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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上午袁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尧管

委会副主任吕长富袁高
新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
长王强一行带着新春

祝福袁亲切看望并慰问
坚守一线的公交职工

们遥

在柏堰科技园首

末站袁吕长富与在场的

公交职工亲切交谈袁感
谢大家去年一年辛勤

的付出袁在园区公共服
务保障中袁用辛勤劳动
为区内发展作出的奉

献袁体现了公交人的敬

业精神尧奉献意识和高
度的责任感袁祝愿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

康尧工作顺利遥
吕长富强调袁春节

临近一是要做好春节

期间的线路运营尧安全
生产等各项工作袁节日
期间群众走亲访友袁重
点景区尧商业区人流量
大袁要保障区内公共交
通平稳有序曰二是要关
心关爱员工袁在保障公
交营运服务质量的前

提下袁要精心排好春节
期间运营班次袁使一线

职工能够与家人共度

新春佳节曰三是防疫工
作进入新阶段袁春节期
间客流较之前有所回

升袁 防疫意识不能松
懈袁要落实各项疫情防
控工作袁 做好自身防
护遥

职工代表纷纷表

示袁 喜迎新春之际袁高
新公交更要以市民的

需要为重袁一定会坚守
岗位尧做好服务袁为市
民度过一个安定祥和

的新春佳节提供安全

可靠的出行保障遥

为进一步弘扬公

交行业文明袁提高公交
服务质量和水平遥 1月

18日上午袁 高新公交
举行 2022年度 野服务
之星冶表彰仪式袁15 名
公交驾驶员受到表彰遥
公司党支部书记尧总经
理孔强袁副总经理王春
夏袁总经理助理彭翔及

各部门负责人参加表

彰仪式遥
在大会热烈的氛

围中袁 公司领导班子
成员向获得 野服务之
星冶的驾驶员颁发荣誉
证书遥 公司党支部书
记尧总经理孔强首先对
获得荣誉的驾驶员给

予肯定袁并对他们的辛

勤付出表示感谢袁同时
勉励他们再接再厉袁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袁让更

多的驾驶员加入服务

之星行列袁最后向获奖
员工致以新春的祝福遥

野被评选为耶服务
之星爷袁既是一种荣誉袁
更多的是一种责任遥 冶
三星野服务之星冶获得

者孙自荣说袁星级荣誉
是对过去的肯定袁也是
对未来的鞭策袁在以后

工作中他将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袁 努力工作袁
充分发挥星级驾驶员

模范带头作用遥用实际
行动更好地为广大乘

客提供安全尧 便捷尧热
忱尧周到的公交出行服

务袁为公交事业的发展
贡献力量遥

通过此次表彰树

立榜样袁 激发驾驶员
优质服务的工作热情袁
弘扬安全驾驶尧文明服
务的行业风尚袁为打造
安全尧服务双高标驾驶
员队伍打下坚实基础遥

为做好春节假日运输保

障袁高新公交精准筹划袁严密
部署袁上下协力袁200余名职工
坚守岗位袁用心服务袁保障了
乘客节日期间的有序出行袁圆
满完成春节运营工作遥 截止 1
月 27日袁 高新公交总计发车
5169班次袁运送客流 1.8 万人
次遥

节前袁高
新公交开展安全检查工作袁制
定保障方案袁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曰强化安全教育袁做好车内
野三品冶安全检查袁持续关注尧
提醒驾驶人员保证运营安全曰
安排关键岗位值班人员袁做好
春节期间突发尧 应急准备曰确
保春节期间安全保障落实到

位遥
节日期

间袁 高新公交结合市民购物尧
出行尧游玩特点袁在高新区内
商圈尧居民区尧游玩地尧交通中
转站等区域袁利用智能调度系
统科学投放运力袁灵活调配班
次袁合理调整运营间隔袁做好
运送接驳工作袁满足了假期期
间乘客的乘车需求遥

根据现

阶段疫情防控要求袁做好车辆
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曰加强驾
驶人员防护袁坚持佩戴口罩上
岗袁实施症状管理曰保障假期
平稳度过遥
春节假期虽然结束袁但是

运营工作仍在继续袁新的一年
高新公交全体职工将持续发

力袁 全力以赴保障区内运营袁
力争为乘客提供更安全尧更便
捷尧更舒适的乘车体验遥

为提高固定资产的使

用效率袁防止资产的损坏和
流失袁2023年 1 月 9 日-10
日财务部对全公司固定资

产进行年终盘点清查袁在全
公司各部门支持和配合下

已经顺利完成遥
财务部对各部门固定资产

进行实地盘查袁落实各固定
资产存放地点尧 资产状况尧
以及具体保管人等事项遥 此
次盘点工作综合部尧 运营
部尧安全部积极配合袁使盘
点工作有序尧 按时完成袁保
证公司 647 项资产安全完
整遥

此次盘点全面落实了

各部门固定资产实物管理

的各项基础信息袁针对一些
实物信息与固定资产系统

资料不相符的情况袁以现场
实物盘点为依据袁对保管单
位尧保管人以及存放地点等
相关信息进行了补充和修

改曰进一步完善了财务固定
资产明细账以及各部门使

用台账的信息登记袁做到账
实尧账账相符遥

通过固定资产盘点工

作袁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管
理袁把固定资产管理作为财
务管理的一项重要日常工

作袁常抓不懈尧规范程序袁把
好出入关袁健全固定资产卡
片信息确保账实相符袁努力
提升固定资产管理水平遥



1 月 6 日袁随着抑
尘车的过户工作完成袁
高新公交顺利完成抑

尘车的处理工作遥
抑尘车于 2016年

6月购买注册袁一直用

于高新区内降尘洒水

服务袁 已行驶 16万多
公里袁圆满完成了赋予
的各项任务袁目前车况
保持良好遥高新公交工
作人员就此次处理工

作袁提前咨询了专业机
构袁了解此类车辆处理
的步骤和固定流程袁前
期做好拍卖车辆价值

评估工作袁通过发布拍
卖公告等方式及时公

开拍卖信息袁确保车辆
拍卖的透明度袁顺利完
成拍卖流程后袁抑尘车
在 1 月 6 日完成了最
后一道过户手续袁顺利
完成车辆处理遥

据了解袁此次购买
方购买抑尘车辆袁是为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袁便
于开展环境绿化方面

工作袁抑尘车可以继续
服务大众遥

2023年 2月第 2期
编辑院黄静 校对院黄静

2023年 2月第 2期
编辑院黄静 校对院黄静

新春佳节将至袁为
全面做好春节期间公

交出行安全及运营服

务保障工作 袁1 月 18
日上午袁由高新公交总
经理牵头袁公司副总经
理尧总经理助理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组成检查

小组袁先后前往公司皖
水路尧开福寺尧文曲路
公交场站袁围绕水电安

全尧驾驶安全尧人员安
全开展春节前期安全

大检查遥

在公交场站内袁检
查小组先后对场站监

控设备尧 充电桩设施尧
高压配电房进行检查袁
并了解场站防寒物资

储备状况尧高压配电房
防鼠防水措施袁要求场
站管理部门在春节期

间加强场站管理袁落实
保安职责袁严格把控进
出场站的人员和车辆袁
按时完成场站内设备

的巡查工作袁保证巡查
频次袁发现异常情况必
须第一时间上报遥在开
福寺场站袁检查小组重
点了解春节期间公交

场站对外开放工作的

落实情况袁要求按需增
加场站保安夜间值班

力量袁全力保障对外开
放工作顺利完成遥
在站房内袁检查小

组首先对一线人员坚

守岗位的精神给予肯

定袁对在低温天气出车
时的防寒保暖情况尧道
路车流量和客流量情

况进行询问袁并提醒驾
驶员春节期间驾驶车

辆要多观察道路周边

的行人和车辆袁做好安
全驾驶防范工作遥最后
对站房内的酒精尧体温
检测台账进行抽查袁强
调春节期间对驾驶员

上岗前的酒精检测和

乘客禁止携带易燃易

爆物品乘车的监督工

作不容忽视袁要切切实
实做好安全运营工作遥
下一步袁高新公交

将严格落实春节期间

值班工作袁持续做好安
全运营管理袁加强场站
管理力度袁夯实安全责
任意识袁为新春佳节保
驾护航遥

为了保障春节小

长假公交车辆平稳运

营袁1月 16日袁高新公
交完成对所有车辆安

全检查遥
此次节前检查袁

主要以隐患排查专项

检查为重点袁高新公交
组织定点服务单位安

排专人袁 于 2023 年 1
月 10日起袁历时一周袁
完成对所有车辆的安

全检查工作遥 检查时袁
检查人员通过车辆过

沟及车辆动态行驶的

方式细致全面地查看

车辆安全部件尧 发动
机尧 转向连接机构尧传
动机构尧灯光及刹车机
构等情况袁做到车不错

检尧不漏检袁此次检查
发现问题均已就地整

改结束袁杜绝隐患车辆
上路遥

此次检查切实将

机务保障工作落到实

处袁确保各项运营生产
工作安全尧 有序进行袁
后期袁将继续督促驾驶
员做好车辆例保工作袁
确保车辆技术性能良

好袁全力保障园区居民
春节假期间安全出行遥

1月 10 日袁 高新
公交完成废旧轮胎集

中处理工作遥
1 月 10 日上午袁

高新公交组织轮胎供

应商对废旧轮胎做报

废回收处理遥高新公交
工作人员提前仔细核

对更换下来的轮胎型

号并认真做好了登记袁
处理现场工作人员与

轮胎回收商一起袁对废
旧轮胎进行了清点袁确
认了废弃轮胎的数量袁

本次处理的废旧轮胎

有三种型号袁共计 148

条袁于当天分批次由轮
胎回收商对废旧轮胎

进行了移走处理遥
此次处理袁将原本

堆放废弃轮胎的位置

清理出来袁使文曲路停
保场空出一片空间袁减
少了废旧轮胎堆放的

安全隐患袁对后期更换
及修补轮胎提供了良

好的作业环境遥

1 月 16 日袁 高新
公交召开 2023年度第
一次安全例会袁此次例
会围绕春节安全行车尧
公交场站安全尧服务乘
客安全三个方面展开遥

驾驶员在驾

驶过程中要注意车厢

内乘车的老人尧孩子等
特殊人群袁起步时等特
殊人群坐稳再开车袁着
重强调禁止乘客携带

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

物品乘车遥随后要求驾
驶员加强对车厢外来

往电动车尧 行人的观
察袁 若遇行人占道袁应
减速慢行并短按喇叭

提醒路边行人让道曰若
遇非机动车穿行袁应减

速保持安全车距袁不得
长按喇叭袁以防惊吓行
人尧非机动车遥 最后呼
吁驾驶员夯实自身安

全意识袁保证充足的休
息时间袁 杜绝疲劳驾
驶遥

结合公司公

交车辆晚间停放情况袁
明确关注节假日期间

场站内外安全情况袁要
求驾驶员落车辆行驶

前各项安全检查工作袁
进出场站及公交站台

时注意左右车距及道

路通行情况尧注意道闸
起落及进出口道路通

行情况袁合理使用喇叭
示意袁防范事故发生遥

结合叶漳州院

乘客下车手被夹摔伤

致死司机获刑曳的新闻
报道袁警示驾驶员在运
营中袁要学会利用车载
监控尧后视镜观察车内

乘客情况袁提醒乘客站
稳扶牢袁与前车保持车
技袁 避免急刹急停袁乘
客上下车时要多观察袁
预防车内客伤事故遥
会议最后袁公司总

经理助理就 2022年度
公司安全运营工作给

予肯定袁同时对各位员
工的辛勤付出表示感

谢袁 并提醒驾驶员在
2023 年要时刻谨记
野安全无小事冶思想袁切
实把行车安全尧自身安
全尧 财产安全紧密结
合袁以 2022年为基础袁
做实做好安全运营工

作袁 摒弃不良驾驶行
为袁 绷紧自身 野安全
弦冶袁 保障公交出行安
全遥

为进一步落实公

交安全行车责任袁夯实
公交安全体系建设袁1
月 16日袁 高新公交完
成与 240名驾驶员叶驾
驶员安全行车责任状曳
的签订工作遥

叶驾驶员安全行车
责任状曳 从遵纪守法尧
安全自查尧 恶劣天气尧

驾驶陋习尧 文明礼让尧
公交服务及责任落实

六个方面袁结合了公交
驾驶岗位的特殊性袁以
文字的形式袁警示驾驶
员严守交通安全法律袁
强调出驾驶岗的重要

性袁让驾驶员树立自身
安全责任感袁自觉抵制
危险驾驶行为袁从而进

一步做好做实安全运

营工作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

继续以年度为单位袁与

全体驾驶员签订叶驾驶
员安全行车责任状曳袁
明确安全行车的责任

内容袁从源头上加筑了
安全驾驶的防线遥同时
也将加大对安全驾驶

的关注袁保障园区居民
出行安全尧便捷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