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公运车辆检测有限公司洪塘站正式对外试运营

公司工会组织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 公司组织实施 2022 年度 ISO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
流程、关键节点执行情况。从整体流程及审核结果来看，本次

内审活动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证明了股份公司质量体系运行

符合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和 ISO9001 标准，并得到了有效的实施

和保持。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ISO 管理者代表吴琰对体系运行情况及

本次内审过程和结果给予肯定。 （综合办公室 林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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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营首日，洪塘检测站便吸引了周边地区不少车主前来

验车，车主对检测站的过硬检测技术、热情周到服务纷纷赞不

绝口。同时，洪塘检测站也根据顾客的反馈，在第一时间改进

完善各工种和各岗位间的衔接，着力优化检测流程，不断提升

检测效率。

根据浙江省车检“一件事”集成改革要求，洪塘检测站为

广大车主提供了网上预约、免费交车代检“交钥匙”等一站式

服务，努力打造“环境更舒心、流程更省心、服务更贴心、管

理更精心、体验更安心”的“五心”客户体验。宁波地区车主

可通过“浙里办”应用和“宁波交警”公众号办理预约，洪塘

检测站将以优质的服务、舒适的环境、合理的价格，欢迎广大

车主的光临！

（急救中心金海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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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日，宁波公运车辆检测有限公司洪塘站正式启动试

运营。该项目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划准备和施工建设，6 月初

顺利通过政府管理部门评审和公安系统联网审核，正式对外试

运营。

洪塘检测站坐落于江北区长阳路 555 号，紧邻前洋经济开

发区，北毗洪塘工业开发区，西靠宁波北枢纽，南连西洪大桥

和机场高架连线，区位优势突出，交通条件便利。

检测站占地面积 13340平方米，按照安全性能检测、环保

性能检测、综合性能检测“三检合一”的规模建设，拥有重柴

检测线 2 条、轻柴检测线 1 条、汽油检测线 3 条、摩托车检测

线 1 条，各类车辆检测设备均为国内先进，能够有效满足周边

企业与市民的机动车检测检验需求，填补周边地区车检服务的

空白。

为验证股份公司 ISO9001：2015 质量体系运行及其结果的

符合性、有效性，根据年度审核计划安排，6 月 22 日至 24 日

股份公司本部组织实施了 2022 年度内部审核。

本次内审活动涵盖了体系内相关职能部门所有条款，公司

内审员通过提问谈话、查阅有关文件、资料、记录等方式验证

质量体系的运行情况，重点审核了质量目标、部门职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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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是党出征远航的起点，承载着党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6 月 22日，外事旅游党支部组织党

员干部赴嘉兴南湖开展“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集聚

红色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实地探寻党史之源，重温红船初心，

近距离感受红船传递出的巨大能量。

南湖水天成一色，红船启航已百年。沿着当年“一大”代

表走过的行程，全体党员赴湖心岛，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南

湖中共“一大”会址——革命红船。“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

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

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昭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开启了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航程，在党的诞生地，党员干部重温党的历史，

追溯红色记忆，感悟红船精神，接受党性教育。

紧接着，党员干部们来到南湖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在

宣誓墙前，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干部们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员们举起拳握的右手，以重温入

党誓词的方式表达对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铿锵有力的宣誓声

在上空回荡，也在一遍一遍地砥砺着党员们的初心。

寻根红船砺初心，聚力奋进开新局。通过开展红色教育活

动，提高党员们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在以后的工作中，以

更加强烈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把敬业奉献作为追求化为行动，努力打造服务

品牌，不断提升外事旅游公司在旅游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外事旅游 张梦娇）

根据市交通运输工会《关于在市交通

运输系统开展 2022 年慈善一日捐活动的

通知》，公司工会近期组织开展了“慈善

一日捐”活动。活动经过深入发动、广泛

宣传，得到了干部职工的积极响应，公司

领导班子带头响应，干部职工踊跃奉献

爱心，截止 2022 年 6 月 9 日，累计募集

得到 1661 名职工善款 31761 元。

多年来，股份公司致力于关心和支持

公益慈善事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参与

开展“慈善捐款”、“文明帮扶结对”等

活动，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慈善事业的一片

热忱、对困难群体的一份关心，努力营造

和谐文明社会新风尚。今后，股份公司将

继续践行初心使命，彰显企业担当，不断

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危济困

传统美德，为我市慈善事业发展贡献绵薄

之力。 （公司工会 乐京华）

在参观过程中，党员们认真聆听讲解员的讲解，学习镇海

军民抗倭、抗英故事，了解镇海军民抗法、抗日历史。纪念馆

详实的图片、文字资料、烈士遗物承载着的鲜活精神栩栩如生

映入眼帘，革命先辈的不畏艰险、志勇坚定、团结奋斗，只为

胜利的革命精神更是给党员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海防纪念

石碑前，党员们庄严肃穆，向革命英雄致敬，缅怀先烈的丰功

伟绩，鲜红党旗激发了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坚定了自己的

责任与使命。

此次活动，让支部成员们深入了解了镇海海防史，提高了

国防意识。党员们纷纷表示，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更要铭记

历史，不忘初心，用先烈崇高精神激励自己，立足本职，砥砺

前行，在学习工作岗位上努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争做交通

窗口奋斗者和模范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汽车南站 沈霞波）

正值建党 101 周年之际，6 月 28日，汽车南站党支部全体

党员赴镇海，参观海防历史纪念馆，重温镇海海防历史，感受

革命先辈斗争精神。



学安全、懂安全、排隐患、保生产
——汽车南站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

中心加油站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宁南客运分公司开展“6·16 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公运公交开展防疫及道路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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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我国迎来第 21个“安全生产月”。伴随着国内疫情

得到有效管控和端午节的到来，汽车南站周边区域正逐渐恢复

往日生机。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确保车站

安全生产稳定向好，日前，汽车南站开展了“学安全、懂安全、

排隐患、保生产”活动，对车站区域进行综合安全大检查。

6 月 1 日当天，在安全分管经理邬威权带领下，车站安全

生产领导小组成员先后对南站的广告立牌、围栏、墙体等基建

设施进行了巡视，对进站车辆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等安全

设施进行了检查，对全站租赁经营户的食品安全、物品堆放和

消防设备等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督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做好

跟踪整改；随后，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又来到高压配电间、消防

水泵房、应急物资间，认真查看用水用电设施设备和应急物资

储备情况，确保三防和抢险救灾工作得到有效保障。在检查的

过程中，车站向驾乘人员分发《安全行车倡议书》，与各部门

岗位员工签订了《六月安全月安全承诺书》，将安全责任落实

到岗、落实到人。

此次活动通过对南站场站消防、基建维护、进站车辆安全

等设施设备、三产用电用水安全等进行全方面巡视检查，为六

月安全生产月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为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环境。 （汽车南站 沈霞波）

为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水平，提升应急人员

事故预警、应急响应、指挥协调和现场处置的能力，6月 15 日

上午，中心加油站组织开展了车辆自燃事故应急演练活动。

在演练现场，刚加完油的车辆在启动时发生自燃，发动机

下方冒出滚滚浓烟。险情发生后，加油员第一时间停止了加油

作业，呼叫同事，示警司机，并与同事使用手推式灭火器对准

火源进行喷射。站长听到员工示警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

全体人员展开救援：开票员对现场车辆进行了紧急疏散，封锁

加油站进出口，禁止车辆和人员进入；营业厅主管迅速关闭了

加油站总电源，会同同事在火情现场实施紧急扑救。经过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和各小组密切配合，火情在短时间内得以成功

扑灭，随后加油站员工将事故车辆转移到加油站外的安全区域

防止复燃，至此应急演练结束。站经理对本次演练进行了总结

点评，并给予高度评价。

此次实地消防灭火演练活动，既增强了加油站员工的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了应对突发的处置能力和协作能力，又检验了

消防设备的完好性和预案的可行性，为消防安全工作持续改进

完善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实现全年安全生产目标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达到了预期成效。 （中心加油站 戴雷钧）

为切实增强员工安全意识，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推动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向好，6月 16日，宁南分公司组织开展了“全国

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

活动中，宁南分公司安保科干部向驾驶员们宣读了“全国

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倡议书，随后向参加驾驶员发放了安全

生产宣传资料，并就驾驶员行车安全、职业健康、应急救援等

安全相关问题进行了现场答疑。

宁南分公司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员工安全意识和

法制观念，提高了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为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

事故打下了坚实基础。

（宁南分公司 金龙波）

公司工会组织观看“全民反诈”大讲堂直播

为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提升员工的识骗

防骗意识，根据上级工会要求，6 月 2 日下午，公司工会组织

南站、中心站、东站等单位 378 名职工和学校 571 名学生观看

省反诈联席办“全民反诈”大讲堂直播。

会上，省金牌反诈宣传员通过现状分析、案例讲解、剧情

演绎等形式，针对虚假投资理财、刷单、冒充公检法、贷款和

冒充电商客服等五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围绕案件的手段

特点和防骗识骗要点等内容开展宣讲。

此次反诈直播宣讲，让各单位员工进一步学习掌握了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类型、作案手法和防范应对方法，同时也增强了

每个人的电信诈骗行为的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取得了较好的

宣传效果。 （公司工会 乐京华）

江北二手车交易市场收到物流企业感谢锦旗
时间与车管部门进行协调，迅速为跨越速运

公司开辟了绿色通道，通过批量业务室增开

专门窗口、增加查验力量等方式，加班加点

完成全部 205辆货车上牌工作。

团结是抗击疫情的有力武器。今后江北

二手车交易市场将不负“优秀的团队、专业

的服务”赞誉，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企业解难题”，对群众、对企业所需所

求尽全力帮助解决，努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

境和市场形象。 （二手车市场 寿洁静）

5 月 31日，江北二手车交易市场收到了

宁波跨越速运有限公司送来的锦旗，该公司

负责人对二手车市场为物流企业排忧解难

表示了诚挚感谢。

宁波跨越速运有限公司是京东旗下的

物流公司，早前宁波疫情形势严峻，该公司

新购 205辆轻型厢式货车用于协助政府运输

防疫物资和生活用品，由于任务紧急，这批

厢式货车需要尽快完成集中上牌。

江北二手车市场了解到该情况后，第一

为切实提高公交安全生产应急处置和保障能力，最大限度

维护生产秩序，保障市民安全出行，6 月 27日上午，公运公交

在东钱湖集散中心公交场站组织开展了突发事件综合应急处置

演练。

本次演练主要由模拟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模拟遇红码

乘客应急处置两项科目组成。各部门同志通过密切配合，认真

演练场景，整个演练过程有条不紊，各个环节衔接顺畅。

公运公交经理应望平指出，本次演练的针对性较强，处置

规范、场景逼真，贴近实战要求，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圆满

成功。本次演练既是安全生产工作的考核，更是下一步工作的

起点，公运公交要以演练为契机，总结经验，改进不足，稳步

推动安全与应急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中

向好、应急处置能力稳步上升。 （公运公交 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