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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夯实安

全运营工作袁高新公交
8 月 24 日尧25 日召开
安全例会袁结合文明出
行和安全驾驶展开宣

传教育工作遥
首先袁高新公交副

总经理王春夏就公司

开展中的百日行动做

出部署袁提出驾驶员在
检查乘客随身物品或

执行防疫工作时袁应注
意言行袁避免与乘客发
生争执遥

随后袁 高新公交
安全管理部副经理吴

瑶通过 3起事故视频袁

要求驾驶员加强行车

安全意识袁并从规范进
出站台尧预防站台秩序

混乱尧防止夹伤或坠车
事故尧杜绝不规范驾驶
或不当应急处置行为

四个方面分析事故成

因袁提醒驾驶员避免紧
急制动尧 谨慎驾驶尧文

明礼让袁争做文明出行
者遥

最后袁高新公交总
经理孔强强调袁全体驾
驶员应落实岗位责任袁
严格执行城市公交服

务要求袁科学降低事故
风险袁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袁保障公交出行安全
运营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
持续关注运营安全工

作袁 加强稽查频次袁巩
固全员安全行车意识袁
夯实公交安全出行基

石遥
渊安全管理部 康梦园冤

8月 5日袁 高新区应急局局长杨德
进一行袁 在高新公交负责人孔强的陪同
下袁 前往文曲路停保场看望慰问奋战一
线的公交驾驶员和防疫车驾驶员遥

慰问现场袁 杨德进首先对高温下坚
守岗位的公交一线驾驶员和抗疫一线的

防疫车驾驶员作出的奉献给予了充分肯

定袁 对为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贡献的防
疫车驾驶员给予了高度赞扬袁 感谢他们
为阻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撑遥

随后杨德进将一面印有野抗疫情不
畏艰险 守初出尽显担当冶的锦旗送于高
新公交袁 对高新公交在抗疫工作中体现
的无私奉献尧 敢于担当的精神表示肯定
和赞扬遥

最后杨德进一行实地参观了文曲路

公交停保场的职工办公楼尧智能调度室尧
维修车间等配套附属设施袁 孔强就公司
安全工作及疫情防控等方面整体情况进

行了详细汇报遥

杨德进充分肯定了公交近年来安

全管理及近期疫情防控工作袁 并提出三
点工作要求院 一是要高度重视公交安全
的重要性曰二是要把握安全工作关键点袁
与各单位尧各部门形成联动曰三是要夯实
公司安全文化袁提升员工安全意识遥

高新公交将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袁
为区内群众出行提供安全尧舒适尧便捷的
公共交通服务遥 渊综合管理部 黄静冤

为贯彻落实野安全
第一尧预防为主冶的安
全生产方针袁提升驾驶
员应急救援能力和突

发事件救护技能遥 8月
24日尧25日袁高新公交
组织召开应急救援人

员专项培训会袁本次培
训邀请了合肥市应急

管理专家组成员尧合肥
市安全生产协会培训

师赵路遥老师授课袁公
司全体驾驶员参加培

训遥
培训中袁赵路遥老

师将应急救援理论与

实际案例相结合袁深入

浅出的向驾驶员讲解

了车辆突发交通事故

和火灾时的科学处理

措施与应急救援技巧袁
明确了在发生突发事

故时应将人员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袁快速疏散
人员袁在对事故现场进
行警戒的同时进行可

控性灾害处理袁加强个
人对事故发生态势的

预判袁做好岗位第一责
任人遥

通过此次培训提

升了驾驶员现场应急

处理能力袁并掌握了基
本应急救护技能和应

急救援处理流程袁提高
了突发事故自救与他

救能力袁真正将安全生
产事故应急预案救援

知识落到实处遥
渊安全管理部 偶梦然冤

8 月 29 日下午 ,
高新公交党支部全体

党员开展了学习叶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曳渊第四
卷冤的主题党日活动遥

活动前,高新公交
党支部为全体党员购

置了叶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渊第四卷冤曳遥 该书收
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期
间的讲话尧谈话尧演讲尧
致辞尧指示尧贺信等袁共
21个专题 109 篇遥 集
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

成果袁充分体现了我们
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尧共建美好世界的
最新贡献袁是全面系统
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辟新境界尧实现新飞
跃的权威著作遥学习活
动中袁 党支部书记指
出袁叶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曳渊第四卷冤充分反映
了习近平总书记深邃

的思想与宽广的视野袁
全体党员要充分认识

新时代以来我党带领

广大人民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袁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所面临的

机遇尧 挑战与风险袁继
续做好本职工作袁发挥
好为人民服务的职能遥

通过学习袁大家深
刻认识到袁通过研读这
本著作袁深刻领会野两
个确立冶 的决定性意
义袁不断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
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入

脑入心袁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遥
渊高新公交 孙晓亚冤

8月中旬袁2021年
度新能源运营补助申

报工作正式启动遥为做
好该项工作袁高新公交
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

况下袁积极沟通尧密切
配合袁着力野学尧查尧思冶
三个方面袁确保高效完
成相关申报及审核工

作遥
学要要要申报前期

系统学习遥经办人员参

加 2021年度城市公交
行业补助申报线上培

训会议遥 学习了野十四
五冶期间城市公交行业
补助政策袁了解新政策
下补助申报计算方式

及系统填报注意事项袁
通过交流提问解决新

政策在申报实操中的

疑惑袁为申报工作打好
基础遥

查要要要申报过程

高效审核遥一是完成企
业自查遥完成企业城市
公交经营资格 尧2021
年新购车辆补助资格

及申请运营补助资金

的新能源公交车年度

运营里程自查袁确保符
合补助要求遥二是接受
上级监督遥配合相关部
门完成企业经营范围

认定尧企业车辆信息登
记审核袁运营公里及行

驶轨迹统计袁核实车辆
等环节袁严把野认证审
核冶关遥

思要要要申报完成

总结提升遥一是充分利
用智能调度系统数据袁
结合油补系统数据袁完
成年度数据申报及公

示工作袁切实做到申报
时有据可填袁 数据真
实遥二是对油补系统填
报及数据计算提出意

见和建议袁积极接受上
级主管部门指导袁进一
步提升申报效率及精

准率遥
8月下旬袁高新公

交 2021年度新能源车
辆运营补助申报工作

圆满完成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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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员工家庭

和工作带来的情绪压

力袁建立和谐的家庭关

系袁构建良好的心理环

境遥8月 24日尧25日下

午高新公交邀请安徽

省精神卫生中心副主

任王安珍袁开展以野心

理健康与调适冶为主题

的心理讲座袁公司全体

员工参加培训遥

王主任首先根据

公交行业的工作特性

分析员工工作中出现

的恐惧尧愤怒尧焦虑尧抑

郁所产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袁 其次从工作关

系尧家庭关系以及亲子

关系三个方面讲解如

何认识情绪和调控情

绪遥 最后袁王主任重点

就如何调控情绪尧如何

解压情绪做详细讲解袁

并且现场教大家进行

简单式的肌肉放松法尧

深呼吸法等快速缓解

压力遥

培训现场气氛活

跃袁 大家纷纷表示袁学

习一些心理健康知识

很有必要袁不仅能够有

效化解负面情绪袁更能

正确地面对工作和生

活压力遥

此次培训袁为员工

对后期处理生活中压

力尧 如何管理情绪尧积

极乐观地工作生活提

供了有利帮助袁进一步

提升高新公交员工的

心理健康素质遥

渊综合管理部 杨慧冤

为进一步加强公

司安全建设袁提升员工

风险预防与管控能力袁

夯实安全生产管理基

石遥 8月 24日尧25日袁

高新公交召开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培训会遥

高新公交特邀请

了合肥市应急管理专

家组成员尧合肥市安全

生产协会培训师赵路

遥老师进行授课遥赵老

师围绕双重预防机制

的建设与落实展开培

训袁详细阐述了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背景尧风险

隐患点辨识技巧尧公司

所属场站及运营项目

隐患点的调查情况袁并

结合安徽省野六项机制

建设冶要求袁对生产及

运营中存在的风险隐

患点治理上报流程尧风

险职责划分等进行答

疑袁多方面阐明加强双

重预防机制建设和提

升风险隐患治理能力

的必要性遥

通过此次培训袁加

深了公司员工对双重

预防机制建设的认识袁

细化了风险预防措施尧

明确了风险治理责任袁

为进一步开展常态化

风险分级管控和专项

隐患排查治理打下坚

实基础遥

渊安全管理部 偶梦然冤

8月下旬袁高新公

交进一步推进公交运

营智能化袁顺利完成站

务通试用工作袁初步达

到预期目标遥

随着公交运营智

能化的推进袁站房站务

通投入使用尤为必要袁

经上月站务通培训结

束后袁高新公交积极推

进站务通试用工作袁在

与安徽交欣科技公司

工作人员多次沟通后袁

结合公司线路特点袁对

站务通使用软件功能

进行了细化调整袁并就

站务通设备连接系统尧

系统数据同步尧不同账

号的权限范围等问题

进行了确认设置袁确保

使用起来便捷有效遥

8 月上旬袁高新公

交将站务通下发至使

用站房开展试用工作遥

经过为期 15 天的试

用袁智能调度系统和站

务通实现智能化程序

联动袁有效提高线路运

营调度效率遥在试用期

间袁站房调度员就操作

中车辆更换尧 工号校

对尧实时调度等功能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调

整意见袁高新公交及时

联系安徽交欣科技公

司工作人员袁结合智能

调度系统使用模式和

操作习惯袁优化站务通

部分功能和操作模式袁

提升站务通的实际操

作性尧应用性袁全面提

升公交服务水平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

继续做好公交线路运

营调度工作袁科学利用

智能化设备袁满足信息

化时代市民出行的交

通需求袁确保市民出行

得到最佳的便利服务遥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冤

公共交通是城市

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社

会公益事业袁为更好的

提升公共资源及资金

使用效率袁准确掌握企

业收支及发展情况遥近

期袁高新公交积极配合

高新区财政局袁全面开

展 2021 年-2022 年的

财务收支审计工作遥

8 月中旬袁审计组

对高新公交 2021 年-

2022年度财务收支情

况开展审计袁此次审计

重点为高新公交 2021

年-2022 年度收入与

支出情况袁确保资金收

支的真实性尧合规性遥

在现场审计过程

中袁高新公交对疫情以

来的财务情况以及目

前企业运营所面对的

资金压力做了情况说

明袁同时审计组对审计

的资料提供尧协调配合

等方面提出了要求遥高

新公交严格按照审计

要求提供各项文件资

料袁确保审计工作如期

完成遥

目前袁现场审计工

作已结束袁高新公交将

积极跟进后续相关工

作袁完善资金使用内部

控制袁进一步做好公共

交通运营服务工作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8 月 15 日 -19

日袁高新公交开展车辆

标识检查及更换工作遥

车辆标识破损会

影响宣传尧 警示效果袁

此次检查主要针对车

身服务标识尧警示标识

等方面遥为提高检查效

率袁高新公交安排专人

提前就车辆上公司

LOGO尧 车牌放大字尧

排队上车有序下车尧禁

止携带易燃易爆品等

服务尧警示标识有无破

损或缺失袁制定检查计

划袁根据车辆外观特点

及张贴位置袁明确所有

标识尺寸和样板遥检查

中袁着重检查广告是否

存在脱胶尧 褪色等情

况袁结合详细制定的检

查表格进行仔细查看袁

并对缺失尧褪色尧破损

模糊不清的标识进行

了拍照和登记记录袁根

据拍摄的照片和登记

的检查表袁对车辆标识

破损尧缺失情况进行紧

急制作遥

截止至 19 日袁高

新公交已完成 133 台

车辆车身标识的检查

及更换工作遥 后期袁高

新公交将持续加强监

督检查袁为乘客出行提

供了整洁尧舒适的乘车

环境遥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冤

高新公交开展

车辆卫生大检查

为进一步响应文

明创建的号召袁8月 18

日袁高新公交运营管理

部对车辆及站房开展

卫生大检查遥

本次检查涉及车

内外卫生情况尧车容车

貌尧首末站房卫生等内

容遥 检查过程中袁针对

卫生不合格的车辆对

驾驶员进行逐一交代袁

面对面讲解车厢内地

面卫生尧车辆座椅后背

及地面卫生尧车辆车身

外灰尘尧车辆门台阶积

垢尧车厢的扶手尧天窗尧

空调出风口等卫生死

角如何正确处理袁针对

窗框缝隙尧前后门立柱

等不易清洁死角做了

强调袁明确清洁程度要

求袁做到发现问题及时

清理袁确保车辆干净无

胶印尧无积灰遥 同时要

求调度员将站房物品

摆放整齐袁明确协助驾

驶员做好车辆卫生等

后勤工作任务的重要

性袁最后对此次检查中

发现的卫生问题要求

尽快整改遥

下一步袁高新公交
将要求驾驶员提高保

护环境卫生意识袁做到

卫生清扫细致化尧车辆

清洁长效化袁确保日常

落实到位以提升公交

服务袁为市民乘客营造

温馨舒适的乘车环境遥

渊运营管理部 符瑛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