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份公司开展江北区第 121 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

外事旅游公司、宁东出租公司全力投入抗“疫”保障运输

一封感谢信

爱心商户捐款物 情暖抗疫车队

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全国职工线上运动会邀您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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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人大选举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启动以来，股份公司高度重视、精心组织，通过标语、公示栏

等多种方式进行大力宣传，增强选民意识，激发政治热情，营

造良好选举氛围，使广大员工以主人翁的责任感，严肃、认真

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投好庄严而神圣的一票。

作为江北区第 121 选区，股份公司共有选民 1585 人、投票

点 17 个、流动票箱 3个，为确保选举工作有序顺利开展，保障

选民民主权利，公司积极联络，确保做到不漏一人。同时由于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公司要求广大选民在选举时规

范佩带口罩，保持一米距离，错峰入场投票，避免人员的过多

聚集，确保疫情防控和投票选举“两不误”。

本次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差额选举，经江北区

选举委员会确认，选举产生江北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杨立君。 （处室工会 戴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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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5 日，股份公司在五楼会议厅开展江北区第

十二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外滩街道党委书记邹刚，人大

工委主任胡方一，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蒋春芳一行莅临公司投

票点，现场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和疫情防控工作。

8415 人次。

与此同时，宁东出租应急保障车队的 159 名（下接第二版）

自 12月 5日宁波市镇海区发现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

来，我市疫情防控形势陡然严峻。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外事

旅游公司、宁东出租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紧急行动，第一

时间组织力量投入防疫运输保障工作。

12 月 6日，外事旅游公司的驾驶员们连夜整装待发，按照

防疫要求严格做好司乘人员及消杀用品配备等防护措施，兵分

多路深入疫情防控一线：一路连夜奋战，运送各大医院和社区

医护人员驰援镇海；一路驻扎在封闭路口，转运非镇海地区的

次密接者；一路集结在各大社区卫生院，运送进出镇海地区的

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另一路在镇海区内，转运各地送达镇海的

抗疫物资。面对繁重艰巨的运输任务和恶劣的天气环境，全体

驾驶员们克服困难、加班加点，全力完成运输保障任务。根据

统计，12 月 6 日至 12 月 27 日，外事旅游公司已累计投入防疫

运输保障用车 41 辆，完成转运任务 288辆次，共计转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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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阻击战以来，吴堂明、桂里达和武旭军

这样的驾驶员还有着很多，面对疫情，他们

挺身而出、不畏艰苦，驰骋在镇海和江北的

各个街道，繁忙的身影遍布大街小巷，始终

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这些有着高尚品质的

驾驶员是我们公司的骄傲，我会把这封珍贵

挂在我们公司最显眼的地方，激励我们的驾

驶员永远保持这股拼劲，同时，也十分感谢

甬江街道对我们工作的信任和肯定。”

（出租公司 胡潇滢）

12 月 27 日，宁东出租收到了来自甬江

街道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的感谢信。信里

对宁东出租吴堂明、桂里达、武旭军等三位

驾驶员直面新冠感染风险，冲锋在前、分秒

必争，积极协助甬江街道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表达了感谢。

看到这封来信后，宁东出租公司负责人

汪乐十分激动，他说：“今天收到甬江街道

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的这封感谢信，我和

这几名驾驶员都十分感动，自我市打响疫情

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计划，践行全民健身

国家战略，开展特色职工文化体育活动，打造健康文明、昂扬

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根据上级工会工作部署，近日，

公司工会积极组织各单位职工参与“中国梦·劳动美——永远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全国职工线上运动会。

广大职工可通过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由全国总工会指导开发

的“Will Go”应用参与到本次职工线上运动会。活动采用“菜

单式”的运动达标和地图闯关的形式进行，以丰富的运动类别

满足职工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主办方也会根据时事热点以及

现阶段工会重点工作拟定不同主题，增加职工线上运动会的趣

味性。

自活动开展起来，各单位踊跃参与，同时也收到了许多职

工提出的关于“如何打卡签到获得积分”、“如何将微信步数

同步到 App”、“如何可以解锁当日任务”等相关问题，公司

工会热忱做好指导、解答。

此次职工线上运动会是公司工会继年初推广的“书香溢远，

悦读阅美”读书活动后的又一项服务职工的重点活动。希望广

大职工能以本次“职工线上运动会”为契机，深化健身理念，

培育健身习惯，以强健的身体和蓬勃的精神面貌，为自身发展

积蓄能量，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公司工会 乐京华）

公运公交应望平经理在得知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

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最终同意通过公交和出租将物资送往

镇海抗疫一线。得知物资可以运送后，市场的商户们立即动员

筹集资金，选派选代表购买泡面、饼干等物资，并在第一时间

送至宁东出租车公司进行装运，将这些带着“同舟共济，共抗

疫情”标语的物资转交给一线工作者。

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出租车管理处处长丁京海和出租车

协会会长忻文儿向经营者代表表示了真挚的感谢：“感谢这群

可敬的爱心人士，心里一直有我们一线的驾驶员，你们的爱心

举动是他们坚持的动力。”

远在镇海的保障车队队员收到一箱箱物资后说到：“非常

感谢老东站五金市场给我们送来了慰问物资，有时忙得没功夫

吃饭，就靠这些干粮垫肚子，千言万语只想说一声，谢谢你们！”

在抗击疫情的时候，社会爱心人士的义举不仅是物质上的

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舞，只要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我们一

定能赢得这场战役！ （汽车东站 胡晴芳 胡潇莹）

司机们“疫”无反顾，善良的人们看在眼里。自 12 月 6 日

疫情发生以来，老东站五金市场的商户们时刻关注着疫情发展

动态，牵挂着封控地区的情况。尤其是有几个乐于公益事业的

商户，一早就开始筹划号召市场商户援助一线，但由于镇海区

尚属于封控区域，无法自行运送物资。



公运公交深入开展新冠疫情防控检查工作

岗位技能大检阅 争当服务排头兵
---汽车南站开展第二十八届站务操作运动会

宁南分公司积极开展疫情防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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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岗位守初心
---镇海记“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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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内容。窗口售票、检票上车、行包托提等竞赛场上，运动员

们个个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实操考试现场紧张而有序，员工

们锐意进取、奋勇争先，展现新时代站务员的娴熟技能和进取

精神。

一年一度的站务操作运动会旨在巩固站务人员业务技能水

平，提升服务质效。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发现自身不足，

及时补足短板，进一步提高窗口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水

平。 （汽车南站 陈小波 沈霞波）

（上接第一版）驾驶员分五批出发镇海开展核酸检测样本转运

工作。根据区域点位长的安排，驾驶员们统一着防护服、佩戴

口罩，按照医护人员的指令，到各个核酸采样点收集转运样本

箱，统一送达至定点医院，最后返回点位 24 小时待命。转运结

束后，驾驶员们驱车 20多公里，到指定的消毒点，用消毒液喷

洒、擦拭等方式对车辆座位、方向盘、门把手、车窗等重点区

域、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消杀。经过昼夜攻坚、连续作战，顺利

完成核酸样本安全转运任务。据统计，截止 12 月 28 日，宁东

出租保障车队累计出车镇海 3162 辆次，江北 849 辆次，共计

4011 辆次。

（外事旅游公司 张梦娇 宁东出租 胡潇滢）

11 月 29 日晚，宁波汽车南站第二十八届站务操作运动会

圆满落下帷幕。本届站务操作运动会注重结合实际，共有 20 名

蓄势待发的运动员们进行了应知考试。应知考试题库涵盖安全

生产、疫情防控、业务知识、法律法规和文明创建等多方面知

识，是一次服务质量提升的综合性检验。

应会考试与往年不同，以首问责任、规范操作及真实旅客

的服务体验感为考核主要依据。同时，结合当前防疫实际，将

口罩佩戴引导、礼貌用语、宣传内容等进行了升级，并纳入考

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宁波，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和工

作。12 月 7 日凌晨起，宁波市启动 I 级应急响应，镇海区实施

封闭管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外事旅游公司作为

政府应急运输保障车队，闻令而动，快速响应投入到抗疫转运

一线。

郁科峰师傅是执行镇海抗疫任务的其中一员。12 月 14 日

晚上，从小被外婆养大的他接到舅舅电话，说老外婆弥留之际

一直呼唤他的名字，想在临终前再见上最后一面，但是，由于

疫情管控的原因，郁师傅不能离开镇海，他泪流满面地在心里

祈祷，希望外婆能够挺过这一关，结束转运任务后，好好陪伴

老外婆。但是，痛心的消息于次日凌晨传来，当他得知老外婆

仙逝之时，他长跪于地，捶胸顿足，泣不成声。深深的自责和

愧疚让他无力自拔，但当再次接到运转命令后，又马上收拾起

所有的哀思和悲痛，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疫转运工作中。

冯均江是礼宾车队成员之一，这次抗疫他身兼三职，既是

驾驶员，又是管理者，兼现场调度，扛起大旗，带领 6 个班长

开展转运工作。当镇海疫情开始封控的时候，他刚从嘉兴运转

隔离人员回宁波，当得知公司马上要组队去镇海时，他坚定地

说道：“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儿。”跟家里打了招呼后立马

日前，我市及周边地区陆续出现多起本土确诊病例，疫情

防控形势陡然严峻。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公运公交公司扎实

开展疫情防控检查工作，积极发动广大干部职工投身疫情防控

活动当中，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确保安全顺利乘坐公交出行。

近日，公司应望平经理带队分两组对公司所属野生动物园

南门、八工区、仙坪苑、东钱湖交通集散中心、前河南路、宜

家等公交场站的疫情防控情况进行实地督查。在东钱湖交通集

散中公交场站，应望平经理详细询问了驾驶员日常隐情防控开

展情况，并对公交车辆卫生消毒、疫情防护提示贴、员工体温

检测登记、佩戴口罩规范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嘱咐驾驶员及调

度员务必要对疫情防控提高思想认识，在当前特殊时期要做好

个人防护，更要把好疫情防控关，让公交成为宁波疫情防控的

一道铜墙铁壁。并在现场向大家提了五点要求：一是做好车辆

消毒通风工作，加强车窗开关消毒频次，每次通风时间 10分钟

以上；二是做好体温检测，驾驶员、调度员每日要测量体温做

好登记；三是行车期间驾驶员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四是加强健

康码核验，要督促乘客规范佩戴口罩乘车；五是及时接种新冠

疫苗。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常态化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松懈，

公运公交将把疫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抓牢，筑牢公交疫情

防控大防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公运公交 陈昊）

投身疫情一线，以行动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他与 6 名班长

有条不紊地管理着驾驶员队伍，冲锋在前、分秒必争，为遏制

疫情蔓延、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全力奋战，用最好的言行标榜

礼宾车队和外事旅游公司的社会形象。

疫情发生后，防控严格，工作量大，而驾驶员师傅们通常

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主心骨，对妻子的不舍，对父母和

孩子的担心，都阻止不了他们抗疫的脚步。运转工作总是没有

时间限定，当他们接到出车任务时，必须第一时间穿戴好防护

装备，根据指令把隔离人员转送到隔离点，回到镇海通常都在

凌晨两三点以后，有的驾驶员甚至连续奋战十个小时都没吃上

一口饭、喝上一口水，经常泡一碗方便面充饥，然后直接躺下

就睡。有的社区因缺少防疫人手，驾驶员们还要挨个电话通知

隔离人员转运，一天下来话费都要好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期间

还可能要忍受个别隔离人员的刁难与谩骂。

外事旅游公司的驾驶员们坚守抗疫岗位，是夜幕下的最美

转运者，整整 12 天坚守和奋战，至 12 月 19日下午 3时，除了

蛟川街道封闭区和管控区以外，镇海顺利解封，疫情阴霾已经

扫去。但是，我们的驾驶员们会继续做好战斗准备，直到夺取

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 （外事旅游 董一鸿）

临江小区和宁波阿尔卑斯电子公司的人员，暂时按照“14+7”

进行健康管理；对 11 月 22 日以后来自镇海区人员，暂时按照

“2+14”进行健康管理。

三、抓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管好大门、守

好小门”来访人员必须落实“戴口罩、测温、查验双码（健康

码和行程码）、身份与健康信息登记”的健康把关流程；做好

员工及来访人员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异常症状报告和风险区域

行程的动态监测；引导员工避免非必要的出市、不前往本地疫

情封控和管控区域，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设区市，不前往

已有本土阳性病例报告的地区，必须出行的，做好各级报备工

作，同时加强个人防护，做好行程记录。（宁南分公司 金龙波）

12月 6 号，镇海区报告 3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为响应

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按照国家、省、市统

一部署，切实筑牢公司疫情防控防线，最大程度降低疫情传播

和扩散风险，宁南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疫情进行防控。

一、全面排查，对员工半个月的活动轨迹进行详细排查，

排查有无居住镇海区的人员名单和 11 月 22 日起有出入镇海区

域的人员名单，并及时报告属地管理部门和公司新型冠状肺炎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从源头上遏制疫情传播。

二、严格落实一级响应的各项要求落实疫情期间请假报备

制度，坚持重点部位人员非必要不出市，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

延。对排查出如有 11月 22 日以后来自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