间作
业期间，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将
从六方面进行控制。一是严把施工
单位的设备进场关，对机况不好、机
械噪音超标的机械不允许进场。二
是尽量避免采用打桩等噪音较大的
工艺。三是全线采用商品混凝土，避
免现场搅拌产生噪音。四是对噪音

较大的工序尽可能安排在白天施工，
如破除混凝土支撑冠梁、模板施工、路
基施工等工序必须安排在白天施工，
夜间 22:00至早晨 6:00必须停工；
混凝土浇注施工尽可能避开夜间，小
方量混凝土浇注不允许夜间施工。五
是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夜间施工管
理要求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并张贴
公示。六是轨道公司将组织夜间巡查，
对违规进行施工的施工、监理单位给
予处罚。

同时，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也
邀请广大市民对地铁施工不文明行为
进行监督，监督电话是：0519-
81160055。 !周瑾亮 沈琳"

地铁1号线
工期计划

我市公交线路：调整54条 新辟8条
4月2日起———

本报讯 4月2日起，地铁工程全面
开工，同济桥、新丰桥改造工程同步实
施。常州公交对涉及同济桥工程34条
线路、新丰桥工程41条线路、地铁聚湖
路站工程2条线路进行调整，由于途经
两桥部分线路重复，因此调整线路共计
54条，新辟线路8条。

记者了解到，此次调整同步把308
路、66路、68路、70路这4条有人售线路
改为无人售公交线路。届时，常武地区有
人售公交线路将退出历史，所有公交线
路均为无人售线路。这4条线路所包含的
10条支线公交将同步撤销，同时，新辟8
条线路，方便雪堰、前黄片区居民出行。

另悉，公交线路、站点的详细实时变
动信息，广大市民可咨询96196热线工作
人员或登录常州公交集团网站进行查询。

公交调整方案如下———

调整线路54条
B15路：由嘉泽公交中心站始发#按

原线行驶至兰陵路聚湖路路口后#单向环

绕聚湖路$玉塘路$大通路$兰陵路返回%

2路：由滆湖路首末站始发#按原行

驶路线行驶至和平路清凉路路口后#调

整行驶清凉西路$晋陵路$吊桥路$同济

桥北引桥东匝道!返程西匝道"$至和平

路后按原线 !双向行驶新丰东桥$ 新民

里" 行驶至常州客运中心往返% 友情提

醒&同济桥改造工程二阶段!

"

月
"

日
#$

日"北行绕行劳动路$红梅路$桃园路至

同济桥北引桥东匝道%

6路：由机械新村始发#按原行驶路

线行驶至延陵路和平路路口后# 调整行

驶延陵中路$桃园路$红梅路$劳动路$龙

游路# 至龙游路中吴大道路口后按原线

行驶至周家村往返%

8路：由遥观建农村始发#按原线行

驶至劳动路丽华路路口后# 调整行驶丽

华路$牌楼弄$延陵路#单向环绕洗米弄$

武青路$文笔路返回%

12路：由瀚景口腔医院始发#按原

线行驶至局前街鹤园路路口后# 单向环

绕局前街$和平路$新民里$新丰东桥$关

河路$太平桥路$鹤园路$局前街返回%

14路：由永宁路公交枢纽始发#按

原线行驶至永宁路关河路口后# 调整行

驶太平桥路$鹤园路$局前街$和平路$同

济桥北引桥西匝道$吊桥路$晋陵路#至

晋陵路劳动路路口后按原线行驶至淹城

公交枢纽返回%

返程由淹城公交枢纽始发# 按原线

行驶至劳动路晋陵路路口后# 调整行驶

晋陵路$局前街$鹤园路$太平桥路#至永

宁路关河路路口后按原线行驶至永宁路

公交枢纽%

16路：由永宁路公交枢纽始发#按

原线行驶!双向行驶新丰东桥$新民里"

至和平路延陵路路口后# 调整行驶延陵

路$桃园路$红梅路$至劳动路后按原线

行驶至丽华二村返回%

20路：由湖塘纺织城公交站始发#

按原行驶路线行驶至金鸡路和平路路口

后#单向环绕和平路$人民路$花园街$聚

湖路往返%

25路：由白云公交站始发#按原线行

驶至吊桥路晋陵路路口后#调整行驶晋陵

路$劳动路$同济桥东西引桥匝道$劳动

路$红梅路#至桃园路后按原线行驶至红

梅新村往返%友情提醒&该调整实施日期

为同济桥改造工程二阶段!

"

月
"

日
#$

日"%

28路：由白荡河公交中心站始发#经

长江路$中吴大道#至中吴大道湖滨路路

口后#按原线行驶至卢家巷中心站往返%

33路：由新北公交中心站始发#按

原行驶路线行驶至和平路延陵路路口

后#调整行驶延陵路$桃园路$红梅路$劳

动路$龙游路#单向环绕浦前东路$和平

路$光华路返回%

38路：由火车站公交中心站始发#经

关河路$新丰东桥$新民里$和平路$同济

桥北引桥西匝道!返程东匝道"$吊桥路$

晋陵路$ 清凉路# 至清凉路兰陵路路口

后#按原线行驶至金棕榈花苑往返% 友情

提醒&同济桥改造工程二阶段!

"

月
"

日
#$

日"#由金棕榈花苑返程时按原线行驶至

兰陵路清凉路路口#经清凉路$晋陵路$

延陵路$和平路至火车站公交中心站%

55路：由五星新新村始发#按原线

行驶至吊桥路晋陵路路口后# 调整行驶

吊桥路$桃园路$红梅路$至劳动路后按

原线行驶至白家桥往返%友情提醒&该调

整实施日期为同济桥改造工程三阶段!

"

月
%

日
#&

月
$

日"

66路：由武进公交中心站始发#经

新平路$武南路$至常武南路后按原线行

驶至雪堰公交站往返% 调整后同步改为

无人售票线路#票价
'

元#享受刷卡优惠%

68路：由火车站公交中心站始发#

经关河路$新丰东桥$新民里$和平路$同

济桥北引桥西匝道$吊桥路$晋陵路$清

凉路$ 兰陵路按原线行驶至雪堰公交站

返回#返程晋陵路$局前街$和平路至火

车站公交中心站% 调整后同步改为无人

售票线路#票价
(

元#享受刷卡优惠%

70路：由大学新村始发#经凤栖路$

阳湖路$凤翔路$至常武南路后按原线行

驶至漕桥公交站往返% 调整后同步改为

无人售票线路#票价
'

元#享受刷卡优惠%

78路：由公交五公司始发#按原行

驶路线行驶至和平路光华路路口后#调

整行驶光华路$劳动路$红梅路$桃园路$

文笔路$武青路至红梅公交中心站往返%

217路：由东升村始发#按原线行驶

至和平路光华路路口后# 单向环绕光华

路$晋陵路$清凉路$和平路返回%

219路：由浦南南村始发#按原线行

驶至局前街鹤园路路口后# 单向环绕鹤

园路$太平桥路$关河路$新丰东桥$新民

里$和平路$博爱路$鹤园路返回%

225路：由钟楼开发区科技园南站
始发# 按原线行驶至劳动路晋陵路路口

后#单向环绕晋陵路$清凉路$和平路$光

华路$晋陵路返回%

225A路：由钟楼开发区科技园南
站始发# 按原线行驶至劳动路晋陵路路

口后#单向环绕晋陵路$清凉路$和平路$

光华路$晋陵路返回%

231路：由安阳里小区始发#按原线

行驶至和平路上'保险大厦(站后#调整

行驶同济桥北引桥西匝道 !返程东匝

道"$桃园路$红梅路$至红梅路清凉路路

口后#按原线行驶至清凉东村往返%友情

提醒& 同济桥改造工程二阶段 !

"

月
"

日
)$

日"由安阳里小区始发#按原线行

驶至延陵路和平路路口后# 调整行驶延

陵路$桃园路至红梅路#返程仍行驶同济

桥北引桥东匝道至和平路%

288路：由湖塘乐购始发#按原线

行驶至花园街人民路路口后# 调整行驶

人民路$兰陵路$至兰陵路聚湖路路口后

按原线行驶至亚邦物流中心往返%

296路：由前黄公交中心站始发#

经景德西路$常武南路$运农线$前南公

路至南宅后按原线至夏墅村委往返。
306路：由公交五公司始发#按原线行

驶至和平路广电路路口后# 单向环绕广电

路$府北路$定安路$花园街$广电路返回%

308路：由寨桥公交中心站始发#经

前灵公路$武宜南路$武进大道$凤栖路$武

南路$兰陵路!进站绕行环府路$延政大道"

至淹城公交枢纽往返%调整后同步改为无

人售票线路#票价
'

元#享受刷卡优惠%

321路：由礼嘉首末站始发#按原线行

驶至中吴大道丽华路路口后# 调整行驶丽

华路$关河路至火车站公交中心站往返%

501路：由阳湖广场始发# 经老花园

街$人民路$花园街$聚湖路#至聚湖路和平

路路口后按原线行驶至宝林寺公交站往返%

受新丰桥改造工程影响#

*++

路$

++

路$

',

路$

$'

路$

'+-

路$

'+'

路均设置为新

丰东桥$新民里双向通行%原利用新丰东

桥$新民里$新丰桥单向环绕的
*+(

路$

+.

路$

'+

路$

('

路$

('/

路$

($

路$

"+

路$

".

路$

&%

路$

&,

路均改为关河路东行至火车

站公交中心站!关河路东侧场站"回车%

结合以上线路新辟$临时调整情况#

同步予以撤销
$./

路$

$.*

路$

$.0

路$

%-/

路 $

(-./

路 $

(-.*

路 $

($+

路 $

($'

路$

($(

路$

($"

路%

新辟线路8条
304路：由前黄公交中心站始发#

经景德西路$前灵公路$前坊公路$湖滨

路$前灵公路$东沙村道$湖滨路至夏坊

往返%

305路：由前黄公交中心站始发#

经景德西路$ 前灵公路至武进水产养殖

场往返%

331路：由雪堰公交站始发#经老锡

宜路$雪湖路$

1+++

$雪马路$

1+--

$太滆

街$环太湖路至太湖湾往返%

332路：由雪堰公交站始发#经老

锡宜路$雪湖路$

1+--

$太滆街$环太湖

路至太湖湾往返%

333路：由雪堰公交站始发#经雪

城路$闾城路$雪马新线$太湖大道$雪马

路 $老锡宜路 $潘北街 $周南路 $

1+-%

$

1+-$

$老锡宜路至雪堰公交站%

334路：由雪堰公交站始发#经老

锡宜路$

1+-%

至东洋湖村往返%

335路：由漕桥公交站始发#经常

武南路$

2("'

$单向环绕潘北街$老锡宜

路$

2'('

$

2("'

返回%

336路：由雪堰公交站始发#经老

锡宜路#至漕桥公交站往返%

（周瑾亮 宋婧）

1站设有9个出入口
———地铁1号线站点之最

旅游学校站：

最大的车站———文化宫站#总

建筑面积
(-%-&3$

平方米

最小的车站———高架站阳湖路

站#总建筑面积
&+$(

平方米

最长的车站———茶山站# 长度

达到
",$3$

米

最短的车站———'

座高架站 #

长度为
+''

米

埋深最深车站———广电路站#底

板底面埋深达到
'$

米

埋深最浅车站———龙虎塘站#底

板底面埋深为
+&3.

米

出入口最多车站———旅游学校

站#有
,

个出入口

出入口最少车站———'

座高架

站#

'

个出入口

配套项目进入尾声
本报讯 我市地铁1号线各项前

期准备基本完成，交通疏解、管线迁
改、绿化迁移等配套项目进入尾声，为
工程全线开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目前，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
已完成光华路站、茶山站房屋征收工
作，正全力推进博爱路站、文化宫站、
翠竹站、定安路站房屋征收工作，涉及
住宅及非住宅 102户(家)，征收总面

积5.25万平方米，用地移交工作正在
有序进行。

除个别站点，1号线一期工程车
站和区间的管线迁改及疏解道路已完
成。新堂北路、丽华路、桃园路、红梅南
路（桃园路—延陵路）、政成桥等道路
桥梁的改造，以及建设部门对现有市
政道路的进一步养护管理，都将有效
缓解轨道交通施工对市区交通带来的

压力。
另外，文化宫广场的古树迁移已

完成，其他绿化迁移方案已确定。其余
各区绿化迁移工作基本结束，园林部
门对已迁移绿化进行养护管理。

同时，1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
单位招标全部完成。在资金筹措方面，
已获得银团贷款总额约145亿元。

!周瑾亮 沈琳"

时 间 工 程 节 点
'-+&3"

土建开工
'-+.3+

洞通
'-+.3(

车站主体工程完工
'-+.3%

轨通
'-+%3.

!'-+,3,

各系统机电设备施

工安装调试
'-+.3+'

电通
'-+,3+'

试运行及验收

常州新闻 要闻

团游和自由行对比
!上接

/+

版"

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
湾通行证》及台湾个人
旅游签注需携带材料

+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周岁以下必须带好户口本原件

及复印件")

'

$*大陆居民往来台

湾地区申请审批表+!公安局领

取#办理个人游
4

签")

(

$

'

寸白

底彩照
+

张
!

公安局可以拍照或

者专业照相馆
5

)

"

$ 旅行社盖章

的 *中国公民出入境申请表+表

格)

&

$旅行社的函

+

$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

+$

周岁以下必须带好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

$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申

请审批表+!公安局领取#办

理个人游
4

签 ")

(

$

'

寸白

底彩照
+

张
!

公安局可以拍

照或者专业照相馆
5

办理《大陆居民往来
台湾通行证》及台湾个
人旅游签注时间

++

天!包含去旅行社
+

天"

+-

天

办理《台湾地区入出境
许可证》需携带材料

+

$照片
'

张!近半年内
'

寸白底

彩照")

'

$ 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

面"

+

$照片
'

张!近半年内
'

寸

白底彩照")

'

$ 身份证复印

件!正反面")

(

$填写*大陆

地区人民来台观光申请

书+)

"

$ 常住人口卡!户口

整本"

&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 !签证
4

必须在有

效期内")

$

$存款证明!

&

万

元存款证明书原件#必须本

人名下")

%

$紧急联络人!申

请表格以及身份证正反复

印件# 必须是直属亲戚#最

好是同一本户口本上的"%

办理《台湾地区入出
境许可证》时间 %

天
%

天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 ! ! !

今天阴有阵雨 #

南部雨量中等# 偏东

风
()"

级#今天最高温

度
+(")+""

#明晨最

低温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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