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份公司召开 2022 年度工作暨春运动员会议

股份公司开展春运安全竞赛活动

旅游集散中心金牌导游投身抗疫志愿服务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领导莅临宁东出租看望慰问抗疫一线工作者

勇于担当，无私奉献
——宁波外事旅游 50名驾驶员从镇海转战北仑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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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公司 2021 年各项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对 2022 年工作

作出部署、安排。

会上，副总经理杨立君代表公司与所属单位负责人签订

2022 年安全生产、治安综治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表彰了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安全生产月优胜单位、安全

行车三百万公里驾驶员。

副总经理吴琰作 2022 年春节旅客运输工作动员报告。党委

书记孙敏钊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宣讲贯彻，并部

署了 2022年党建工作。

股份公司领导，所属各单位、各部门正职管理人员，控参

股子公司正职委派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副总经理杨立

君主持。

（综合办公室 林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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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2 日上午，股份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工作暨

春运动员会议。会上，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玉忠作了行政工作

16 日(1月 16 日前为非定量考核期)，为组织宣教发动筹备阶段；

第二阶段自 1 月 17 日至 2 月 19 日，为组织实施阶段；第三阶

段自 2 月 20 日至 2 月 25 日，为总结评比阶段。活动结束后，

经股份公司活动领导小组将对各参赛单位考评，对成绩较好的

单位进行奖励。 （安全机务部 仇能杰）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做好 2022 年元旦春节期

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和 14 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全力做好 2022

年春运工作的意见》精神，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要求，统筹做好春运安全生产和疫情

防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有序出行，为公司新一年度安全

与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1 月 17 日至 2 月 25 日

股份公司在所属各客运单位组织开展了 2022 年春运安全竞赛

活动。

竞赛活动以全面保障行车安全和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为目

标，以营造活动氛围、强化活动管理、丰富活动内容为抓手，

通过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压实各级安全生产和疫

情防控责任，精心落实行车安全基础保障和春运防疫准备、细

化完善风险事件的应急处置防范，确保春运期间，各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得到有效遏制，杜绝行车重大事故和疫情防控责

任事件发生。

竞赛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 1 月 12日至 1 月

NINGBO GONGYUN NEWS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忙到下午换班。母亲怕她吃不消，她却打趣

安慰道：“年轻人有的就是精力，要的就是

干劲”。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旅游业虽然

受到了巨大冲击，但集散中心在业务上求变

创新，慢慢走出了自己的路子。面对反复的

疫情和更多未知的挑战，集散中心和集散人

将树牢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意识，不怕艰险

迎难而上，为企业和社会发展努力贡献自身

的力量。 （集散中心 马鸿力）

2022 年的第一天，北仑突发疫情并启动

一级响应，在北仑家中享受难得假期的旅游

集散中心的“金牌”导游虞晨帆第一时间

报名穿上了“志愿红马甲”，投身到保税区

抗疫志愿服务工作中。

虞晨帆的主要任务是为核酸检测站点

提供服务和保障，得益于在集散工作的经历

经验，虞晨帆充分发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一遍遍耐心地帮助

居民完成亮码，进行解答疑惑，从清晨一直

2021 年 12 月 31 日，41 位抗疫驾驶员在镇海历经 24 个昼

夜，用忠诚书写着担当，用拼搏交出答卷，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与家人团聚。但仅隔一日，疫情再度来袭。2022 年 1月 1 日，

北仑区出现 1 例新冠病例，下午 16 时 30 分起，启动 I 级应急

响应，全区实施封闭管理，甬城的宁静又被打破。

外事旅游公司接到上级指示后，迅速组建 50 名驾驶员转战

北仑抗疫，精心挑选曾在镇海有抗疫经验的驾驶员以最快速度

和最严措施、最硬担当驰援北仑。50 名驾驶员接到运输任务后

没有一丝犹豫，立即收拾行囊，与家人告别。他们以防护服为

盔甲，星夜兼程运送医护人员、交通干警抵达北仑，又通宵达

旦转运隔离人员到各大酒店，10 多个小时四处奔波，直到次日

凌晨 4 点半才结束转运任务，期间没吃上一口饭，也没喝上一

口水。由于疫情来得突然，管理部门当晚只能临时把驾驶员们

集中安置在北仑体艺中心，热水、食物、被子等后勤保障物资

尚未到位。没有食物，大家将方便面面饼掰开一起分享；没有

被子，大家聚在车内抱团取暖，在场馆席地而睡，面对高强度

的工作节奏和艰苦的休息环境，师傅们毫无怨言，默默坚守。

截至目前，北仑区已基本完成社区“清零”，这份成果中

凝聚着外事旅游公司 50 名驾驶员的艰辛努力，向这群可敬可爱

的师傅们致敬！ （外事旅游公司 董一鸿）

和鼓舞更多交通人立足岗位作出更大贡献。

李毅代表市交通局为宁东出租公司送上了感谢信，并亲切

慰问驾驶员代表，为大家送上慰问品。领导的关心和慰问让驾

驶员代表们倍感温馨，车队队长汪旭波、女驾驶员代表汤水蓉

对领导表示了感谢，并分别讲述了抗疫一线亲身经历。

宁波公运集团副总经理杨立君表示，自此次疫情发生以来，

包括宁东出租公司在内的宁波公运集团及所属各单位贯彻落实

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指挥部署，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积

极开展应急保障和人员转运任务，全力抓好一线工作者的后勤

服务，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尽了绵薄之力。未来，公运集团将一

如既往，从严从紧、从实从细，全力以赴完成市里交办的抗疫

任务，确保取得这场战“疫”的最终胜利。（宁东出租 胡潇滢）

12 月 30 日，市交通运输局一级调研员李毅，综合运输处

和公路运输管理中心负责人一行莅临宁东出租公司，看望慰问

抗疫一线工作者。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杨立君、宁东出租公司经

理应望平、副经理汪乐及抗疫一线工作者代表参加慰问座谈。

座谈会上，李毅观看了宁东保障车队在抗疫前线的工作视

频，了解了各项工作开展情况。他对疫情发生以来宁东出租迅

速响应，全力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在

抗疫艰难紧急时刻，宁东保障车队的驾驶员们不畏艰险、主动

担责，这种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市委

市政府领导高度赞赏交通行业为抗击疫情作出的贡献，特别对

宁东出租驾驶员们展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表示崇高敬意与衷心

感谢，希望车队进一步弘扬抗疫精神，传递正能量，不断激励



年味渐浓，春运便民利民举措让旅客温暖出行 一丝不苟，倾情服务
公司所属各单位全力做好春运服务保障工作

市春运办主任、市交通局副局长卢照辉莅临汽车南站检查春运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汪东杰莅临汽车南站、外事旅游公司开展春运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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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指导。

每到一处，陈经理都仔细地查看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消防

器材配备、疏散通道和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各类电器设备是否

正常运行，对于进站营运班车，查证营运证件是否齐全，消防

器材和安全锤等设施是否正常配置和使用。汽车中心站将严格

落实股份公司春运工作精神要求，增强预防和处理事件应变能

力，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卫和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群

众有序出行和平安过节。 （汽车中心站 苏盈盈）

宁南分公司春运首日开展现场检查

春运首日，宁南分公司经理徐龙、副经理孙伟华到汽车南

站、中心站一线开展春运检查。

徐经理检查了车辆配备的车载灭火器、安全锤和逃生通道

等安全设施设备及防疫物品，确保所有安全设施设备的完整性

和有效性。他结合各地疫情的严峻现状及春运特点和前段时间

寒潮天气的气候特点，对驾驶员进行了现场面对面教育，敦促

驾驶员要严格做好车辆的日常消杀及通风工作，在驾驶过程中

全程佩戴口罩，及时提醒旅客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疫和应急

处置；要遵守“五不二确保”、“84220”等规定，注意道路上

车流特点及特殊气候的行车规范，严格控制车速，遵守各项交

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 （宁南分公司 金龙波）

宇达兴北公司多措并举抓好防疫与运输保障工作

2022 年春运防疫要求高，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春运一大

考验，根据各级政府和股份公司工作要求，宇达兴北公司采取

多项措施，切实抓好春运防疫防控和安全工作。

春运期间，公司安管人员把大多数的时间与精力深入到了

生产基层，结合疫情防控的要求，立足现场，坚守岗位，克服

困难，灵活机动，同时兼顾场站运营秩序，把安全教育、督促、

检查、服务、整改及对疫情防控的监督与整改落到实处，严密

防范控制风险隐患。公司充分利用车辆动态监控设备，加强对

凌晨2时至5时停车休息制度和接驳运输规定落实情况的监管，

重点加大对超速、超员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全力

保障旅客平安健康出行。 （宇达公司 李秦）

“回家路千条，安全第一条”，为确保春运期间各项工作

平稳有序进行，公司各所属单位认真做好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

工作，为春运保驾护航。

汽车南站召开 2022 年春运工作会议

1 月 14 日，汽车南站召开 2022 年度春运工作会议，车站

经理室、各部门班组长以上骨干及科室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对春运期间客流运力、道路、天气情况等进行了

预测和分析，对安全管理、疫情防控、运输保障等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重点聚焦于疫情防控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安全主体

责任，完善防疫应急预案，强化内外隐患排查，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全力抓好综治安全和消防安全。

车站经理杨桂凤进行总动员，她强调：当前国内疫情呈现

多点散发特点，全站上下要把防疫放在首位，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提升窗口优质服务，满足旅客舒心出行。2022 年的春运

工作稳字当头，全站上下务必团结一心，稳中求进，齐心协力

打好新年第一仗！ （汽车南站 陈小波）

汽车中心站开展春运安全生产大检查

为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控制各类生产

安全事故，保障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和防疫形势稳定，1月 14 日

下午，汽车中心站经理陈炯、副经理王成率队对车站的各岗位

进行春运专项安全生产大检查，并且对车站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2022年春运从 1 月 17 日开始，到 2 月 25 日结束，为期 40

天，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大背景下和各级政府“就地过年”的倡

导下，客流预计大幅下降，面对这一挑战，公司各客运单位提

前部署、及早准备，推出更多人性化、精细化和品质化便民措

施，以温暖陪伴旅客出行，用温情守护回乡之路：

1、延长车票预售期。1 月 5 日起，宁波市区内的四个车站

可提前预售 1 月 29日（十二月廿七）前（含当日）的车票；

2、购票方式选择多。旅客可以通过“宁波公运”微信公众

号、巴巴快巴、支付宝（飞猪旅行）、携程旅行（汽车票频道）、

巴士管家等 APP 进行在线购票，无需取票即可凭身份证进站、

检票、上车；

3、联程联运更贴心。前往无为、铅山、武宁、宜昌、襄阳、

武汉、临沂、济南、泸州地区的旅客可以购买汽车中心站联程

联运站点的客票，就可以享受承运人提供的送达联程联运站点

承运服务（含部分终点免费换乘）。

4、包车回家更省心。宁波外事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营运车队

具备车型多、服务全、重安全等优势，春运期间将继续为广大

企业和旅客提供便捷、舒适、安全的包车服务。

春运对于旅客来说是团圆、是思念，对于我们客运人来说

是责任、是担当。公司将继续以旅客的平安健康出行为己任，

做好防疫、生产两手抓、两不误，保障广大归家游子的旅途安

全、舒适、顺利！ （运输业务部 陈琳）

对汽车南站春运各项组织保障工作给予了肯定。他强调，汽车

南站要深刻认识当前春运的重要性、特殊性，时刻绷紧安全这

根弦，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强化春运服务和安全管理，

积极营造祥和春运氛围，打造平安春运、健康春运，确保广大

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汽车南站 陈小波）

1月 12 日下午，市春运办主任、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卢照

辉，在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团市委相关领导同志

的陪同下，莅临汽车南站视察春运准备工作。

卢主任一行实地查看了售票、安检、候车室等区域，听取

车站经理杨桂凤对春运组织、疫情防控、运力安排、应急措施

等工作的汇报，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1 月 19 日，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汪东杰一行在海曙区

交通局副局长钟宏朝等领导的陪同下，先后莅临宁波汽车南站

和宁波外事旅游公司，对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和春运工作进行

综合督查。

在汽车南站，督察组一行来到售票大厅、进站安检、候车

大厅等重点区域，全面细致检查了双码查验、实名售票、查危

安检、防疫消毒、消防安全工作，随后听取了车站经理杨桂凤

对安全生产、疫情防控、春运组织和服务举措汇报。汪副厅长

指出：在春运叠加疫情、外部因素复杂的大环境下，汽车南站

要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坚决守住疫情防控第一线，优化服务

举措，提高服务质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便捷出行，积极营造

祥和春运氛围，打造平安春运、健康春运。

在外事旅游公司，督察组一行察看了停车场地、防疫车辆

专用停车位等区域，并详细听取了外事旅游公司经理应豪关于

防疫应急运力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物资储备以及春运

包车便民服务等工作汇报。汪副厅长充分肯定了外事旅游公司

在当前形势下，为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效。他强调，外事旅游公司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这根弦，加强闭环管理，严格落实测温登记、消毒通风和应急

处置要求，坚决遏制病毒通过交通运输工具传播，有效降低春

运疫情扩散风险，努力为乘客提供健康安全优质的运输服务保

障。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杨立君陪同。

（汽车南站 沈霞波 陈小波 外事旅游公司 张梦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