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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做好高

质量发展暨野一改两为冶重要

工作会议精神袁2 月 1 日上
午袁 合肥软件园至地铁 2号

线尧4号线接驳公交专线正式

开通遥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尧管

委会副主任贺菲袁 高新集团

党委书记尧董事长王强袁高创

股份董事长尧总经理桂新生尧

高新公交总经理孔强出席通

车仪式袁 相关负责人及软件

园企业员工代表参加仪式遥
王强对合肥软件园接驳

公交专线的顺利开通表示热

烈的祝贺遥他表示袁此次高创

股份和高新公交合作开通合

肥软件园接驳公交专线袁不

仅是快速贯彻落实省委 野持

续深化一改两为冶 新春第一

会会议精神袁 更是满足企业

职工出行需求尧 改善园区营

商环境尧 发挥国企社会担当

的有力举措遥

桂新生在致辞中表示袁

开通合肥软件园接驳公交专

线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尧响

应园区企业诉求尧 优化营商

环境尧创优服务生态尧改善员

工通勤体验的具体举措袁也

是高创公司升级为企服务

野最后一米冶的开年礼包遥

贺菲对于接驳公交专线

的开通表示祝贺袁 希望专线

班车的开通能够给园区企业

职工带来更便利的出行服

务遥 贺菲宣布合肥软件园接

驳公交专线正式通车袁 参加

仪式的领导及园区企业员工

代表成为专线车的首批乘

客袁共同体验乘车感受遥

合肥软件园接驳公交专

线运行线路为环形线袁 从合

肥软件园出发至桂庄地铁

站袁 途径地铁 2号线与 4号

线袁 服务时间从上午 7点到

晚上 9点 40分袁早晚高峰期

10分钟每班袁 平峰期 1小时

每班遥

为企为民服务永远在路

上遥未来袁高新公交将继续秉
承 野将实事办好袁 将好事办

实冶的理念袁持续提升公交服

务品质袁用心尧用情努力为园

区企业职工提供更多尧 更优

的出行解决方案和公交定制

服务遥

渊综合管理部 黄静冤

2月 8日下午袁 高新公

交召开 2023 年度持续深化

野一改两为冶全面提升工作效

能工作会议遥 全面总结 2022

年度工作袁安排部署 2023年

工作袁贯彻落实持续深化野一

改两为冶 全面提升工作效能

大会精神遥公司总经理孔强尧
副总经理王春夏袁 总经理助

理彭翔尧 各部门负责人及全

体行政员工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总经理孔强全面

梳理了公司 2022 年在场站

建设尧线网优化尧安全体系尧

人员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情

况袁并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袁

让员工了解公司整体的运营

情况遥

孔强指出袁2023年袁公司

要紧紧围绕高新区发展袁贯

彻落实省市野新春第一会冶精

神袁结合公交行业新形势尧新

任务和新要求袁 积极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遥 一是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遥 积极推进城西

桥场站建设袁 带动高新区西

部线网发展袁 力争做到以社

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双丰

收遥二是优化线网布局遥统筹

科学合理优化调整运营路

线袁拓展园区定制业务袁打造

多元化发展机制袁 切实降低

运营成本袁提升营运收入遥三

是安全运营风险可控遥 完善

安全体系建设袁 提高安全管

理等级袁夯实安全防线袁确保

全年无重大事故袁 最大限度

减少事故发生率遥 四是强化

内部管理遥 加强薪酬绩效考

核袁建立能上能下用人机制袁

搭建重点人才培养体系袁在
管人用人上实行新突破遥 五

是加强党建引领遥 将党建与

工作相融合袁 积极发挥党组

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袁勇挑重担袁奋力拼搏圆

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遥

在新征程上袁 高新公交

将深入贯彻落实野一改两为冶

会议精神袁 以更加扎实的工
作作风尧 更加务实的工作态

度推进各项工作的有序开

展袁全面提高工作质量袁提升

服务品质袁 为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遥

渊综合管理部 黄静冤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应急

管理的重要论述精神袁 培养

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应急管理

队伍袁2月 10 日高新区安委

会开展为期一天的 2023 年

应急管理系统春训袁 高新公

交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遥

上午的培训首先是区安

委办主任杨德进做动员讲

话袁在总结 2022年高新区安

全工作的同时对 2023 年安

全工作提出要求袁 解读了合

肥市安委会建立的 野安全生

产十项制度冶袁积极动员各行

业尧各单位袁扎实基础工作尧

加强工作联动尧 提升工作标

准袁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工作遥

接着邀请到谭守臣老师围绕

叶安全监管部门责任落实及

现场检查实务曳进行授课袁谭

老师通过五个案例分析引出

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袁 再升

华到安全监管的责任落实袁

并强调现场检查实务的重要

性遥 然后市政府办公室政务

信息舆情处的胡洲老师就政

务信息野是什么尧为什么尧怎

么做冶进行讲课袁从理论知识

到实践案例袁 引导发现安全

生产工作的闪光点袁 为园区

信息报送贡献力量遥

中午休息时间袁 大家还

集中学习观看了 叶生命重于

泰山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曳遥紧接着进

入下午的培训内容要要要二十

大会议的精神的学习袁 深刻

领会二十大报告的新思想尧

新理论尧新部署和新要求袁全

面学习尧 宣传尧 贯彻会议精

神遥 最后专业人员讲解了消

防安全检查要点尧 特种设备

安全监管实务等方面袁 从专
业角度解读安全生产中常见

的消防设施设备及特种设

备袁明确安全监管的必要性遥

一天的系统培训袁涵盖

多个方面的知识袁 从政策法

规到专业知识袁全面尧细致的

解读扩宽了参训人员的视

野袁既有理论高度袁又有实践

深度袁 为新一年应急管理工
作新要求袁 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遥

渊安全管理部 康梦园冤

根据高新区经贸局服

务业企业 2022 年统计年报

申报要求袁 高新公交合理分

工袁严把数据审核关袁2月 22

日圆满完成统计年报报送尧

审核工作遥

合理分工袁 积极学习遥

为做好此项工作袁 高新公交

安排专人负责袁 要求明确分

工袁划分责任曰组织统计人员

参加高新区服务业统计年报

培训会袁明确申报任务袁把握

申报要点曰 统计人员对报表

系统认真钻研袁 吃透各项表

格数据口径和注意事项袁理

清表格之间关系袁 提升统计

水平遥

严格审核袁 确保准确遥

在具体统计申报过程中袁统

计人员针对有关指标反复核

算袁通过报表自审尧交叉审核

的方法逐一核对袁 需核验指

标及时与统计部门人员沟通

协调填报袁 全程以高度的责

任心对待袁把握时间节点袁做

到不漏报尧不重报尧不错报袁

直至全部数据校核通过遥

年报统计是年初重点统

计任务袁下一步袁高新公交将

继续做好数据统计及数据质

量监督袁 同时加强对全年数

据的汇总尧分析袁注重挖掘有

效指标袁 为企业具体工作开

展提供参考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2月 14日袁市交通局运

管中心客运科刁节普尧 邱天

顺两位领导莅临高新公交开

展 2022 年度公交发展奖励

资金的数据核查工作遥 高新

公交财务部相关人员陪同检

查遥

检查组领导首先听取了

高新公交财务部的工作汇

报袁对公司的车辆情况尧数据

统计尧 系统申报情况进行了

详细的了解袁 并对统计报表
进行认真审核遥 随后检查组

按照检查规定袁 对满足申报

标准的公交车辆按比例进行

抽查袁 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对

车辆行驶公里数尧行驶轨迹尧

监控视频等实时情况进行查

看与记录遥经过检查袁高新公

交申报数据准确尧 真实尧完

整袁 符合城市公交发展奖励

资金的发放标准遥

下一步袁 高新公交将积

极对接市交通局等上级主管

部门袁 认真学习相关政策的

变化袁挖掘各项政策红利袁增

强公司发展动力遥
渊财务部 杨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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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

高质量发展暨野一改两
为冶 重要工作会议精
神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袁更好地服务园区发
展袁近日袁高新公交总
经理孔强率队走访南

岗科技园尧 柏堰科技
园袁两大科技园相关负
责人参加座谈交流遥

在南岗科技园座

谈会上袁孔强结合公司
线路运营尧 安全管理尧
场站建设等情况进行

详细介绍袁并对园区内
公交线路规划尧运营情
况尧存在的问题及今后
的工作思路等与南岗

科技园丁科主任进行

沟通交流遥
丁科对孔强一行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袁
重点介绍了园区的基

本情况袁以及对园区内
线网规化尧场站建设等
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

议遥
在柏堰科技园座

谈会上袁孔强详细介绍
了近几年高新公交的

发展现状袁园区内公交
线路规划尧 运营情况尧
存在的问题等遥

柏堰科技园主任

范成贵首先对高新公

交近年来公交线网的

发展给予肯定袁同时希
望进一步加强与高新

公交的交流与合作袁积
极做好园区内公交线

路的规划与优化袁更好
地服务园区企业尧职

工尧居民遥
孔强表示袁高新公

交将继续加强与两大

科技园协调沟通袁进一
步为各园区做好服务

工作袁统筹协调线路布
局调整袁 优化公交线
路袁 提升服务质量袁切
实解决园区群众出行

问题袁积极为园区的发
展增添新动能袁为实现
园区高质量发展共同

努力遥
渊综合管理部 黄静冤

为深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暨 野一改两为冶
重要工作会议精神袁进一步改善企业职工通勤问
题袁助力园区发展遥2月 15日袁高新公交开通创新
产业园三期专线班车遥
创新产业园三期是高新区新建园区袁位置处

于新开发地段袁企业员工通勤不便遥 高新公交在
了解情况后袁根据园区入驻企业诉求及员工通勤
特点袁结合现有公交路线尧轨道站点等进行多次
实地勘察袁制定了周密的运营方案袁开通专线班
车袁精准服务园区企业员工出行遥
创新产业园三期专线班车袁有效连接了轨道

2 号线和 4号线袁早上 7:50由南岗南发车袁晚上
17:30尧20:00由创新产业园三期发车遥此次专线班
车开通袁有效解决了创新产业园三期员工通勤问
题袁有力支撑了园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遥 进一步
改善投资环境袁助推了高新区的经济发展遥
接下来袁高新公交将进一步加强公交运营安

全管理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袁及时根据园区职工
需求变化袁实时调整优化运行线路和模式袁更好
地服务园区产业经济发展袁为高新区的建设发展
贡献公交力量遥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冤

为切实把关心职

工健康落到实处袁帮助
职工有效沟通处置问

题和面对职业压力袁促
进职工身心健康发展遥
2月 22日袁 高新公交
邀请安徽省精神卫生

中心张博宇医生袁开展
以野人际沟通技巧和训
练冶为主题的心理健康
知识讲座袁公司全体员
工聆听讲座遥
讲座中袁张医生凭

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专业知识袁围绕野人际
沟通技巧和训练冶的主

题袁 从人际沟通技巧尧
公交车驾驶员现状尧公
交驾驶员人际冲突处

置等方面为大家讲解

了如何正确有效沟通

处置问题和面对压力袁
引导大家以积极健康

的心态面对工作和生

活遥 讲座结束后袁在场
职工纷纷表示大为受

用袁今后将努力提升沟
通技巧尧保持健康的心
态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工作和生活中遥

通过开展职工心

理健康培训袁可以多方

面了解职工心理健康

状况袁提供及时有效的
心理辅导袁帮助职工疏
解情绪袁有效规避由心
理原因引发的风险遥
下一步袁高新公交

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职

工心理健康培训袁帮助
职工不断疏导情绪袁释
放心理压力袁保持积极
健康的身心状态袁全身
心投入到安全驾驶及

文明服务工作中袁为群
众出行提供安全尧便
捷尧舒心的优质服务遥

渊综合管理部 王刚冤

为巩固公交驾驶

员安全行车意识袁2月
22日袁高新公交开展 2
月安全例会袁会议围绕
季节性驾驶尧公交安全
行驶尧车载消防设备三
方面展开袁全体驾调人
员参加会议遥

首先袁 结合倒春
寒尧春困尧春雨等季节
性问题袁播放事故案例
视频袁提醒驾驶员每日
关注天气情况袁做好个
人防寒准备袁保持饱满
的精神状态袁同时强调

雨天行车应注意观察

路边的行人尧非机动车
辆袁降低车速尧保持安
全距离遥随后总结了七
点公交道路安全行驶

常识袁 涉及进出站尧平
稳驾驶尧变道转弯等多
方面袁全面夯实安全驾
驶行为遥最后就车载灭
火设施尧易燃挥发物监
测告警装置的日常检

查工作进行明确袁针对
各批次车辆车载灭火

设施尧易燃挥发物监测
告警装置的差异袁进行

统一讲解袁要求驾驶员
严格落实检查工作袁保
证车载消防等设施设

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遥
安全例会以当月

安全运营情况为基础袁
结合季节性道路安全

情况袁进一步提升公交
运营安全等级袁自上而
下落实各项安全运营

工作袁为公交安全出行
保驾护航遥

渊安全管理部 康梦园冤

为提高驾驶员操作纯电动公交车的技能和

水平袁更好的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袁高新公交于 2
月 17日尧18日袁组织召开电动公交车知识培训遥

此次培训邀请了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专业工程师贺东升进行授课袁主要围绕车辆故
障尧电池特性与故障判断三个部分展开袁详细讲
解了新能源车辆仪表显示故障判断尧 安全操作尧
应急处置尧注意事项等袁同时对纯电动公交车辆
驾驶注意事项尧车辆特性尧电池故障判断尧应急突
发状况处置做了重点讲解遥

培训过程中袁参训人员认真学习尧积极发言
提问袁贺工对驾驶员提出实操过程中产生的疑问
做了详细解答袁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氛围袁提高了
驾驶员对电动公交车辆的专业操作技能遥
通过培训袁强化了驾驶员对纯电动公交车基

础知识的掌握袁 提高了纯电动公交车电池特性尧
故障判断及驾驶操作技能袁为切实做好新能源车
辆安全驾驶操作打下坚实基础遥 渊运营部 李健冤

为加强公司安全

建设袁提升员工应急处
理能力袁 建设规范有
序尧科学高效的事故应
急救援体系遥 2 月 22
日袁高新公交开展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知

识培训袁公司全体员工
参加培训遥

培训围绕预案简

介尧火灾爆炸和交通事
故三个方面展开袁首先
讲解了什么是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袁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

制的法规依据是什么袁
再引出高新公交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

核心要点尧 组织架构尧
应急响应流程袁并结合
驾驶员工作岗位特点袁
详细阐述火灾爆炸尧交
通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的响应尧处理流程及注
意事项遥 培训中袁着重
强调通过安全管理关

口前移袁提高各岗位风
险防控和应急救援能

力袁明确野保护人员生
命安全冶是生产运营的
核心袁从而实现野以人
为本袁安全生产冶遥
下一步袁高新公交

将持续加强公司员工

对应急预案知识的掌

握度袁提升公司员工应
急处理能力和人员救

护意识袁夯实公司安全
体系建设遥 渊偶梦然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