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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连日来，市
特种垃圾渣土管理处会同交警
对主城区11家渣土运输企业的
智能环保渣土车安装电子车牌

“身份证”。
渣土车是城市建设发展不

可或缺的“搬运工”，但是渣土
车管理也曾经是被市民吐槽较
多的城市管理难点问题。车容
车貌差、行车超速、沿途抛撒滴
漏等问题，给市容环境、大气污
染扬尘治理增加了难度，甚至
带来了安全隐患。

近年来，在通过一系列科
技手段规范渣土车“路上行为”
时，市特种垃圾渣土管理处还
通过日常执法检查持续强化对
渣土运输企业、车辆的管理，通
过多道“防御系统”管控渣土
车。

此次安装的电子车牌“身
份证”可以识别记录车辆的基
本信息、行驶路线和行驶速度
等，可以通过交警部门的相关
平台，实现工程运输车智能化
管理，为有效管控渣土车再加
一道“防护”。

市特种垃圾渣土管理处副
主任张伟介绍，2018年，国务院
和江苏省政府相继制定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大力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
营运柴油货车淘汰更新是内容
之一。从 2018 年开始，市渣管
处积极动员主城区各运输公司
对原有的渣土运输车辆“更新
迭代”，使用新型智能渣土车。
截至目前，主城区共有 11 家渣

土运输企业、216 辆渣土车，其
中尚在运营的202辆渣土车中，
智能环保渣土车有 162 辆。市
渣管处考核科工作人员成飞介
绍，除了外观、排放标准、噪音
等方面的差异，“新型智能”还
体现在保障交通安全方面不一
样的“新科技”。

“车辆两侧后视镜下方有
摄像头，可以观察到两侧后方
的视线盲区，车辆车身右侧安
装了雷达，可以探测到右侧盲
区是否有人或者物品，正后方
和正前方都有摄像头，能够全
方位观测车辆周边情况。”镇江
鑫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车队长
朱平为记者详细介绍了新型智
能渣土车的“安全配置”。

如果说车辆安装的新型
“安全配置”是渣土车辆运输管
理的一道“防御系统”，那么镇
江智慧城管平台上的主城区渣
土车监管平台则是对渣土车的
另一重“远程监管”。

成飞介绍，去年市渣管处
要求主城区建筑垃圾运输企业
渣土车辆北斗系统信号必须接
入智慧城管平台。这项工作已
于当年上半年全部完成，主城
区尚在运营的 202 辆渣土车全
部接入平台。“通过渣土车监管
平台我们可以实时查看渣土车
辆的定位系统是否在线，实时
位置、速度等都可以看到，也可
以通过在线数据对车辆行驶轨
迹进行回放，了解车辆有没有
按照规定线路行驶，对抛撒滴
漏等违规行为精准追溯。”

该监管平台还有一个超速
报警功能，当渣土车实时车速
超过系统设置车速时，系统会
自动报警。渣管处会定期向交
管部门、运输公司反馈，要求运
输公司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教
育。

在通过一系列科技手段规
范渣土车“路上行为”时，市渣
管处还通过日常执法检查持续
强化对渣土运输企业、车辆的
管理。对主城区渣土运输车辆
实行统一管理规范、统一准入
标准等“六统一”，并在交警支
队的大力支持下，张贴“限速提
示”“右转弯停车再起步”标识
和放大号牌喷涂；结合主城区
建筑垃圾处置运输管理工作实
际，深入开展建筑垃圾处置运
输和渣土扬尘专题整治行动，
着力破解扬尘渣土污染城市道
路的顽症，努力为人民群众营
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交警部
门、市行政执法支队联合，以设
点设卡、跟踪巡查等多种方式，
加强渣土车运输的检查，同时，
严厉打击“黑车”偷运。

（朱秋霞 方熠）

11家企业的智能环保渣土车安装电子车牌“身份证”

多道“防御系统”有效管控渣土车

京江晚报讯 河道岸坡、住
宅小区等区域“毁绿种菜”问题
是城市治理的顽疾痼症。近日，
市城管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
文旅集团、城建集团联合各区相
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印发

《镇江市市区“毁绿种菜”问题集
中整治行动方案》，就市区“毁绿
种菜”问题集中整治进行部署。

会议要求，各主体单位对河
道岸坡、主次干道绿化带及两侧
边角地块、收储地块和住宅小区
等4类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摸
排，摸清“毁绿种菜”问题存量和
现状，建立健全台账；采取宣传
教育、劝阻劝导、行政处罚和强
制清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
整治。

据介绍，目前永隆城市广场
小区北侧古运河沿岸边坡、楚桥
路悦河湾营销中心北侧古运河
沿岸边坡、康泰花园和瑞泰新城
小区西北侧古运河沿岸边坡的

蔬菜已清理完毕；永隆城市花园
西北角、杜墅湖路南侧收储地块
的围挡已修砌，镇江新区土储中
心正安排蔬菜清理工作；文化馨
园西侧、张许路南侧地块已安排
破损围墙修砌以及蔬菜清理工
作。

另据了解，市城管局已采集
“毁绿种菜”问题 208 件，督导责
任主体完成整改 192 件。下一
步，市城管部门将利用“智慧城
管”平台加大日常巡查管理力
度，加强对“毁绿种菜”问题的信
息采集力度，并组织人员对照清
单进行核查，加强城市长效管理
考核力度，确保清理一处，根治
一处，不留死角。同时持续加强
跟踪，督促相关部门和各辖区、
街道等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完善
长效管理措施，提升长效管理水
平，防止“毁绿种菜”问题反弹回
潮。

（陈晶 王金根 朱秋霞）

市区开展“毁绿种菜”集中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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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日前，教育部
发布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
公布 2021 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江苏大学共有 91 个项目获批立
项，其中四新建设项目 16 项、教
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 26
项、师资培训项目 19 项、实践条
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25项、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1项以及创
新创业联合基金项目 4 项，总立
项数位居全国高校第 7 位，江苏
省高校第1位。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是为了支持高校师生和企
业共同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
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
举措，也是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
践的有效载体。教育部在 2021

年 1 月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年）》中，将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纳入新一轮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
估指标体系。

一直以来，江苏大学高度重
视开展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积极推动教师与企业进
行深度友好合作，保障项目质量
和效能产出，将研究成果反哺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助力提升学科
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江
苏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学
校将持续鼓励教师紧跟产业前
沿动态，通过与知名企业开展校
企合作，不断改革与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和育人模式，大力培养符
合国家、区域、行业发展所需的
高素质专门人才。（吴奕 古瑾）

江大91个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获批立项
总立项数位居全国高校第7位 江苏高校第1位

京江晚报讯 以金山寺风
光为背景的舞台上，一只硕大
的醋缸，一群来自“中国醋都”
的醋娃娃们，以饱满的精神状
态和优美的舞姿“舞庆新年”。
2022 年元旦假期第一天，代表
我市少儿舞蹈较高水平的原创

“国赛”佳作《乡醋》在镇江影剧
院展演。

市舞蹈家协会负责人介
绍，《乡醋》是镇江本土的一个
原创节目，其动作编排、音乐、
服装、道具等均颇具特色。去
年该节目代表镇江出征由文化
和 旅 游 部 人 才 中 心 举 办 的

“2021桃李新苗 舞庆百年首届
少儿舞蹈展演”，荣获最佳编
导、最佳原创、最佳表演奖。

一举手、一投足、一个华丽

的旋转，孩子们感受到的是舞
蹈的乐趣与魅力。据介绍，此
次“童心向党舞翩跹——少儿
舞蹈精品展演暨翩翩舞苑九周

年专场汇报演出”共上演 40 多
个少儿舞蹈节目，为数百名小
舞者们搭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展
示与交流的平台。 （翟进）

我市原创少儿舞蹈“国赛”佳作“舞庆新年”

吉米 摄

京江晚报讯 日前，镇江高
专体育部党支部、继续教育学院
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来到党建联
盟结对单位——公证天业会计师
事务所镇江分所，联合开展“学党
史，强信念”主题党日活动。

三家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分别
介绍了各自党建基本情况、开展
的特色活动，对党建联盟如何高

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正式
签订了《党建联合体联建合约》，
联合成立共建协调小组，共建协
作平台，在党组织互联、党员互
动、资源互通、功能互补等方面开
展跨领域、深层次和高水平的合
作，助力校企基层党建工作提档
升级。

（沙贝佳 朱春瑜 古瑾）

镇江高专基层党组织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党建活动京江晚报讯 日前，随着

“滨海 1号”顶管机在取水泵房
井缓缓启动，在镇央企二航局
三公司负责施工的中海油江苏
滨海 LNG 项目取水管大直径
顶管顺利始发。

江苏滨海LNG项目位于盐
城滨海县滨海港区。取水管顶
管左右线分别长 306米、299米,
直径达 2.8 米,需下穿防洪大堤

至海底取水管位置。此次顶进
的右线取水管施工穿越的防洪
大堤堤顶宽度16-17米，整体宽
度 55米，受限于地质条件的复
杂性，大堤底部是否存在大体积
孤石对顶管机顶进影响较大。
为降低大堤地质条件对施工的
影响，项目团队多次对施工区域
补勘，对照原地质报告总体分析
地质情况，并采用减阻泥浆顶

进，严格控制出泥量和顶力，加
强大堤的变形监测，降低顶进对
大堤的土体扰动。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与建
成，将加快滨海县产业转型、进
一步增加华东地区 LNG 资源
的供应，为补充江苏、安徽两地
天然气市场缺口、优化整个华
东地区能源结构提供助力。

（翁晓峰 朱亚飞 朱美娜）

中海油江苏滨海LNG项目取水管大直径顶管始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