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份公司召开 2021 年半年度工作会议

市总工会领导考评指导沈霞波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

宁波工程学院邵千钧校长一行来公司考察调研并看望校友
汽车南站母婴室再升级，“家”般温暖服务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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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讲话精神，就做好全国文明城市迎检工作作了部署。

会议最后，董事长、总经理王玉忠作总结讲话。他首先肯

定了各单位、各部门上半年工作取得的成绩，随后他深入分析

了公司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他要求全体干部对此必须保

持清醒认识、必须增强使命担当。他就做好下步工作提出了要

求：一是抓好客运主业经营，要适应形势、因线施策，调整优

化客运班线，大力发展旅游客运和通勤保障运输业务，不断提

高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能力；二是做好交通综合服务业开发，

加快推进车辆检测、连锁酒店、充电桩业务等重点项目建设，

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三是狠抓安全综治，要强

化风险防控，排查安全隐患，增强处置能力，确保安全综治形

势平稳有序；四是加强企业管理，要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

优化队伍结构，提升能力水平，要继续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要求，

完善企业制度、规范企业运行。

股份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所属各单位、各部门中层正职管

理人员、各控（参）股子公司正职委派人员参加本次会议。

（综合办公室 林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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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9日、30 日，股份公司在三楼会议室召开 2021

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副总经理杨立君主持会议。

会上，副总经理吴琰首先介绍了上半年客运生产经营情况，

并就抓好下半年客运生产提出了要求。随后，所属各单位、各

部门负责人就所在单位和部门上半年主要工作和下半年工作安

排进行汇报交流。党委书记孙敏钊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七

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玉忠对邵校长一行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并就宁波工程学院校友会交通分会的工作开展情况，

以及集团公司历史和发展现状等情况作了介绍。他指出，宁波

工程学院与我公司及我公司所属的宁波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有着

深厚的历史渊源，长期以来，宁波工程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源源

不断地加入公运集团、扎根公运集团，为公运集团建功立业，

在公运集团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公运集团正处于转

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宁波工程学院能与公司一道，加强产

学研合作，在人才培养、技术支持等方面助力我公司高质量发

展。

邵千钧校长充分肯定了校友会交通分会的工作，并向各位

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各位校友对母校的关心（下接第二版）

8 月 10日上午，宁波工程学院校长邵千钧一行来公司考察

调研。党委委员、副校长徐可明，党（校）办主任王葛锋、校

友办主任朱锡明陪同。

NINGBO GONGYUN NEWS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致 新

致 诚

致 远

8 月 6 日下午，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长周南斌一行

在市交通运输工会领导的陪同下，携劳模工匠专家组成员莅临

汽车南站，对“沈霞波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创建情况进行现场

考评指导。

考评组在车站经理杨桂凤的陪同下，对劳模创新工作室的

阵地建设和创建台账进行了审阅，并对照考评标准对工作室的

建设情况进行了评分。在评审会上，工作室负责人沈霞波通过

电脑演示，就工作室的制度建设、组织体系、培训制度、创新

项目和成果转化等创建情况作了汇报，专家组成员对劳模创新

工作室在品牌建设、创新成果和公益项目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高度评价。

最后，周南斌部长提出，劳模创新工作室在充分发挥示范

带头作用，激发广大职工劳动热情和创新创造活力，促进职工

技能提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工会工作的一项

重点工作。沈霞波劳模工作室要不断强化“以师带徒”模式，

着力培养技能型、创新型人才，要突出 3561服务班“三帮、五

点、六不、一心”的服务工作亮点，注重工作成果的积累与转

化，扎实推进工作室创建，力争让创新工作室结合品牌特色再

攀新高。 （汽车南站 沈霞波）

从心做起，予您温暖
8月 6 日下午，3561 服务台的电话响起，正在值班的梁碧瑶接起电话：“您好，这里是

宁波汽车南站，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我刚刚下火车打算乘大巴车去象山，但是

脚摔伤了不方便，了解到你们车站有预约接站服务，请问可以来接我吗？”“好的，您稍等

一会儿，我们马上过来接您。”小梁询问旅客的穿着特征和位置后，便推着轮椅赶赴火车站。

在密集的人群中，小梁发现一位手执拐杖、脚扎绷带的阿姨靠坐在广告牌一旁，“阿姨

您好，我是 3561 服务班小梁，刚才是您打的电话吗？”小梁上前询问，这位旅客见状连连

点头，回答道：“是的是的，姑娘，麻烦你了！”

经交谈，小梁得知，这位陈阿姨来自象山县，在出外途中不小心脚部骨折，因家人出海

捕鱼无人接送，只能独自踏上回家旅途，由于行动缓慢，陈阿姨订的 13：10 班车已经过了

发车时间，于是，小梁向值班长说明情况，并为她办理了免费改签手续。姑娘的热情感染了

陈阿姨：“小姑娘，今天非常感谢你，你们的服务认真细致，是实实在在为旅客做事。”

用心温暖他人，用爱谱写平凡。希望我们 3561 服务班的点滴行动，能够为返乡的旅客

带去一丝丝的温暖。 （汽车南站 泮东波）

随着三胎政策放开，汽车南站候车室内

带娃出行的宝妈日益增多，母婴设施需求量

不断增长，为充分满足宝妈们的需求，近期

汽车南站对母婴室进行了再度的升级，全力

打造“家”般的温暖。

走进母婴室，充满童趣的墙贴现映入眼

帘，崭新的婴儿床、柔软的沙发、安全舒适

的儿童餐椅无不体现出温馨与关爱；新增的

电热水龙头、温奶器、衣帽架为宝妈提供了

贴心与便捷。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孕妈坐在

沙发上，与孩子们玩耍，脸上洋溢着笑容。

“因为怀着宝宝又带着两个孩子，出行

很不方便，好在汽车南站有这样设施齐全的

母婴室，孩子们有书看、有玩具玩，喂奶和

换尿片都不用担心。”“三胎”妈妈吴女士

如是说。

窗口服务是体现宁波市文明和形象的

重要阵地。汽车南站着力于做优服务，提升

质效，在公共设施、职业道德、服务规范等

方面持续不断进步，以最优的服务、最佳的

形象，助力我市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汽车南站 李佳 陈小波）



市总工会领导莅临汽车南站开展高温慰问

股份公司开展现场安全督查及夏日高温慰问活动 中药抗疫，情暖人心
---宁南分公司免费发放中药茶饮，为防疫再添保障，

“烟花”虽冷，情暖人心

海曙区交通局领导莅临外事旅游公司检查防疫工作

8 月 17 日，海曙区交通运输局

副局长钟宏朝、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副主任戴锋一行莅临外事旅游公司，

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钟副局长一行详细听取了公司

疫情防控、员工日常健康监测、疫苗

接种、应急措施及物资保障等方面的

汇报，肯定了各项工作的成效，并就

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持续

加强疫情防控制度建设，落实车辆消

毒及一线驾驶员个人防护措施；二要结合理论和实践，深入学习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提升从

业人员疫情防控操作能力；三要时刻把好安全生产关，强化安全责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

抓细抓实行业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切实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外事旅游 张梦娇）

公司被评为“安全隐患随手拍合理化建议”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出租公司开展防疫检查和送清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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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添保障。

宁南分公司熬制的预防肺炎中药茶配方，是根据中医药专

家研究制定的新冠疫情防控中药预防方，可有效提高人体免疫

力，达到预防新冠病毒入侵的目的。8 月 16日早上，公司经理

室、工会早早做好了准备，精心熬制了“大锅”茶饮进行装灌，

把一瓶瓶热腾腾的中药茶饮分别送到公司办公室、车队调度室、

修理车间，让科室办公人员、一线驾驶员、修理工们免费饮用。

同一时间，副经理孙伟华、冯力飞，赶赴汽车南站，为诸

暨、杭州湾、海盐、嘉兴等班车的一线驾驶员亲自奉上一杯杯

暖心的中药茶，并叮嘱他们在安全完成运输任务的同时，千万

注意疫情防控，严格落实防护措施，做好自我防护，要对自己

负责、对社会负责。

公司提供中药茶饮，员工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这是

宁南公司对员工们的关爱，中药茶饮既为大家提供了健康保障，

也为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 （宁南分公司 任慈栋）

温暖，汽车南站所有员工将以实际行动坚守岗位，以饱满热情

全力做好防疫和暑运各项工作。

股份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孙敏钊陪同慰问。

（汽车南站 李佳 陈小波）

8 月 3 日下午，市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谢玉泉一行在

市交通运输工会主席卢玉春的陪同下，莅临汽车南站开展高温

慰问。

谢副主席一行先后视察了售票大厅、候车大厅、3561 旅客

服务中心等区域，深入了解了车站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相关

工作情况，并对车站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随后，谢副主席

代表市总工会为坚守在酷暑下辛勤工作的一线职工送上了高温

慰问品。他表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车站一线工作人员接触

人多，感染风险更大，他叮嘱大家要不断增强防疫意识，克服

高温困难，持续抓好各项防控举措，确保暑运安全有序。

谢副主席一行的慰问，鼓舞了大家的工作士气，大家纷纷

表示，感谢工会组织的关怀，让我们感受到来自“娘家人”的

近期，国内局部地区疫情出现了反弹，疫情防控压力持续

增大，为贯彻落实股份公司防疫工作要求，自 8月 16日起宁南

分公司开始熬制并向员工们免费提供防疫中医药茶饮，为防疫

8 月 5 号，车辆急救公司收到了一封来自宁波

市交通运输局的感谢信。信中，市交通运输局热忱

赞扬了车辆急救中心的施救员们在台风“烟花”的

狂风暴雨中依旧不舍昼夜，坚守岗位，持续奋战，

履职尽责，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及时帮

助受困群众排忧解难，对车辆急救公司的责任担当

和心系群众安危、热心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给予了

高度评价。 （急救中心 夏盛）

根据市安康杯安全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职工安全隐患随手拍

合理化建议活动的通知精神，公司工会结合企业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管理工

作实际，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安全隐患随手拍合理化建议活动。各单位精心

组织，职工踊跃参与，营造了隐患排查治理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活动共收到合理化建议 100 条，经公司安全机务部和工会联合评审，择

优上报交通工会 9 条。其中，宁南公司金龙波、汽车东站应中平、汽车中心

站朱祖恩三位职工的合理化建议获评宁波市交通运输系统优秀安全隐患随手

拍合理化建议，股份公司获评优秀组织单位。

公司工会希望各单位通过此次活动，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基础，大力营造“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良好

氛围。 （公司工会 乐京华）

为进一步做好夏季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工作，保障一线

员工健康权益，8月 3 日、4 日，连续两天，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杨立君带队安全机务部全员深入生产作业一线，开展现场安全

督查和夏日高温慰问活动。

杨副总一行先后来到汽车中心站、汽车南站发车点和南站

公交发车点，对车辆的安全设备、车辆机务状况以及人员证件

有效性，疫情防控及驾驶员现场应急门窗开关逃生实操进行了

督查。督查过程中，杨副总与现场驾驶员亲切交流，细心了解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结合近期相关案列，叮嘱驾驶员们要

劳逸结合，严防疲劳驾驶，加强应急实操演练，提升应急处置

能力。杨副总强调，当前，外部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各地安全

生产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务必遵规守法，杜绝违法违规，确保

行车安全。

随后，杨副总代表股份公司为坚守在夏日酷暑辛勤工作的

一线驾驶员、维修人员送上高温慰问品，叮嘱大家要时刻守住

安全生产底线，规范操作，抓好疫情防控，同时鼓励大家克服

高温困难，确保自身安全。集团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慰问，极大

鼓舞了一线人员的工作热情，提振了工作士气，大家表示一定

遵守公司的制度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各项举措，全力确保

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此次督查和慰问活动进一步落实了高温天劳动保护和防暑

降温，有效预防和控制因高温天气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切实

保障了一线驾驶人员和维修人员身心健康与安全，全公司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安全机务部 仇能杰）

为切实保障出租车驾驶员的生命

安全和人身健康，8 月 10日，出租公司

在火车南站和机场开展防疫工作检查

和送清凉活动，为驾驶员送上口罩、矿

泉水、雪碧、可乐等防疫降温用品。

活动之中，出租公司副经理汪乐向

驾驶员们了解疫苗接种情况，认真嘱咐

未接种人员尽快接受疫苗接种，同时，还嘱咐驾驶员门在运营过程中务必全程

规范佩戴口罩，做好车辆每日消毒，而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

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降温和自我防护。 （出租公司 胡潇滢）

（上接第一版）与支持表示感谢。

他表示，宁波公运是一家有着近 70

年历史的交通龙头企业，一直以来

坚持优质服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创造了不凡的发展成绩，为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了交通力量。他指

出，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广大校友的

关心和支持，交通校友分会要进一

步挖掘和整合各历史时期的校友资

源，拓展资源共享。希望广大校友

继续关注母校的发展，为母校、为

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股份公司领导孙敏钊、吴琰、

郑海波参加座谈交流。

（技工学校 沈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