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春节旅客运输工作顺利落下帷幕

股份公司召开“两客一危”专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

“疫”路争先，志愿同行
---汽车南站开展学雷锋主题活动

汽车东站、汽车中心站开展“三八”妇女节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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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者精神，传播志愿服务理念，展现热心公益、助人为乐、

乐于奉献的良好窗口形象，在 3 月 5日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

宁波汽车南站开展了“‘疫’路争先，志愿同行”学雷锋主题

活动。车站支部委员、党员代表及 3561 班组成员前往宁波站区

域党群志愿服务中心学习交流，并立足岗位做志愿，让雷锋精

神常驻心间。

踏入红色的党群服务中心，讲解员的介绍、视频图片的展

示，让大家系统了解了党群服务中心的规划理念及服务内容。

一张张经典的老照片生动地展示着宁波火车站区域的发展历

程、各志愿团队的组织架构、文明创建的荣誉成果。会议室内

大家集聚一堂，双方就互联互建、志愿服务等相关工作进行了

深入交流与探讨。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车站各党员志愿者携手 3561 服务

班组成员在进站售票、查危安检、检票候车等区域开展了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提醒旅客亮码测温、规范佩戴口罩，同时为

旅客提供交通咨询、购票引导、行李帮提、重点旅客特需帮助

等服务。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汽车南站将

充分发挥党员先进示范作用，凝聚战斗力，强化服务理念，结

合品牌优势，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竭诚为旅客提供更优质便捷

的服务。 （汽车南站 沈霞波 李佳）

省市地区客流对比如下：

省外地区客流量：安徽省 0.17 万人次，同比下降 82.96%；

江西省 0.21 万人次，同比下降 81.21%；苏南地区 0.41 万人次，

同比下降 44.06%；上海地区 0.44 万人次，同比下降 51.65%。

省内地区客流量：杭州地区 0.41 万人次，同比下降 62.35%；

舟山地区 14.20 万人，同比上升 135.24%；湖州地区 0.11 万人，

同比下降 32.38%；绍兴地区 1.29 万人次，同比下降 8.54%；嘉

兴地区 0.63 万人次，同比下降 11.67%；台州地区 1.17 万人次，

同比下降 23.66%；金丽衢地区 2.09 万人次，同比下降 36.60%。

宁波市区客流量：奉化地区 0.38 万人次，同比下降 44.56%；

宁海地区 2 万人次，同比上升 21.71%；余姚地区 0.1 万人次，

同比上升 45.95%；慈溪地区 1.95 万人次，同比上升 88.82%；

象山地区 7.21 万人次，同比上升 62.15%。

2021 年春运工作在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支持下，在

各单位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顺利

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接下来，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总结工作

经验，持续抓好交通运输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断提升运输服务

质量和水平。

（运输业务部 章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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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2021 年春运正式落下帷幕，受疫情常态化防控

政策的影响，今年春运群众错峰出行意识增强，留甬过年成为

主流，公众出行总体减少，客流总量大幅度下降。

1 月 28 日至 3 月 8 日，市区四个客运站共计完成客运量

32.89 万人次、周转量 0.40 亿人公里，分别为去年同期的

115.87%、53.30%。其中：节前 15天发送旅客 8.59 万人次，周

转量 0.13 亿人公里，分别为去年同期的 30.91%、17.16%；节

后 25 天发送旅客 24.30 万人次，周转量 0.27 亿人公里，分别

为 2019 年同期的 57.46%、52.70%(受疫情影响 2020 年节后无

数据)；黄金周期间发送旅客 2.81 万人次，周转量 0.03 亿人公

里，分别为 2019 年同期的 33.48%、29.18%。春运期间，日均

投放客车 349 辆、客位 1.42 万个，发送班次 2.14 万班，累计

加班 696 个班次，加班车发送旅客 3.29 万人次。今年春运客流

最高峰出现在 3月 5日(农历正月二十二)，当天售票客运量 1.4

万人次，为 2019 年同期的 83.38%。

今年春运由于春节的时间较晚，学生客流在节前基本输运

完毕，节前以部分务工返乡和探亲客流为主，节后以学生客流

和务工返程客流为主。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省内的金华、衢州、

台州、绍兴、舟山和大市范围内的象山、宁海、慈溪等地。各

根据宁波市交通局、市综合交通执法局根据国家道路运输

安全生产工作三年攻坚行动的具体要求，结合 2020 年度省中心

通报《关于公布 2020 年 12 月份全省“两客两货”车辆联网联

控工作数据情况的通知》、推出《宁波市“两客一危”道路运

输专项整治任务书》2021 第 6 号文件精神，2 月 22 日上午，市

综合交通执法局召开“两客两货”专班专题会议，邀请了卫星

定位通讯服务商和我公司共同研讨我市联网联控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研究讨论下一步工作措施，并于 23 日制定《任务书》。

针对《任务书》相关规定，2021 年 2 月 25 日，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杨立君召集相关单位分管安全副经理和（下接第三版）

NINGBO GONGYUN NEWS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芬芳三月天，魅力女神节，为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丰富

女职工业余生活，3 月 9 日，汽车东站工会组织女职工们前往

爱情圣地梁祝文化公园开展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

活动中，女职工们以梁祝故事情节“草桥结拜”、“三载

同窗”、“十八相送”、“楼台相会”、“化蝶永伴”为游历

主线，先后参观了梁山伯庙、梁祝读书院、凤凰塔、梁祝化蝶

雕塑等景点，体验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双飞爱情故事，随后

游玩了高空观景平台、天空之境、彩虹漂流等娱乐项目。

此次活动让汽车东站的女职工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享受到

难得的悠闲时光，促进了员工间情感、工作经验的交流，同时

也激励她们继续发挥“半边天”作用，凝心聚力为公司健康和谐

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汽车东站 胡晴芳）

为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3 月 8 日，汽车中心站志愿服务

队开展了“春风十里，芳华如你”献花送祝福活动。

“您好，今天是妇女节，这是赠送给你的鲜花，祝您节日

快乐！”上午 9 点开始，汽车中心站候车大厅内，志愿者捧着

准备好的花束，忙碌地穿梭在大厅里，向妇女旅客表达节日的

祝福。一位收到鲜花的阿婆开心说到：“这么大年纪，没想到

到车站坐车还能收到花，很惊喜，谢谢你们！”阿婆朝身边的

老伴调侃起来，舒心的笑容绽放脸上！

志愿者还将鲜花送给了工作一线的女职工，让她们获得了

意外的欣喜。手上有花，肩上有责，心中有梦。汽车中心站的

女职工将继续发扬“巾帼不让须眉”之势，用高度的责任心和

敬业精神，为公司发展尽心尽力！ （汽车中心站 毛永妃）



汽车南站参加火车站区域综合反恐应急演练

汽车中心站召开防恐反恐安全工作专题会议宁波远亚车辆检测站启动试运营

为增强反恐

防范意识，保障

车站旅客平安，3

月 7 日，汽车南

站参加了由宁波

市公安局火车站

地区分局和综管

办等部门组织的

火车站区域综合

反恐处突应急演

练。

演练在南站

区域广场拉开帷幕，此次演练的内容分为紧急拉动、应急处置、机械使用、技能

培训等。在接到演练开始的指令后，汽车南站的反恐应急小分队第一时间响应，

保安人员持反恐器械赶赴现场增援，按照指令，快速、有序、高质量地完成了各

项演练项目，得到了火车站地区公安分局的肯定。

此次应急演练活动在车站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在市公安局火车站地区分局的

帮助下，获得了圆满成功，增加了车站员工对反恐防暴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掌握了险情发生后的疏散和逃生自救能力，有效提升了车站预防和处置暴恐事件

的能力。今后，汽车南站将一如既往地保持高度警惕，继续加强反恐防范工作，

为平安宁波和平安车站建设打下扎实基础。

（汽车南站 黄天艺）

何南炎技能大师工作室接受宁波电视台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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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成员们，在学校开展汽车维修“义诊”活动，欢迎广大

职工朋友前来咨询、诊断。

（交通技工学校 沈波）

3 月 4 日，宁波远亚车辆检测站正式启动试运营。该项目

历经近 2年时间的筹划准备和施工建设，先后克服了建设时间

紧张、场地局部占用、运营人员短缺等困难，经历了新冠肺炎

疫情、新标准实施等的影响，3 月初，顺利通过政府主管部门

评审和公安系统联网，启动试运营。

作为集安全性能检测、环保性能检测、综合性能检测三检

合一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远亚车辆检测站主要服务于北仑

地区的集装箱卡车的验车需求。检测站占地面积 30085 平方米，

建筑面积 7000 余平方，其中新建检测车间 3幢，检测用房面积

3800 余平方米，建有外观检测线 7条、环保检测线 8条、安检

检测线 4 条，各类车辆检测设备 100 余套，均为国内最先进的

检测检验设备，规模在省内名列前茅。

自 3 月 4 日开始试运营以来，检测站全体员工发挥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争分夺秒地对系统进行联网后联调联试，及时

解决各类问题，同时，根据客户反馈，第一时间完善各工种和

各岗位之间的衔接，优化检测流程，提高检测能力，经过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检测站日检测车辆数逐日稳步攀升。

远亚车辆检测站正式运营后，不仅能为北仑地区近 2 万辆

集装箱卡车服务，为北仑港逐年增长的贸易业务保驾护航，还

能为北仑及周边的镇海、鄞州等地的大型客车、各类专项作业

车、小型轿车等提供专业的年检服务，方便周边企业及群众的

验车需求。今后，检测站将竭力为各位车主提供优质的服务、

准确的数据、舒适的环境、合理的价格，全力做到令客户高兴

而来、满意而归！ （集装箱公司 姜宇）

为切实推动车站反恐安保工作常态化，不断增强员工反恐

防范意识，3 月 4 日下午，汽车中心站召开防恐反恐安全专题

会议，车站经理陈炯就车站安保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员工教育要百分百覆盖：车辆进出口和旅客出口处的

查违、安保人员，是车站的重点岗位和重点人员，要着重做好

安全教育，尤其是新员工的上岗教育，必须做到手把手的教育

指导，直至其符合法定上岗要求；

二、规定流程要百分百到位：车站要与时俱进，按照相关

规定要求，认真梳理、完善现有的售票、查验等各岗位的流程

制度，充分发挥组织机构健全、工作责任明晰、防范措施到位

的安全制度作用；

三、规定动作要百分百完成：旅客所随身携带的任何行包

一律进入查危台认真查验，关注细节一丝不苟地做到规定动作

不遗漏、不打折；

陈炯经理强调，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车站干部员工要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明确职责，关口前移，全力抓好反恐安

保工作。汽车中心站将坚持明查和暗访相结合，各部门相互查

和各单位协助查相结合，精准排查，大力整治，形成反恐安保

工作合力，有效维护车站安全和社会稳定。

（汽车中心站 苏盈盈）

为促进消费维权事业健康发展，营造安全和谐有序的市场

环境，日前，宁波电视台就“如何维护车主消费权益”对宁波

交通高级技工学校省级技能大师何南炎老师进行专访。

何南炎老师从事汽车维修相关技术、科研、教学工作近 40

年，培养各类汽车维修技术人才超万人，是交通部技术能手，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兼任宁波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专家委员会主任、宁波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专家委员会汽

车维修专业组组长。

在本次采访中，何老师向电视观众们介绍了如何预防汽车

维修行业中诸如过度维修、以次充好、捆绑消费、强制服务等

常见的消费“陷阱”，遇到这些消费“陷阱”应如何利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专家组又是如何鉴定这些消费“陷

阱”的。

随着三一五消费者权益日的到来，宁波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将于 3 月 15日至 19 日期间，安排何南炎老师协同大师工作室

副总经理杨立君强调：近年以来我们

国家狠抓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浙江省更是

率先探索实施数字化监管，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各单位要以《任务书》的相关要求

为契机，明确职责，切实整治，着力消除

行车过程中的各项违法、违规行为，确保

公司发展行稳致远。

（安全机务部 仇能杰）

企业信誉；二是相关车辆单位要组建成立

客运车辆动态监控管理的专项整治工作

专班，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分管安全领导

抓好具体推进，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职责与

分工，形成合力，确保方案落实到位、责

任落实到位、措施落实到位，形成工作闭

环；三是积极探索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和行

之有效的工作措施，持续巩固整改成果。

（上接第一版）安全管理部门及监控中心

负责人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专题工作

会议，研究分析目前公司营运车辆存在的

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初步的安排

部署：一是要求相关单位认清形势、看清

趋势，认真开展客运车辆动态监控管理专

项整治，大力遏制行车过程中的各项交通

违法行为，切实降低安全生产风险，维护

根据《宁波市“两客一危”道路运输专项整

治任务书》要求，2021 年 3 月 1 日起，我市将根

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法》，进一步加重对营运车辆超速的惩

罚措施，着力打击部分“两客”车辆涉嫌严重超

速的违法违规行为。

为切实落实《宁波市“两客一危”道路运输

专项整治任务书》2021 年第 6号文件精神，有效

减少车辆涉嫌超速数量，日前，宁南客运分公司

安管人员取消了周末休假，对所有驾驶员开展了

面对面宣传教育，向每一名驾驶员说明《宁波市

“两客一危”道路运输专项整治任务书》的相关

内容和车辆超速行驶危害性，要求驾驶员将车速

控制为日间（6 时后至 22 时前）限速 100公里每

小时、夜间（22 时后至 6 时前）限速 80 公里每

小时，严禁超速行驶。

同时，宁南分公司还通过技术手段，将智能

监控超速预警调整至日间 95 公里每小时、夜间

75 公里每小时，第一时间对驾驶员进行超速蜂鸣

预警，避免驾驶员因疏忽而导致超速。

（宁南分公司 金龙波）

宁南客运分公司

严格落实限速新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