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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督查工作

温馨母婴室，让母爱不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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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宁波大市范围，其中：上海方向发送旅客 0.39 万人次，杭州

方向发送旅客 0.2 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 567%、145%；舟山地

区发送旅客 2.4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8%；大市内的象山、宁

海、慈溪分别发送旅客 1.49 万人次、0.46 万人次、0.45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19%、80%、87%。

汽车中心站共发送旅客 1.6 万人次，完成周转量 370.56 万

人公里，分别同比增长 138%、117%，日均发送 805 班次，累计

加班 66 班，加班发送旅客达 0.28 万人次，加班主要方向为省

内新昌、嵊州、东阳、兰溪、天台等地，其中：苏南地区发送

旅客 0.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0%；金丽衢地区发送旅客 0.5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0%；台州地区发送旅客 0.41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42%。 （运输业务部 章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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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清明运输落下帷幕。今年清明假期，国内迎来

自 2020 年开展疫情防控以来首个出行高峰，出行客流以中短途

踏青祭扫旅客为主，呈现出持续时间短、局部线路较旺、高峰

突出的特点。

据统计，清明小假日期间(4 月 2 至 4 月 5 日)，市区各大

客运站共计发送旅客 7.5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0%；完成周转

量 1005.5 万人公里，同比增长 130%；日均投放车辆 440 辆，

日均发送 2906 班次，累计加班 390 班次，加班发送旅客 1.66

万人次。

汽车南站共发送旅客 5.43 万人次，完成周转量 595.03 万

人公里，分别同比增长 145%、166%，日均发班 1833 班，累计

加班 318 班，加班发送客流方向主要集中于上海、杭州、舟山

清明假日期间，国内交通安全事故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

造成了巨大损失。4 月 4 日凌晨，沈海高速 k898 公里处发生四

车相撞交通事故，一辆大货车（辽 B-3Y69挂）穿越中央护栏后

与一辆大客车（沪 D-L4452)发生碰撞，造成大客车翻车，随后

后方 2 辆货车又相继发生追尾碰撞。事故造成多人伤亡。

为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遏制重大事故发生，4 月 7 日

至 4 月 9 日期间，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杨立君带领督察组到公司

所属车辆单位和客运场站开展安全生产督查。

督查组先后来到宇达兴北公司、宁南分公司、汽车中心站、

外事公司、汽车南站、北仑长运等多家单位现场督查。督查组

详细分析了“4.4”事故中涉事大货车、大客车，在运营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副总经理杨立君认真听取了各单位

针对该起事故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充分研究分析事故发生原因，及

时了解关注事故调查进展情况，举一反三、加倍警醒；要制定

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进一步加强道路客运安全管理，把好人、

车源头关，加强日常教育培训，提高驾驶员应急应对能力；要

加强违法违规和事故“四不放过”处理工作，加强车辆机务技

术管理，杜绝营运客车站外上客、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长时

间占用最内侧车道和非接驳车辆凌晨 2 至 5 时违法运营情况发

生；要将该起事故传达到每一位驾驶员，全面做好事故预防和

应急处置工作；客运场站要对进站车辆、驾驶员证件进行全面

审核，认真落实车辆例检、门检制度，严格执行“三不进站、

六不出站”规定。

（安全机务部 仇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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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出租公司迎来了一位手拿锦旗的老太太，随行的老太太儿子对公司值班人

员说：“你们公司的郎师傅真是一个大好人，为了我母亲的一个手机，大晚上不辞辛劳送

到家里，太感谢他了。”

值班人员随后了解了事情的大致经过：3 月 19 日晚上 9 点多，沈老太太坐上了郎孝达

师傅浙 BT1276 出租车从锦地水岸去宁丰铭庭，因为是当天的最后一单，老太太下车后，郎

师傅照例对车内进行卫生打扫。打扫时，郎师傅发现了后排角落躺着一只手机，想起这可

能是刚才乘车的老太太丢失的，郎师傅顾不得饥肠辘辘的肚子，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先把

手机送回给老太太。好在老太太的手机是没有锁屏密码的，于是郎师傅在手机上找到了老

太太媳妇的电话号码，询问了具体地址，深夜里送手机到了老太太的手上。

小小举动 ，体现了郎师傅拾遗不昧、关爱老人的品质。作为省级文明车，郎师傅的车

永远是第一时间为乘客服务，他永远保持在最干净的状态，他说他要给乘客提供最舒适的

乘车环境。为我们的郎师傅点赞，是你的优秀品德，展示了一座城市的文明形象。

（出租公司 胡潇滢）

将朴实的赞美装进信封

4 月 15 日，汽车南站 3561 服务班收到了一封来自旅客的信，信上的字句

十分朴实，一笔一划间透露着满满的认真与感激。

来信的是一位汪姓老人，他和老伴 4 月 8 日从汽车南站中转去象山，上了

高速后才发现背包落在了车站。看到两位老人心急如焚，驾驶员赶忙建议他们

联系汽车南站的服务台。之后汪大伯接到了消息，原来稍早前，车站服务人员

巡场时发现候车室放着之前帮助二老拎过来的行李，猜测二老一定是忘了带上

背包就上了车，便将背包带回服务台，妥善保管起来。

“你的包放在南站 3561 服务班就大可放心！她们会为你保管，不着急的话

过阵子再去取都行，很多旅客都遇到过类似事情，她们服务很好的。”热心的

驾驶员开始骄傲地标榜起 3561 服务班，眉头紧锁的老人闻言脸上顿时就挂起了

笑容，决定按照原定计划继续他们的旅程。

一周后的今天，汪大伯夫妇回到了汽车南站 3561 服务台，终于取回了久违

的背包，他特意写下这封感谢信，感谢南站 3561 服务班为他们的旅途留下了一

段平凡而温馨的故事。 （汽车南站 沈霞波 李佳）

为向母婴旅客提供更好的候车环境，日前，汽车中心站对站内的

母婴室进行了改造升级。

新的母婴室配置一应俱全、功能完善，考虑到婴儿对安全、卫生

和便捷等方面的需求，还配备了尿不湿、湿巾等物品，温馨、私密和

安全的氛围受到了广大母婴旅客的好评。“这里的母婴室特别整洁和

舒适，像我一样带孩子的妈妈可以放心休息、更换尿不湿、哺乳，避

免了很多尴尬，非常贴心。”台州宝妈旅客李女士称赞道。

今后，汽车中心站将进一步加强母婴室的维护，做好保洁卫生和

消毒工作，给宝妈旅客提供更加安全、便利、贴心的候车环境，不断

提升车站整体服务水平。 （汽车中心站 毛永妃）



孔浦出租汽车服务中心圆满完成半年度服务质量考评

公运公交开展“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

汽车中心站召开“4·4”事故通报及案例分析专题会议 汽车南站开展水电控制专项培训

全员学急救 为生命护航
---车辆急救中心组织施救员参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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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进行了隐患排查整改，同时，进一步强化了驾驶员与管理

人员的责任意识，为市民的安全出行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公运公交 陈昊）

2021 年五一假期即将来临，据预测，今年五一期间国内将

迎来出行高峰，车流量、客流量激增，为切实保障城市道路的

安全、畅通，确保生产运营工作安全、稳定，为广大市民提供

更加安全舒适快捷的公交出行环境，4 月 20 日至 22 日，公运

公交经理室分批带领安管干部赴火车站、动物园、东钱湖交通

集散中心、象坎等地公交场站，开展五一节前综合安全大检查

工作。

检查组人员对驾驶员安全驾驶隐患、场站和车辆安全消防

设施配备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重点对安全机电、车载

灭火器、安全锤等仪表仪器和设施设备进行了排查。随后，检

查组与驾驶员进行了面对面的安全谈话，督导驾驶员严格做好

安全行车各项措施：一是做好危险品查堵工作；二是十字路口

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三是每日发车前要求严格进行自检

自查，严禁“病车”上路。

此次安全检查，对行车安全、消防安全、治安安全等重点

4 月 16 日，宁波市江北区交通运输管理处考核小组对孔浦

出租汽车服务中心进行半年度考核。考评通过自评汇报、台账

检查和整改提高等三个方面，对孔浦出租汽车服务中心的经营

管理、服务行为、安全排查、疫情防控、投诉举报、日常活动

等多项内容进行考核评定。

针对考核中发现的不足之处，考核小组要求服务中心落实

主体责任，抓好整改完善，切实提升孔浦出租汽车服务中心的

服务水平，同时，考核小组就服务中心下半年度重点工作作出

了相关要求。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任永明和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本次

考核。 （急救中心 夏盛）

为进一步加强车站水电日常管理，增强员工节能减排意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3月 30 日，汽车南站组织开展水电控制应急

培训，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员工水电控制能力进行专业

指导，着力提升工作技能水平。参加本次培训的人员有各部门

班组长以上人员、物业电工、信息部骨干、保安队长等。

培训会议上，车站安全分管副经理邬威权首先讲解了水电

故障引发事故的危害和防火小常识，并强调了各部门提高安全

意识、增强综合素养、提升应急处理能力的重要性。随后物业

班长张明向培训人员详细地讲解了车站的水电设施分布和控制

情况，为加深印象和提高效率，他带领培训人员实地查看水电

分布的位置，进行现场讲解，着重针对在应急情况下各个区域

总控开关、自来水顶上阀门的使用方式进行了重点讲解，确保

突发情况下能够立即采取有效处置措施，将损失减到最低限度。

此次的培训和现场学习，一方面让大家知晓水电安全使用

重要性，另一方面提升了各部门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为车站

的节能减排工作奠定了有力基础。 （汽车南站 黄天艺）

“有人晕倒了！我是红十字救护员，请这位先生拨打 120 急救电话，这位

女士就近去拿 AED！”在文教街道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现场，来自宁波市红十字

协会的老师正为学员演示如何为心搏骤停、意外受伤患者实施心肺复苏、创伤

救护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施救人员应对日常工作和突发事件时的自救互救意识和基本

急救技能，4 月 9 日上午，车辆急救中心组织施救人员参加市红十字协会举行

的应急救护培训。培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内容包括心肺复苏、自动

体外除颤器（AED）的使用和各类伤患包扎方法。在培训老师的指导下，学员

分组进行实操训练和考试，模拟遇到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时，如何采取有效的

措施进行应急救护。

“今天收获非常大，这是一项受用终生的技能。”杭州湾大桥施救员江师

傅表示，“我们在高速上施救经常会碰到各类突发事件和人员伤亡情况，提升

急救意识、普及急救技能具有重要作用，回去之后，我们会将应急救护知识和

技能宣传给更多同事，让更多人参与到应急救护的技能提升中来。”

经考核，参加此次培训的 10 名急救中心施救人员均顺利取得“红十字救护

员合格证 ”，成为红十字会专业救护员。 （急救中心 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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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宁波市治安支队公交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沈一峰一行到股份公司调研客运场站安保工作，副总经理

杨立君参加调研座谈。（仇能杰）

◆3 月 28 日，股份公司办公地址迁至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 227 号。（林驰烨）

◆4 月 16 日，股份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组长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 2021 年员工岗位等级工资

调整办法》。（乐京华）

◆4 月 20 日，股份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1280 号），核准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 1,484.2 万股新股。（付羚琳）

4 月 7 日下午，汽车中心站召开了“4·4”沈海高速事故通报及

案例分析专题会议，会议由车站经理陈炯主持，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参加。

会上，陈炯经理首先还原了“4·4”事故案例的大致经过，围绕

事故案例剖析结果，结合中心站实际情况进行了针对性工作部署。

陈炯经理讲到，车站要把“4·4”事故进行张贴、宣传，传达到

每位员工，尤其是安全管理人员，要确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吸取

事故教训，杜绝思想上麻痹大意。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三不进站、

六不出站”规定，加强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的工作职责把关，努力提

高认识，学会举一反三，进一步确保车辆、司乘人员一致。杜绝类似

安全事故的发生，做到警钟长鸣。 （汽车中心站 苏盈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