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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要及时清理、对于无成长性的项目要及时止损、对于经营方

向不明的项目要理清思路及时调整，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明

确路径，轻装上阵。三要满足公司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对个人

能力水平的要求，班子成员要加强学习，拓宽视野，更新观念，

着眼全局，努力提高专业知识，在推动工作中更有系统性、预

见性和创造性。四是班子成员要团结统一，凝聚合力，勇于担

当，积极作为共同破解企业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

要深入基层，加强调研，增强服务意识，帮助指导所属单位解

决实际问题，指明工作方向。

孙书记强调：公司面临严峻的经营形势，疫情冲击前所未

有，领导班子要切实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不断提高驾驭

风险的能力，加强团队建设，起好表率作用，积极发扬正能量，

教育引导年轻干部和全体员工有作为，敢担当，共同为企业谋

发展、做贡献。 （综合办公室 蔡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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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上午，公司党委召开 2021 年度班子民主生活会。

党委书记孙敏钊主持会议，董事长总经理王玉忠、纪委书记副

总经理杨立君、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任永明、副总经理郑海波、

党委委员综合办公室主任王方雄参加会议。

根据会议议程，领导班子集体学习了文章《在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上下功夫》，孙书记通报了向各支部征求的对

公司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意见和建议。领导班子成员逐一进

行对照检查发言。

王董事长结合企业实际作了中心发言，他要求公司班子成

员：一要适应公司体制环境变化，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机制，

加强信息化管理，规范操作流程，尤其对公司重点项目要提前

谋划，认真做好可行性研究和预算分析，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二要努力推动公司持续发展，准确把握企业发展方向，要勤于

思考、善于作为，深入论证、精准着力，对于无发展前景的项

同期 83.25%和 89.04%；其中，节前 15天共计发送旅客 8.62万

人次，完成周转量 0.16亿人公里，分别为去年同期 100.33%和

122.47%；节后 25天共计发送旅客 18.76 万人次，完成周转量

0.20亿人公里，分别为去年同期 77.21%和 73.37%；黄金周期间

发送旅客 2.25万人次，完成周转量 0.02亿人公里，分别为去年

同期 80.08%和 77.99%；日均投放客车 274 辆次，发送 1.62 万

班次，累计加班 470 班次，加班发送旅客 2.06万人次。节前客

流高峰在 1 月 29日（十二月二十七），当日发送旅客 0.8万人

次；节后客流高峰在 2 月 20 日（正月二十），当日发送旅客

1.35万人次。

今年春运工作在各级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在各

单位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平稳有序

结束。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总结工作经验，持续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努力发掘运输业务新的

增长点。 （运输业务部 章静艳）

2 月 25日，2022年春运落下帷幕。受疫情常态化防控政策

影响，今年春运呈现出“客流总体平稳、需求总量下降、区域

差异明显、部分时段突出”的特点，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省内

金华、衢州、绍兴、舟山和大市范围内的象山、宁海、慈溪等

区域。

据统计，1 月 17 日至 2 月 25 日，市区各客运站共计完成

客运量 27.38 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0.36亿人公里，分别为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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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轻吐绿芽眉，桃花含羞醉春风。花开烂漫时节，三八

女神节如期而至。为庆祝国际妇女节，营造欢乐、祥和、奋进

的节日气氛，团结动员公司广大女职工，为企业发展做出新的

贡献，日前公司所属分工会精心组织开展了“女性力量，团结

向上”庆三八国际妇女节系列活动。

一枝鲜花，一份祝福

3 月 8 日，汽车中心站衷心服务开展了“一枝鲜花，一份

祝福”献花送祝福活动。

“您好，今天是妇女节，这是赠送给你的鲜花，祝您节日

快乐！”上午开始，汽车中心站候车大厅内，衷心服务班工作

人员捧着精心准备的花束，忙碌地穿梭在大厅里，向女性旅客

和一线女职工表达节日问候和祝福。一位收到鲜花的阿姨开心

说到：“这么大的年纪，没想到在车站还能收到花，真是谢谢

你们！”阿婆朝身边的老伴调侃起来，舒心的笑容绽放脸上！

手上有花，肩上有责，心中有梦。汽车中心站的女职工们将会

继续发扬“巾帼不让须眉”之势，用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为公司发展尽心尽力！ （汽车中心站 毛永妃）

拥抱春天，一起向未来

春风十里桃花开，人声鼎沸闹山林。3月 12日，车辆急救

中心工会组织女职工，到象山灵岩火山峰和东门岛开展“拥抱

春天，一起向未来”主题文化体验活动。

大家热情高涨，结伴而行，拾级而上，一边呼吸新鲜空气，

一边饱览秀丽风景，尽情享受着登山乐趣和踏青快乐，放松了

平日紧张忙碌的心情。

此次活动不仅使大家亲近了自然，陶冶了情操，更促进了

同事之间的沟通交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营造了工会大家庭

欢乐和谐氛围。女职工们将不断以“登山精神”鼓舞自己，突

破自己，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展现新时代女性半边天

的美丽风采和精神风貌，为公司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急救中心 夏盛）



2022 年春运安全竞赛活动顺利结束

安全管理不放松，守住红线保平安
——公司所属各单位全力做好节后安全生产工作

乘冬奥之风，启冰雪之旅
百家旅行商走进北仑冰雪大世界，吹响春游市场冲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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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运自 1月 17日起至 2月 25日结束，共计 40天。

期间，公司所属单位发生责任行车事故 1 起，受伤 1 人，行车

安全四项指标、车均违法率均在可控范围之内，全公司范围内

未发生工业、消防、工伤等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总体

平稳。

春运结束后，春运安全竞赛各参赛单位认真总结了 2022 年

春运安全工作，提炼成果、固化经验，完善管理措施，整理和

收集竞赛活动相关资料、建立专项台账、形成书面总结。为了

进一步检验所属各参赛单位安全管理定性定量工作，3 月 2 日

至 3 月 4日，股份公司竞赛领导小组根据春运竞赛活动考评表、

第一季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考核表相关考核标准对各单位进

行了检查考评，并根据考评结果对参赛单位进行奖惩。从考核

情况来看，各参赛单位根据公司文件要求成立了相应活动领导

小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并召开了党政工和各职能部门共同

参与的春运专题会议，制订工作方案，落实安全责任，严格按

照“八个 100%”要求，认真做好各项重点工作。

春运工作虽已结束，但安全生产是道路运输企业永恒不变

的主题。各单位各部门要继续坚持安全生产方针、目标，通过

总结春运安全管理经验，进一步理顺安全管理体制，健全落实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保持企业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公司全年的安全生产工作打下扎实

基础。 （安全机务部 仇能杰）

宁南汽车客运分公司开展节后安全机务普查

春节假期, 转瞬即逝，广大旅客已经陆续踏上了返工返学

路途，为确保节后运输营运车辆技术状况良好、安全高效保障

旅客的平安出行，宁南分公司修理厂抽调专人成立了节后春运

机务普查小组，对公司所属车队车辆进行了一次车辆安全机务

普查。此次机务普查中，春运机务普查小组共计普查宁南高速

车队客运车辆 80 辆，检查率 100%；针对查出存有一定故障的

车辆，要求驾驶员第一时间至宁南修理厂进行修复，完成修复

合格率 100%。通过此次机务普查，宁南分公司及时消除了营运

车辆潜在安全隐患， 确保了旅客“平安返乡、欢乐过年、顺利

返程”。 （宁南分公司 金龙波）

公运公交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运保障任务

春运期间，公运公交全力做好运力保障、运营服务、安全

稽查、技术保障，累计发车 73405 班次，安全运送乘客约 95 万

人次。为确保运输安全，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公运

公交根据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扎实做好防控工作，严格执行

车辆消毒、清洁、开窗通风、填写车厢消毒记录等。根据行业

管理部门的要求，公司积极开展从业人员核酸抽查检测，做好

乘客佩戴口罩监督，还为每辆车配置了爱心口罩，提供人性化

应急服务，保障市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虽然春运已经结束，但公交人为民服务的脚步不停歇，公

运公交将继续为乘客营造安全、文明、温馨、和谐的乘车环境

而不断努力。 （公运公交 陈昊）

外事旅游公司与市交通执法十大队开展平安共建活动

2 月 21 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十大队党支部莅临

外事旅游公司开展平安共建活动。外事旅游支部副书记蔡勇黎

一行进行了接待并参加座谈，共同学习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和新安全生产法相关内容。此次共建活动为外事党支部和

市交通执法十大队党支部贯彻新时代党建总体要求、创新党建

工作新模式的体现，通过共建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

双向互促、共同提升，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道路

运输发展贡献坚强党员力量。 （外事旅游 张梦娇）

交通技工学校稳步有序做好开学工作

2 月 21 日，宁波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正式开学。为确保师生

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得到切实保障，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和错时

错峰原则，学校安排学生分地、分时、分部返校。

为确保正常有序开学，开学当日，学校要求返校学生如实

填报《健康申报表》，出示健康码，现场审核通过后进行报到

注册。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学校积极抓好日常

重点防控举措，全力保障开学工作：一是全面实行封闭管理和

请销假制度，学生未经批准，一律不得出校；二是所有场所每

日进行全覆盖预防性消毒，各班级切实抓好晨午晚检，出现突

发情况遵循学校的规定流程配合处理；三是继续加强日常管理，

积极开展面向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疫情防控制度、个人防护

知识技能教育培训，确保师生学习生活健康有序。

（交通技工学校 沈波）

春来百花开，旅游服务业正在逐步复苏。日前，来自我市

近百家旅行商代表受邀走进梅山湾冰雪大世界考察采风。

今年是冬奥年，作为此次采风活动组织方，宁波旅游集散

服务中心积极响应国家三亿人上冰雪的号召，倾力打造梅山湾

冰雪大世界旅游产品，搭建并构筑了冬奥运动展示体验、冰雕

艺术、亲子娱雪等沉浸式体验模式与系列主题，让南方人也能

真切体验到冰雪文化魅力，满足全民冬奥热情和高品质冰雪游

需求。采风途中，旅行商代表们热情盎然，有的拍摄了短视频

认真记录，还有的将视频分享到朋友圈点赞。旅行社代表随后

考察了梅山湾万人沙滩景区、宁波海洋研究院实践创新基地等

核心旅游资源。

随着旅游市场复苏，旅游集散中心将致力于深耕休闲度假

旅游板块，以客户需求为原点，敏锐捕捉市场机遇，全力打造

高品质旅游产品。 （集散中心 马鸿力）

学习雷锋精神，我们在行动
汽车南站、汽车中心站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三月伊始，春意盎然。在第 59个学雷锋纪念日暨全国志愿

服务日来临之际，汽车南站携手外事礼宾车队、交通运输执法

十大队开展了“‘疫’起携手共奋进，学习雷锋争先锋”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为疫情防控凝聚正能量。

3 月 4 日下午，志愿者先后来到汽车南站候车大厅、客车

车厢，通过设置防疫宣传展板、横幅、显示屏播放等方式倡议

广大旅客加强防疫意识，积极接种疫苗、规范佩戴口罩、注重

个人卫生，养成科学防疫的良好习惯。活动过程当中，志愿者

向旅客免费发放了口罩、消毒湿巾等防护物品，同时积极宣传

口罩相关知识，引导正确佩戴口罩，树立起“保护自己，保护

他人”的意识。在志愿者的积极引导下，许多未戴口罩的旅客

陆续戴上口罩，并通过在横幅上留下了学雷锋、助防疫的承诺

来对志愿者们发放口罩和宣传疫情防控的行为表达谢意。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增强了广大旅客和车站职工的防疫

知识水平，还传承发扬了雷锋精神，为窗口单位做好疫情防控

打下了扎实基础，活动共计发放 N95防疫口罩 2000 余只，消毒

湿巾 500 余包，受到了广大旅客的一致好评。

（汽车南站 李佳）

3 月 5 日，为全面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传承发扬“学习

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志愿服务理念，汽车中心站组织

开展了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当天，车站员工身穿红马甲，积极踊跃加入志愿服务

行列，穿梭车站各个区域，为旅客送上姜茶等热饮，耐心引导

旅客扫健康码、测温、安检、购票，提醒旅客佩戴口罩，使用

电子设备购票取票、搬运行李，为有需要的旅客免费提供晕车

药物、轮椅、老花镜、针线包等便民服务。与此同时，志愿者

积极利用售票厅和候车厅的电子大屏播放“学雷锋”宣传海报

和标语，大力营造“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服务

氛围。

当前，道路客运行业承受疫情的持续冲击，仍然处于低迷

态势，但雷锋精神依然激励着公运人无私奉献、做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今后，汽车中心站将坚持组织开展学雷锋活动，引导

广大员工做雷锋精神的忠实传承者，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模范践行者，竭诚为旅客提供最优质便捷的服务。

（汽车中心站 苏盈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