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 月 20 日上午，股份公司召开 2021 年度工作暨春

运动员会议，会议由副总经理杨立君主持。

会上，总经理王玉忠首先作行政工作报告，对股份公司 2020

年各项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对2021年度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随后，副总经理杨立君代表公司与汽车中心站、宁南分公

司等所属单位负责人签订 2021 年安全生产、治安综治目标管理

责任书，对 2020 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安全生产月优

胜单位、安全行车三百万公里驾驶员进行了表彰。副总经理吴

琰作 2021 年春运工作动员报告。党委书记孙敏钊对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进行宣讲贯彻，并部署了 2021 年党建工作。

会议最后，董事长赖兴祥作了重要讲话。他先是对过去一

年来，各单位、各部门坚决捍卫企业利益、积极抓好疫情防控、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在逆境中保持生产经营企稳向好表示了充分肯

定。随后，赖董事长展望未来，号召全体干部员工要凝聚力量、斗志昂扬，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在新的一年里全力争取资本运作

新突破、着力构建企业发展新格局。

股份公司各单位、各部门正职人员，控参股子公司正职委派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综合办公室 林驰烨）

兴北客运公司高速车队积极开展创建“工人先锋号”活动

孔浦出租车服务中心开展“冬季送温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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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倡导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社会”战略部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近日，公司工会积极组织各单位职

工参与市总工会在全市开展的以“书香溢远，悦读阅美”为主

题的读书活动。

根据市总工会“娘家人邀您留甬过大年”的活动方案，自

今年 1 月至 3月，市总工会计划邀请职工同读三本经典书籍：1

月 16日——路遥《平凡的世界》（普及本）；2 月初——季羡

林《心安即是归处》；3月初——东野圭谷《解忧杂货店》。

广大职工可以通过甬工惠公众号报名，根据提示完成相关

步骤后，即有机会获得市总工会提供的免费赠书，获得赠书后

可以在甬工惠公众号，通过签到、打卡、发布读书心得、提交

读书照片、参加线下读书活动等方式获得积分，所获打卡积分

可用于在工惠阅读平台兑换其他各类书籍。

眼下，“书香溢远 悦读阅美”活动正如火如荼展开，活动

开始以来，公司工会陆续收到职工提出的关于“如何获得市总

赠书”、“如何参加线下读书沙龙”等的相关问题，职工参与

热情极高。

公司工会希望广大职工能够借助这次读书活动契机，充分

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

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多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积极在家庭、企业营造

浓郁的读书氛围，鼓励身边人一起发现阅读之美，努力为自身

发展积蓄能量，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公司工会 乐京华）

股份公司召开 2021 年春运安全竞赛活动专题会议

交流探讨。

最后，杨立君副总经理作讲话。他先是充分肯定了各单位

和各部门相关工作的落实情况，随后，向参会人员传达了股份

公司 2021 年度工作会议当中赖董事长对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安全生产是重中之中，各单位、各部门要时刻紧绷

安全生产这根弦，实行一票否决制，脚踏实地地做好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杨副总经理就春运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提出了具体

要求：一要压实安全责任和疫情防控责任；二要抓好从业人员

安全教育与培训；三要加强车辆机务安全检查；四要强化行车

动态监控管理，狠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五要进一步完善应急

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六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春运

期间公司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安全机务部 任慈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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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召开 2021 年度工作暨春运动员会议

最是书香能致远 读书强国正当时

——公司工会“书香溢远，悦读阅美”读书活动邀您参与

1 月 21 日下午，股份公司召开 2021 年春运安全竞赛活动

专题会议，副总经理杨立君、安全机务部及所属客运单位分管

安全副经理、安全部门负责人、监控中心负责人参加会议。会

议研究部署了 2021 年春运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首先由安机部负责人传达了国家十一部委联合发文的

《关于做好 2021 年春运工作和加强春运疫情防控的意见》和交

通部《2021年春运期间交通运输疫情防控方案》两个文件精神

和工作要求，对当前内外部安全生产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关

情况进行了分析，对公司 2021 年春运安全竞赛活动进行了安排

部署。

随后，各客运单位就人员资质排摸、车辆机务检查、应急

物资配备、疫情防控措施等各项春运前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

落实情况作简要汇报，并对春运期间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进行

2020年 12月 28日，宁波兴北汽车客运有限公司高速车队

被宁波市交通运输局授予市交通运输系统“工人先锋号”荣誉

称号。

高速车队现有驾驶员 11人，是一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

技术娴熟、充满激情的队伍。车队以“安全标准化、服务特色

化，管理规范化”为理念，以创建交通运输系统“工人先锋号”

为目标，狠抓队伍建设，切实提升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竭诚

为乘客提供快捷、方便、舒适的出行服务。

车队主要负责宁波至岱山、宁波至衢山班线旅客运输工作。

这两条海岛班线客流呈现季节性分布特征，每年的 7 月至 9 月

为出行旺季，运输任务非常繁重，驾驶员师傅们时常需要放弃

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尽管如此，他们始终毫无抱怨，坚持以饱

满的工作热情和精神状态，风雨无阻、坚守岗位。车队班组的

发车准班率、准点率在股份公司名列前茅，创建“工人先锋号”

一年以来，车队未发生一起违法违章行为和交通安全事故。车

队驾驶员马传产、郁星阳、侯从炉、王益忠分别被评为宁波市

道路客运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驾驶员，驾驶员王奇水被评

为“道路客运安全年”文明驾驶标兵和“太保杯”春运交通安

全竞赛活动先进驾驶员。

今后，高速车队将以“工人先锋号”为新的起点，进一步

增强驾驶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大限度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

活力，为促进企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宇达公司 李秦）

在 2021 年春运到来之际，孔浦出租车服务中心开展了一场

专属出租车司机的“冬季送温暖”活动。

在忙碌的城市，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默默坚守岗位，一年

到头，起早贪黑，在街头巷尾穿梭往返，足迹遍布城市的各个

角落，为人们提供快捷的交通服务，为城市发展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孔浦出租车服务中心为出租车司机朋友送上了精心准备

的手机支架、毛巾、口罩等暖心礼包，为师傅们宣传冬季安全

保障和防疫小知识，让司机朋友们在寒冷冬日感受到阵阵暖意。

用真诚换真心，以真情赢信任，接下来，出租车服务中心

将继续做好出租车司机服务工作，助力 2021 年春节运输和疫情

防控工作。 （急救中心 夏盛）



一丝不苟严把安全关 全力为春运保驾护航

股份公司各单位召开春运动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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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我们严阵以待！

岁月更替，华章日新。2021年春运即将开启。根据交通部

发布信息，今年春运客流量预计将大幅度下降，同时，“疫情

防控”、“核酸检测”、“隔离”等关键词正在逐渐成为人们

最关心的话题。在这一特殊的时期，公司下属各客运单位提前

部署、及早准备，全力备战疫情防控和春运工作，为广大旅客

推出了各项便民举措：

1、增加车票预售期。自 2021 年 1 月 8 日起，宁波市区内

四个车站预售期延长。1月 8日当天，旅客可购买 2月 9日（十

二月廿八）前（含当天）的车票，2 月 4 日可购买 2月 10日（十

二月廿九）前（含当天）车票，2月 5日可购买 2 月 11日（除

夕）前（含当天）的车票，以此类推；

2、购票方式选择多。旅客可以通过“宁波公运”微信公众

号、巴巴快巴、支付宝（飞猪旅行）、携程旅行（汽车票频道）、

巴士管家等 APP 进行在线购票，无需取票即可凭身份证进站、

检票、上车。需要报销的旅客可以在“宁波公运”微信公众号

自助开具电子发票；

3、联程联运更贴心。为方便前往铅山、无为、武宁、宜昌、

襄阳、武汉、济南、青岛、泸州等地区的旅客出行，汽车中心

站推出了联程联运服务，旅客只需要购买联程联运站点的客票，

即可以享受承运人提供的联程联运站点承运服务（部分终点免

费换乘）；

4、包车回家更省心。宁波外事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营运车队

具备车型多、服务全、重安全等优势，春运期间，将继续全力

为广大企业和旅客提供便捷、舒适、安全的包车服务。

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春运形势，公司将继续以旅客的平安

健康出行为己任，做好防疫、生产两手抓、两不误，保障广大

归家游子的旅途安全、舒适、顺利！

（运输业务部 章静艳）

汽车南站

1 月 21 日，汽车南站召开 2021 年春运工作会议，车站经

理室、各部门班组长以上骨干及科室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分析了春运形势，根据今年年春运的新形势、新

特点，对客流流量、流时、流向，运力安排，道路及天气情况

进行了预测和分析。随后，会议聚焦于疫情防控，根据“减少

人员流动、减少旅途风险、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人员防护”的

原则，明确安全主体责任，完善防疫应急预案，加强内外隐患

排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车站经理杨桂凤作总动员，她强调：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做好春运工作

十分重要，各部门要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

结合，精心组织、合理安排、突出安全、狠抓服务，坚持以旅

客为中心，统筹做好春运工作和疫情防控，努力保障广大旅客

群众平安健康出行。

会后，汽车南站上下将按照动员会议的要求，进一步增强

紧迫感责任感，全力推进疫情防控和春运工作，齐心协力打好

新年第一仗！ （汽车南站 董超）

汽车中心站

1 月 26 日，汽车中心站召开 2021 年春运动员暨疫情防控

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春运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全站班组长及

以上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对春运期间客流运力、道路、天气情况等进行了

预测和分析，对安全管理、疫情防控、运输保障等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尽管预计客流量会出现大幅下滑，但车站全体干部

职工要克服麻痹思想，强化责任和服务意识，齐心协力、共克

时艰，全力守好车站防疫管理的“小门”，确保春运工作职责

明确、协调有力、运转高效。

车站经理陈炯强调，2021 年春运面临疫情防控和安全运输

双重压力，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科学制定运输方案，切实

增强运力保障；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性，增强

疫情防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

厌战情绪，发扬“舍小家顾大家”精神，服从大局，众志成城

做好各项工作任务，全面实现平安春运、和谐春运。

（汽车中心站 李佳）

外事旅游公司

为切实做好 2021 年春运期间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提高运输应急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1月 20日，外

事旅游公司组织驾驶员召开春运动员会议。

会议首先向参会驾驶员宣传贯彻交通安全法规，并提明确

具体工作要求：要加强机务检查，严格落实车辆动态监控管理

规定，提高应急处理能力；要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

好日常车辆消毒和车辆安全维护等工作；驾驶员要求全程口罩

佩戴，提并醒乘客做好个人防护，在运行过程中服从现场指挥，

确保行车安全有序。

车队长强调，今年春运受疫情影响，形势十分严峻，旅游

包车要切实强化源头管理，做好乘客身份登记、亮码、测温等

服务工作；要提高服务质量，礼貌用语；要保持车容车貌，车

辆消毒安全；要文明驾驶，礼让斑马线；要严格执行开车不打

电话等规定，严禁抽烟等违规行为。公司上下和衷共济，努力

保障旅客平安健康出行。

（外事旅游 张梦娇）

“回家路千条，安全第一条”，为确保春运期间各项工作

平稳有序进行，股份公司各单位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各项安全

工作，为春运保驾护航。

汽车南站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

1 月 15 日，汽车南站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车站经

理室、各部门班组长以上骨干及科室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向参会人员传达了政府管理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指示，对防疫工作作了安排部署。车站经理杨桂凤要求，要把

疫情防控作为政治任务去抓紧抓好，严格落实日常消毒、测温

登记、健康码核查、戴口罩等措施，积极开展防疫检查，全力

堵塞工作漏洞；要强化场站、候车和办公区域消杀，保证车站

安全；要做好各类员工排查随访与健康管理，引导员工“非必

要不出甬”；要根据疫情应急预案落实物资储备；要充分利用

车站 LED 屏、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大力宣传疫情防控

安全知识，通过一米线管理和口罩佩戴督查志愿岗，引导旅客

做好自身防疫，筑牢车站疫情防控安全网。

（汽车南站 董超）

宁南公司开展“一盔一带”安全教育活动

2021 年春运即将到来。春运的特点是道路行车短期内流量

增大，交通状况复杂，导致车辆事故多发、频发，同时，近期

全国各地区气候状况多变，寒潮恶劣天气频繁，更为春节运输

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因素。

为增强驾驶员的安全行车意识，提高安全驾驶技能，1 月

15 日，宁南客运公司邀请江北区交警大队王警官为公司驾驶员

开展“一盔一带”安全教育活动。在活动中，王警官通过各类

事故视频和事故案例，向驾驶员们讲述了“一盔一带”在行车

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防御性驾驶对于预防和避免交通事故的

重要关键作用。

这次安全警示教育，不仅使公司驾驶员学到了更多的交通

事故处理方法和交通安全知识，也再次给他们敲响了交通安全

警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驾驶员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

他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开车使用手机、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

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性，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继续增强安

全意识和的规范驾驶意识，争当文明守法好司机，全力确保春

运任务平稳顺利完成。

（宁南公司 金龙波）

出租公司组织驾驶员接种新冠疫苗

春运大幕即将拉开，宁波市出租车行业备战春运防疫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进行，除了加强出租车司机落实佩戴口罩、做好

车辆消毒措施等防疫措施外，接种疫苗也是保障出租车驾驶员

和广大市民安全的重要举措。1月 22日，出租公司组织驾驶员

前往孔浦街道卫生院接种新冠疫苗。

在孔浦街道卫生院新冠疫苗门诊，驾驶员们按照疫情防控

有关规定，在医护人员的指引下，依次排队进行登记，在完成

身体指标检查、身份信息核实、签订接种知情同意书等一系列

流程后进行疫苗接种，现场井然有序。接种完成后，所有人员

在留观区域等候 30分钟，确定身体无恙后离开。出租车驾驶员

作为重点人群，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往返机场、客运站和火车站

等区域，接触的人群复杂，感染的风险较普通人群更高，接种

疫苗为自己和乘客添了一层有效的防护网。

（出租公司 胡潇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