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北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许会祥莅临公司调研指导

股份公司召开四季度安全会议

召开在即，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吸取近期国内安全事故的经验

教训，扎实做好安全管理工作；要按照中央、发展改革委安全

工作要求，抓好季节性行车安全、消防安全、反恐防控、安保

维稳和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台账记录工作；要高度重视黄金周

安全工作，抓好安全管理各项基础，确保安全形势平稳，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安全机务部 郭帅）

宁南分公司组建志愿车队支援北仑抗疫

后勤有保障，抗疫有力量
宁东出租公司强化物资保障筑牢防控后勤补给线

2022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三

2022年10月26日

星期三

第7期
总第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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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明，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应立波，区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王斌，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缪成章、副书记戴高乐

陪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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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琰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座谈。

王董事长首先代表公司对许会祥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随后，他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概况，重点就上半年经济运行、

疫情冲击下企业面临的困难等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就相关事宜

作了交流沟通。许会祥对公司近年来面对困难扎实推进经济转

型，努力保持企业稳定发展态势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公司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出色完成疫情防控、应急保障各项任务，切实

抓好复工复产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区政府相关部门和街

道要做好服务保障，精准落实政策，全力支持、帮助公运集团

克服困难、促进发展。 （综合办公室林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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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北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许会祥莅临公司调研。区

政府办公室主任田向杰，区发改局局长张云，区财政局局长邹

为全面落实下阶段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工作，做好国庆安全

管理工作，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创造安全良好环境，9 月

23 日下午，股份公司组织召开了第四季度安全会议，公司安全

分管领导、安机部全体人员、各单位安全分管经理、安全科长

及监控中心负责人参加。

会上，安机部俞健峰经理首先对国庆期间的安全形势进行

分析，从反恐安保、现场管理、疫情防控等方面，要求各单位

结合实际，细化完善管理措施，确保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

有序、稳定。会议随后回顾了公司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开展

情况，对上阶段定量指标控制情况和定性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了总结。随后，俞经理对公司第四季度安全工作进行了

全面布置，提出了第四季度目标控制指标，强调了四季度重点

工作，并对季度性安全保障、综合消防与工业安全要求、机务

技术管理等工作进行了进一步强调，为确保有效完成公司年度

目标安全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最后，副总经理杨立君作总结发言。他指出，党的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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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仑区连续出现新冠确诊病例，我市疫情防控形势

陡然严峻。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宁南分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紧急行动，第一时间组建了一支由 42 辆防疫车辆、42 名

驾驶员组成的抗疫志愿车队，10 月 13 日起分批出发驰援北仑。

为确保平安、高效、圆满地完成本次转运任务，所有参加

任务的车辆、驾驶员和工作人员全部实施了闭环管理，在指定

地点集中居住，车辆集中存放，确保接到应急运输任务时能够

第一时间集结和响应。同时，宁南分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启动了

应急值班，安排安管人员连日通宵值守，通过监控平台、短信

和电话等方式对驾驶员进行指导提醒，抓好行车安全，并通过

工作联络群，协助北仑方面与工作人员实时沟通、协调，有效

应对各类突发状况，确保转运人员、生活物资、疫情防控物资

运输通畅。

截止 10 月 27 日，经过 14天的攻坚与奋战，北仑疫情正在

逐步向好发展，但我们的驾驶员们将继续做好战斗准备，直到

夺取疫情阻击战的全面胜利！ （宁南分公司 金龙波）

党员和职工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盛况，认真学习二十大报告

精神。

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报告，站在民族

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总结了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伟大

变革，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明确了新时代

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色、前进

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五个必由之路等一系列

新思路、新概念、新举措，催人奋进、振奋人心。我们要认真

学习、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根交通行业，激发奋进力量，努力促进

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外事旅游 张梦娇）

10 月 16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

开幕。外事旅游公司党支部联合工会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全体

号召，组织力量赶赴北仑投入防疫运输保障工作。

为全面做好车队后勤服务，保障驾驶员的身心健康，宁东

出租公司副经理汪乐第一时间组织人员采购物资，为驾驶员们

送去了方便面、口罩等生活物资，嘱咐保障车队驾驶员们务必

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休息，在出车任务过程中如果遇到什么

困难，要及时与公司报告、沟通，保证疫情防控运输工作安全

有序进行。

浓浓的心意和殷切的嘱托，令应急保障车队长毛师傅深受

感动，他表示车队将一如既往地做好保障工作，全力以赴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截至 10 月 19日，宁东应急保障车队已累计

出车 190 辆次，车队师傅平均日工作时间近 16 小时。

（出租公司 胡潇滢）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宁波北仑，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和

工作。10月 14 日，宁波公运宁东应急保障车队积极响应政府



中心加油站完成改造重新开业 股份公司开展客运车辆停车场火灾应急疏散处置演练活动

筑牢安全防范线，全力护航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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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新的台阶。

改造后的中心加油站优化了站房布局、改建了加油罩棚和

辅助用房建筑功能，经营环境更加整洁亮丽，配套设施更为完

善，整体形象焕然一新，服务供应能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为

确保软件服务与硬件设施同步提升，开业前夕，中心加油站对

全体员工进行了严格的岗前安全、技能和服务培训，全力打造

一支专业可靠、热情耐心、文明诚信的高素质服务团队。

值此重新开业之际，为答谢新老客户，中心加油站特别推

出为期一个月的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加汽油享受 0.8 元/升优惠。

未来，加油站将继续秉承“信誉第一，顾客至上”的服务

理念，竭诚为广大客户营造最优质、最便捷、最全面的消费体

验，期待您的光临！

（中心加油站 戴雷均）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内客运车辆停车场消防安全管理，检验

辖区内单位的应急处置能力，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和

协调能力，熟悉应对突发事件基本程序和处置方法，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及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要求，日前，股份公司

在宁南公司场地组织开展了客运车辆停车场火灾应急疏散处置

演练，江北交管处领导观摩指导了演练活动。

模拟演练中，客运站停车场内一辆大客车发生自燃，巡场

人员发现后第一时间向车站领导报告，车站领导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组织自救并向股份公司报告，拨打 119 火警电话。随后

按照既定的消防、疏散和秩序维护分组，对场内火情进行灭火

扑救，并对周边车辆进行疏散。经过近二十分钟的施救，火势

基本得到控制，周边车辆全部撤离，随后扑灭余火并做好善后

工作。

演练结束后，江北交管处领导作出了点评，指出本次演练

准备充分，组织严密，紧张有序，方案制定周详，人员设施齐

备，组织指挥得力，部门职责明确，相互配合默契，现场处置

规范，演练场景逼真且贴近实战演练要求。

通过这次演练，各个参演单位和人员进一步熟悉掌握运用

应急救援知识、救助程序和救援方法，完善了应急救援体系和

应急预案的可行性、紧密性和可靠性，同时也积累了应对突发

事件的实践经验，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达到了演练预

期目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安全机务部 郭帅）

公运公交开展“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

为深入贯彻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绿

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倡导绿色低碳生活，9 月 22日上午，公运

公交围绕“绿色出行、你我同行”的活动主题，组织公司党员

和志愿者在汽车东站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活动。

为营造绿色出行宣传氛围，公运公交通过在场站设置宣传

展板，在公交车辆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组织人员向

市民发放《公交出行宣传周宣传册》等形式，宣传引导市民绿

色出行，集中宣传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

少城市空气污染、保障群众出行的重要意义。

为提高公交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工作人员在咨询服务

台与市民零距离互动，面对面听取市民对公交出行的意见建议,

为公司下一步改进线路调整、车辆配置、驾驶员调度等工作奠

定基础，进而更好地方便广大群众公交出行。

“绿色出行、你我同行”，公运公交将不断提升公交运营

效率、提高服务质量，创建文明和谐、绿色低碳的交通出行环

境，打造市民满意的现代化公交，为城市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作

出贡献。 （公运公交 陈昊）

为全面做好党的二十大期间的安保维稳工作，日前各单位

紧紧围绕“防风险、保安全、迎二十大”这一工作主线，提前

谋划、科学部署，严格落实安全责任措施，大力营造平安稳定

氛围，全力护航党的二十大。

汽车南站召开二十大安全专题会议

为确保重要时期安全形势平稳，日前，汽车南站组织召开

二十大安全专题会议，传达政府管理部门关于二十大期间安全

工作指示，安排部署各项安保工作：

一是消除风险隐患，紧抓疫情防控。要加强防疫岗位人员

配置与管理，根据要求规范防疫管控；对车站重要位点、要害

岗位、三产用电、防火等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要加大督查频次

和力度，居安思危，排查隐患，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

二是严格安检查危，加强实时监管。要成立中层以上干部

安保维稳专班，负责强化进站旅客实名查验、行包安检和液体

查验等重点岗位的管理、督查，通过加大模拟闯关等自查措施

频次，着力提升安检人员业务技能，规范安检流程操作。

三是开展培训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通过典型案例

反思教育、组织各类消防知识培训及反恐演练等，进一步提高

员工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抓好安保制度、安检设备和

反恐应急装备保障，加强消控责任意识，完善应急预案，确保

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汽车南站 李佳）

宁南分公司召开国庆安全运输生产动员会议

为切实抓好 2022 年“国庆”期间安全运输生产工作，保障

乘客“安全、舒适、快乐”出行，9月 28 日下午，宁南分公司

组织召开了“国庆黄金周”运输安全工作动员会，对节日期间

各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上，分公司经理徐龙就做好国庆运输安全工作提出具体

要求: 一要要切实加强假日运输组织领导，加强节日期间管理

人员行政值班，对节日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能够第一时间采取

措施；二要切实加强运输组织保障，加强车辆机务方面的维护

保养，确保假日运输顺利进行；三要结合季节转换气候特点和

台风季气候特点，加强《驾驶员恶劣天气行车安全规范的》的

宣传教育，避免出现因恶劣天气引发交通事故；四要结合疫情

防控需要，加强驾驶员自身的防护工作，尤其要积极配合对方

车站的地区防疫规定，及时做核酸并报备；五是节日期间非工

作原因，非必要不出市，确需出市的及时到安保科报备并承诺

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宁南分公司 金龙波）

汽车中心站召开国庆黄金周安全与运输动员大会

9 月 26 日，汽车中心站在会议室召开国庆安全与运输动员

大会。车站经理室、各部门负责人及各班组长等人员参加了此

次会议。

副经理王成在会议上强调，今年黄金周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客流会有所减少，但预计仍会出现旅客高峰，车站要结合往年

黄金周客流情况，做好运力安排，增开旅客进口安排好查看健

康码、核酸检测和行程卡的服务人员，安排志愿者做好旅客的

引导工作，在旅客返城的高峰时期，要重点加强下客区安保和

扫码工作。

经理陈炯对运输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指出，党的二十大

召开在即，今年黄金周不仅仅要抓好旅客运输，更要兼顾车站

三产消防安全和防疫安全，节前节后要组织做好对客运站车辆

例检、三产房、水电等进行全面的消防和防疫检查，确保安全

第一、严防疫情、服务旅客、有序生产。（汽车中心站 陶育才）

10 月 17 日，历经九个月的改造施工，位于环城西路南段

949 号的中心加油站重新开业。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玉忠

亲临现场致以祝贺，他勉励中心加油站干部员工抓住机遇、乘

势而为，狠抓市场销售、优质服务和安全生产，促进各项工作

◆2022年 9月 16日，宁波市旅行社协会发布《2021年度宁波市五十强旅行社等奖项评比榜单》（甬旅行协[2022]4

号），宁波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发有限公司荣获“2021 年度宁波市五十强旅行社”、“2021 年度宁波市优质疗休

养服务企业”、“2021 年度宁波市品质旅行社创建奖”荣誉称号，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员工陶莉获“旅行社协会工作

积极分子”荣誉称号。（集散中心 马鸿力）

◆宁波汽车南站被宁波市总工会、应急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员会评为“2021 年度宁波市‘安康杯’竞赛优胜班

组”。（汽车南站 沈霞波）

◆根据省人社厅、省总工会联合发文（浙人社函［2022］79 号），宁波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谢喆入选新时代

浙江省培育工程第三层次“浙江工匠”培养项目。（交通技校 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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