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文旅集团陈刚董事长、郑海江总经理一行莅临公司调研指导

宁东出租参加镇海区核酸筛查应急演练活动

省交通运输厅督查组莅临公司开展平安交通建设年督查尽职尽责守初心，用心服务暖人心

2021 年 12 月 8日 星期三

2021年12月8日

星期三

第9期
总第229期

通讯地址

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227号

公司网址

www.nbgy.com

电话 87190160

传真 87305004

座谈会上，王董事长首先代表公司对陈刚董事长及各位文

旅集团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他介绍了公司的基本

情况，重点就公司当前主要工作、下步发展重点、企业面临的

形势任务以及面临的困难进行了介绍。

陈刚董事长听取介绍后，对于王董事长带领下的公司领导

班子稳健抓好经营管理和企业发展表示了充分肯定。他指出，

宁波公运集团是我市一家重要的民生企业，宁波文旅集团作为

第一大股东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强资源倾斜和产业对接，支

持公运集团做精客运主业、拓展交通综合服务业，推动高质量

发展。

王董事长对宁波文旅集团领导对公司的重视、关心和支持

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此次陈刚董事长的调研为公司做好下步

工作提供了很好指导和启发，公司将结合实际，抢抓机遇，主

动应变，努力促进各项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综合办公室 林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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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2 日，宁波文旅集团董事长陈刚、总经理郑

海江莅临公司调研指导。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玉忠，党委书

记孙敏钊，副总经理杨立君、吴琰、郑海波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调研座谈。

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基层基础建设，持续提升安全生产工作

水平。

金伟强指出，加快淘汰卧铺客车和 57座及以上营运车辆、

加快清理 800 公里以上客运班线，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决策部署，以及（下接第三版）

10 月 28 日，省交通厅二级巡视员金伟强一行到集团公司

开展平安交通建设年重点攻坚阶段督查。市、区两级交通局负

责人陪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吴琰、有关处室及所属单位负责

人参加督查汇报会。

吴副总经理汇报了集团公司“两车一线”清理置换等平安

交通建设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他说，集团公司坚决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省、市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上，扎实做好基础工作，

综合研判、摸清底数、因情施策、多管齐下，坚决打好清理置

换的攻坚战。他表示，这次省厅督查组的督查，是我们加快推

进工作进度的好机会，我们一定高度重视、全力配合，认真抓

好督查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一以

贯之地根据省市工作要求和督查组意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保持定力、持续用力，做到认识再提高、力度再加大，力争打

好置换清理的攻坚战。同时，在日常工作中，将进一步完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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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筛查样本送往镇海区人民医院、镇海区

中医院等 5家医院。

在应急演练活动开始前，宁东出租公司

驾驶员们提前踩点熟悉行车路线，认真检查

车况，确保燃料充足。在演练中，驾驶员们

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投入演练

当中，最终圆满完成了转运任务，展现出了

宁东出租驾驶员过硬的应急保障技术能力

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宁东出租 胡潇滢）

11月 11 日，宁波汽车南站 3561 服

务班收到了一面写着“尽职尽责，为民

服务”的锦旗，这是旅客对 3561 服务班

成员陈月萍用心服务的表扬和感谢，也

是对车站窗口服务的认可。

事情发生在几天前，来自上海的曹

女士在汽车南站乘坐前往舟山新城的大

巴，到站后不慎将价值 1 万元多的浪琴

手表落在了车上，直到第二天才发现手

表已丢失。在心急如焚之余，曹女士联

系上了汽车南站 3561 服务班，希望能帮

忙找回手表，因为这块表不仅价值昂贵，

而且对她有重要的纪念意义。上午 6:40

分，3561 当班工作人员陈月萍在接到求

助电话后，第一时间核实信息、锁定车

辆、联系驾驶员，不到 1 小时就帮曹女

士找到了手表。曹女士收到外事驾驶员

罗师傅送来的手表后，当即便致电宁波

市长热线表扬了车站工作人员陈月萍和

外事驾驶员罗文慧急他人所急的工作作

风，事后又寄来这面锦旗和一封真挚的

感谢信。

尽职尽责守初心，用心服务暖人心，

旅客的认可和肯定是对3561服务班的一

种激励，也是 3561 服务价值的体现，南

站 3561 服务班会持续做好窗口优质服

务，用真情展现窗口文明。

（汽车南站 陈月萍 张颍）

为进一步提高镇海区大规模社区核酸

筛查检测实战能力，精准做好新冠疫情防控

工作，11月 28日，镇海区疫情防控办在澥

浦镇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社区核酸筛查应急

演练活动，宁东出租公司 10 辆出租车参加

核酸筛查样本转运队伍。

这 10 辆出租车主要任务是先行将疫情

防控应急物资从澥浦镇卫生院运送至当地

19 个核酸采样点，运送任务结束后，立刻

返回卫生院，并配合押运员把卫生院收集的

拾金不昧暖人心，积极传播正能量
2021年 11月 21 日 9 点，公运公交驾驶员吴玉兵师傅如同往常驾驶 987 路公交车行驶到

终点站宁波站南广场，例行检查车内卫生。当走到后排座位时，他看到一个棕色条纹女士包

遗落在座位上。

吴师傅马上把包带到调度室，在众人见证下打开包、寻找失主身份，但包里除了一大摞

现金外并没有失主的联系方式，只能等待失主自行联系。大约半小时后，失主匆匆来到汽车

南站调度室，急切地问询工作人员是否在公交车上捡到一个包。在详细地询问了关于失物的

信息过后，工作人员确认了她就是失主竺大姐。

第二天，竺大姐送来了锦旗专门感谢吴师傅。据竺大姐说，自己的家庭并不富裕，当她

发现包包遗失后她着急得快哭了。幸亏业务能力过硬的吴师傅及时发现遗失物，并作出正确

处置，才没有让自己损失任何财物。吴师傅告诉竺大姐，拾金不昧是每一位公交车驾驶员的

责任与义务。宁波这座城还有很多像他一样尽职尽责的驾驶员。

用心温暖他人，用爱谱写平凡，希望公运公交的点滴关爱，能为乘客带去温暖。

（公运公交 陈昊 于高彬）



市交通运输局领导莅临汽车南站检查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两类客车”正式退场 ——集团公司提前完成卧铺和 57 座以上客车淘汰工作

“一窗办理”、“交钥匙”服务
---宁波公运车辆检测有限公司“一件事”集成改革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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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浙江分公司领导一行调研走访外事旅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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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预约，在线就近择优办理车检，同时针对车辆与相关参数

或要求不完全相符但不直接影响行车安全的 32项情形，检测站

提供了“容缺办理”服务，“先通过、后整改”，就能取得合

格标志。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车主，宁波公运车辆检测有限公司在站

内配置了免费WIFI、自助售货机、按摩椅、阅览区和交通违法

自助处理等设施和服务，站内设有便民服务点，为客户免费提

供刹车灯泡更换、载客人数喷漆、灯光高低位检查和调节、轮

胎充气等服务，深受广大客户的好评。

今后，宁波公运车辆检测有限公司还将持续不断地改进和

完善，竭力为各位车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舒适的环境和最

合理的价格，全力做到让客户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综合办公室 林驰烨）

环境卫生、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氛围宣传、“一米线”引导

等重点迎检内容，了解了车站防疫消杀、人员管控、员工安全

防护等措施，详细听取了车站经理杨桂凤关于站文明城市创建

和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具体落实情况，并对车站各项工作部署

给予了充分肯定。

胡局长强调，车站作为窗口单位，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

和责任意识，在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加强文明创建

宣传氛围，在服务规范、公共设施及职业道德方面不断完善提

升，为人民群众出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以最佳形象助力我市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玉忠，副总经理杨立君、吴琰

陪同检查。 （汽车南站 李佳 陈小波）

10 月 25 日上午，市交通局局长胡海达一行莅临汽车南站

检查指导文明城市创建和疫情防控工作。

胡局长一行先后来到车站售票大厅、候车室，重点查看了

11月 2日，《宁波晚报》专题报道了宁波公运车辆检测有

限公司“一件事”集成改革工作成果，报道中检测站日益数字

化、便利化、特色化的服务，引发了市民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这服务真是太贴心了！”11 月 1 日上午，在位于环城北

路东段的宁波公运车辆检测有限公司孔浦站，市民王女士在免

费完成刹车灯泡更换后，顺利取得了年检合格证。“从交钥匙

到拿证件不到半个小时，一点也不耽误。”王女士对检测站的

服务感受满满。

宁波公运车辆检测有限公司隶属于宁波公运集团，旗下的

孔浦检测站、马径检测站，是集安全性能检测、环保性能检测、

综合性能检测三合一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主要为宁波地区

大型货车及客车、小型轿车提供年检服务。自去年 3 月份车检

“一件事”集成改革以来，检测站积极推进内部功能和整体环

境优化改造，实现了车检“交钥匙”和“一窗通办”，宁波地

区的车主可以通过“浙里办”APP 和“宁波交警”公众号进行

11 月 19 日，东方航空浙江分公司总经理黄洪光带领下属

地勤车队一行莅临外事旅游公司实地调研走访，学习交流文明

创建工作。

座谈会上，外事旅游公司经理应豪对东方航空一行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他首先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重点就新冠疫情

防控应急保障工作、现阶段旅游产业面临的困境以及公司下一

步发展重点等与黄总经理一行进行了交流。随后，支部副书记

淘汰卧铺和 57 座以上客车是今年省委、省政府“平安交通

建设年”工作重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省、市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决策部署的具体要求。我公司作为全市“两类客车”数量最

多、工作难度最大的企业，推进进度备受关注。今年以来，集

团公司领导高度重视、统筹协调、攻坚克难，积极稳妥推进淘

汰工作。日前，集团公司及所属单位应淘汰的“两类客车”已全

部退出运营，高质量提前完成淘汰退出工作。

一、统一思想、凝聚合力，强化攻坚克难意识

卧铺及 57座以上客车曾是道路客运生力军，其对应班线也

为公司历史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淘汰“两类客车”对公司来说，

在伴随阵痛的同时，对下一步客运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此，公司领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观念，深入分析

交通运输行业新形势、新任务，科学谋划、准确把握推进“两类

客车”淘汰与改革发展的关系，把这项工作作为坚决遏制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和切实提高道路旅客运输安全本质水平的重要抓

手。集团公司成立工作专班，由副总经理吴琰牵头，相关部室

及所属单位全体动员，全力以赴，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考核，

建立机制，明确分工、夯实责任，坚决打赢攻坚战。

二、综合研判、摸清底数，扎实做好基础工作

卧铺和 57座以上客车作为道路客运的历史产物，存在经办

人员几经变更、经营关系错综复杂、经营主体多样等较为复杂

的历史遗留问题，淘汰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大。

为此，在集团公司统一领导下，运输业务部及所属各单位通过

召开专题座谈、核查档案、走访调查等方式，认真排查、全面

梳理，并结合车辆车况、承租人构成及经营情况进行梳理分析，

齐心协力把摸底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在完整、准确、全面

掌握车辆和人员信息基础上，综合研判，制定“一车一策”工作

方案。

三、上下联动、加强谋划，因情施策破难点

在前期做好摸底、分析、研判的基础上，公司上下联动、

齐心协力，充分发挥工作专班优势，专班领导定期、不定期研

究推进工作情况，倒排时间表，挂图作战。对进度滞后的所属

单位，要求运输业务部落实专人指导督办，积极化解工作中的

阻力和难点。所属各单位不等不靠、不推不拖，结合实际、积

极创新工作方法。兴北、宇达公司采取多种形式，宣贯、讲解

政策要求，设身处地帮承租人分析经营形势。同时，积极帮助

承租人寻找置换车源，解决痛点难点。针对部分思想顾虑多、

抵触情绪重的“困难户”，兴北、宇达公司负责人吕晶、李昌区

加班加点，利用休息时间找承租人谈话谈心，倾听承租人相关

诉求，耐心沟通，因势利导。新国线宁波公司负责人徐龙、孙

伟华多次与北京合资方股东深入沟通，分析我省、我市政策精

神，取得北京合资方的配合支持。

四、积极担当、主动对接，争取政府管理部门支持

由于淘汰工作时间紧、要求高，没有先前做法和其他地区

成功做法借鉴，因此，在前后持续近一年的推进工作中，公司

专班领导多次主动向行业管理部门汇报工作进展及推进工作中

遇到的新情况，积极争取交通、财政等有关部门和属地政府的

指导和政策支持。同时，努力做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在行

业管理部门和基层经营户之间，起到了政策宣贯、矛盾缓冲的

作用。此外，在省交通厅督查组在甬开展平安交通建设年督查

期间，集团公司在汇报面上工作的同时，积极反映“两类客车”

和长途班线清理置换推进工作中有关政策适用、政策衔接、政

策尺度等问题，督查组吸纳建议之后，协调有关部门给予迅速

回应和大力支持，有力推动了淘汰工作。 （运输业务部 陈琳）

蔡勇黎通过 PPT向在座人员展示了外事旅游“礼宾车队”创建

情况，他重点介绍了车队的服务理念、服务宗旨以及各项服务

承诺，以及如何通过以点带面培育打造一支高素质、高品质的

专业化驾驶团队，创立“高端定位、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

服务品牌，打响具有外事特色的运输服务品牌，进而带动其他

驾驶员广泛形成积极向上、你追我赶的合力，在旅游行业中树

立标杆。

黄洪光总经理一行对外事旅游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果予以了

高度评价，他表示，希望两家企业进一步拓展资源共享，促进

互利共赢，共同开启和谋划发展新篇章。 （外事旅游 张梦娇）

（上接第一版）“平安交通建设年”活动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

也是坚决打赢遏制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攻坚战、切实提升道路旅

客运输本质安全水平的必然要求。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要处理

好政府要求与企业需求的关系，既确保完成硬任务，又兼顾企

业承受力。对于企业反映的困难和建议，督查组将提交有关部

门认真研究办理。 （运输业务部 陈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