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公运集团被授予“中国红十字会奉献奖章”

股份公司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宁东出租第三批应急保障车队启程

宁波市出租车“爱心帮车队”正式成立
---宁东出租公司成为车队骨干力量

五一假日运输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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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底，中国红十字会发文（中红字[2020]51号）表彰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公司因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勇于担当、快速行动，用实际行动奉献爱心，践行

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生动

诠释了守望相助的人道主义情怀，被授予“中国红十字会奉献

奖章”。

5 月 10日下午，江北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陆稚波专程前来

公司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授发“中国红十字会奉献奖章”，公司

董事长赖兴祥代表公司接受奖章与证书，总经理王玉忠、党委

书记孙敏钊参加。

（综合办公室 林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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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下午，股份公司在五楼会议室召开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7 人。会议由

董事长赖兴祥先生主持。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本次大会的议案，并表决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和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0 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 年度预算

报告、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及因公司地址变更修改公

司章程等共 9 个议案。 （证券法务部 付羚琳）

2021 年五一假期，随着国内疫情防势持续向好，出行政策

逐步放宽，市民出行需求进一步释放，道路运输迎来了久违的

客流高峰。今年五一运输客流主要以探亲访友、中短途旅游和

学生客流为主，呈现出“客流高峰明显，部分线路、部分时段

高峰突出、短途输运压力大、持续时间较短”等特点，假期前

两日客流较旺，中后期客流相对平稳。

据统计，假日期间（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公司客运站

共计发送旅客 14.08 万人次，为去年同期的 219.9%，2019 年同

期的 79.5%；完成旅客周转量 0.2 亿人公里，为去年同期的

240.3%，2019 年同期的 78.1%；客流高峰日出现在 4月 30 日、

5 月 1 日，其中 4 月 30 日发送旅客 3.46 万人次为去年同期的

278.8%，2019 年同期的 94.9%；5月 1日发送旅客 3.55 万人次，

为去年同期的 201%，2019 年同期的 78.1%；日均投放车辆 484

辆次，累计发送班次 4797 班次，其中累计加班 924 班，加班发

送旅客 41067 人次，加班主要方向为大市内的象山地区，省内

的舟山、临海、金华、衢州和杭嘉湖地区以及省外的上海、苏

州地区。

由于出行人数较多，高峰期间甬台温杭州（下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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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上午，宁东出租公司在清水桥参加了由宁波市交

通运输局、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市出租车协会联合举办的

学党史为民办实事“心行动”暨爱心帮车队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10 支“心”行动队伍依次排列，包括 10 名宁

东出租驾驶员在内的 50名出租车驾驶员代表，身穿白衬衣，披

挂红色绶带，精神抖擞，整齐划一，代表“爱心帮车队”接受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海达授予队旗。

作为我市“打造人民满意交通”重要组成部分，爱心帮车

队由全市出租汽车企业品牌车队和优秀驾驶员组成，车队秉持

“敬老助老，为老年人出行提供贴心服务”的理念，通过 95128

出租电召平台，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便

利化的出行服务。车队成立初期，约有成员车辆 250 辆，其中

宁东出租公司约占 20%。

在车队启动现场，爱心帮车队驾驶员向广大出租车驾驶员

发出倡仪：希望更多的驾驶员加入爱心帮的行列，共同践行大

爱情怀，帮助老年人迈过“数字鸿沟”，让我们共同努力，让

所有老年人出行更加美好！

（出租公司 胡潇滢）

在党的百年诞辰到来之际，5 月 8 日，宁波汽车东站党总

支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由党支部书记应望平带队，参观一江山

岛登陆战纪念馆，重温一江山岛解放历史，切身感受先辈们革

命精神。

在导游的引导解说下，纪念馆里详实的图片、文字资料、

烈士遗物及参战老兵捐赠的物品承载着的鲜活精神栩栩如生映

入眼帘，革命先的不畏艰险、志勇坚定、团结奋斗，只为胜利

的“一江山精神”给党员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枚枚军功章承

载的不仅是当年烈士们的丰功伟绩，更体现了现今美好生活的

来之不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写：“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

历史英雄”，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该牢记前人的

付出，牢记自己的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汽车东站 胡晴芳）

5 月 24 日下午，宁波公运宁东出租第三批次应急保障车队

四位师傅在宁东出租公司拉起横幅合影留念。

自从去年发生新冠疫情以来，宁东出租应急保障车队不畏

艰辛、豪不松懈，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旺盛的干劲，

坚决完成好疫情防治应急保障各项任务，全力以赴确保每一趟

护送行程顺利、平安，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此次新增

四辆应急保障车辆由卫健局统筹调配，计划驻点在各社区服务

中心，负责发热患者转运和日常检验标本运送任务，执勤时间

早间 07:30 至夜间 22:00。 （出租公司 胡潇滢）



外事旅游公司积极筹备“中东欧”博览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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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技工学校“技能活动周”暨“技能之星”争霸赛圆满落幕

股份公司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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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 高效处突
杭州湾大桥排障中心组织开展“示警桩操作演练”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杭州湾大

桥交通事故应急处置和日常养护工

作，5 月 10 日，车辆急救中心杭州

湾大桥排障中心组织开展了“示警

桩操作演练”。

演练过程中，排障中心员工各司

其职，有条不紊，配合默契，充分体

现了紧迫感、危机感和严肃性，同时

也进一步提高了安全防护意识、应急

处置能力和施救技能水平。

高速交警五大队水心胜副大队

长对本次演练进行了总结，他要求杭州湾大桥排障中心要进一步强化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应急救援

协调联动能力的教育培养，切实提高应急指挥能力、团队实战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

（急救中心 马丽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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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下午，在宁波市影视产业协会牵头下，宁波交通

高级技工学校、宁波纤手人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学校 3 号楼

会议室，举行了传媒艺术专业产教融合研讨会暨校企合作签约

仪式。

此次研讨会旨在发挥学校服务社会功能，拓展教学实践和

就业创业的渠道，让企业参与课程改革、招生、教学、实习和

考核等教学全过程，达到学校教学与企业实践深度融合，共同

培养素质高、技能强、品德优具有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技能

人才，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人才保障。

基于彼此充分了解，着眼于长期利益，学校与宁波市影视

产业协会、宁波纤手人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技工学校 沈波 徐永峰）

与此同时，外事旅游公司安机部与车队采用了排查与复查

相结合的方式，对展会用车的安全机务、车容车貌开展了全面

整治。重点针对车辆外观锈渍清理，窗帘清洗，物件整理以及

安全带、安全锤和挂钩等设施抓好全面排查和保养维护，做实

做细每个细节，竭力为参展人员提供安全、整洁、舒适的乘车

环境。

迎的是八方客，益的是天下利。中东欧博览会是对外展示

宁波“六连冠”全国文明城市良好形象重要窗口，外事旅游公司

将根据窗口行业“三优一满意”活动要求，加强驾驶员教育和

培训，抓好文明用语、仪容仪表、工作纪律、服务细节，安全

服务、文明服务，全面展示外事旅游良好形象，助力打造宁波

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新品牌。为中东欧博览会的顺利召开，全力

以赴，和衷共济，做好最后冲刺。 （外事旅游：张梦娇）

6月 8 日至 11 日，宁波市将迎来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

博览会，这场国家级盛会，赋予宁波“办好博览会 建好示范区”

的重要使命。外事旅游公司作为展会运输服务保障单位，日前

正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力做好各项筹备工作，为博览会

顺利举办助力添彩。

为确保博览会各项保障任务圆满完成，外事旅游公司根据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总体要求，落细落小落实防控

措施，筑牢防范境外疫情输入的严密防线。公司分批有序安排

服务中东欧运输保障的一线驾驶员等重点人员接种“单剂”新冠

疫苗，并积极联系卫生部门，组织已接种第一剂疫苗人员按期

接种第二针疫苗，对于拟入驻展会人员，公司统一服从会务组

安排，实行严格管理，减少外出活动，最大限度降低疫情相关

风险隐患。

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苦练技能本领，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我国将每年 5 月第二周定为全国“职业教育

活动周”。为此，宁波交通高级技工学校于日前举办了“技能

活动周”暨“技能之星”争霸赛，旨在营造浓厚的技能学习氛

围，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知识爆炸的经济时代，科技发展和社会

竞争日益激烈，谁拥有真才实学、掌握过硬本领，谁才能在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胜出。宁波交通高级技工学校以本次

大赛为契机，致力于提升教职工和学生的技能竞争力，着力为

学生的未来添砖加瓦。 （技工学校 沈波 胡琼）

5 月 20日晚，江北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方一、人大常委会

外滩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蒋春芳一行以代表身份，莅临股份

公司开展“代表夜聊”活动，倾听公司经营发展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杨立君参加接待。座谈会上，杨副总

主要围绕政策扶持、办公环境、安全隐患等难点问题，发表了

意见、建议和想法。胡委员针对公司所关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

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他表示，相关部门会积极做好

协调沟通工作，努力帮助公司解决实际困难。

杨副总对区政府、外滩街道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了

感谢，他表示，宁波公运将继续履行好社会责任，更好地服务

江北区经济社会发展。 （公司工会 乐京华）

（上接第一版）湾环线、

甬、金、杭州湾大桥、舟

山跨海大桥和象山港大桥

等主要高速路段均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拥堵，部分班

车晚点情况严重。公司和

相关客运单位根据客流实

时特点，周密部署，提前

做好充足准备，科学安排

机动运力，合理调配车辆，

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

同努力下，2021 年“五一”

假日旅客运输任务得以圆

满完成。

（运输业务部 章静艳）

（安全机务部 仇能杰）为提高公司员工安全防范意识，增强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的识别和应对能力，5 月 18日下午，股份公司处室支部、工会

举办了一期以“反电信网络诈骗”为主题的培训会，特邀请江

北区外滩派出所副所长苏延峰，来给公司员工开展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培训。

在培训会上，苏副所长围绕目前电信网络诈骗案发趋势、

常见类型、防范举措作了详尽的讲解，其中重点介绍了“刷单”

“贷款”“杀猪盘”“冒充公检法”等多种常见电信网络诈骗

形式，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解析。最后，苏副

所长总结了一句防骗口诀：网上诈骗满天飞，提高防范是关键，

任你骗术怎么变，我不转钱应万变。

通过此次培训，参加培训人员对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诈骗防范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