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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运前期客流情况汇总2018
年春运在 月 日正式拉开帷幕。公司围绕创建“便捷    2018 2 1

春运、温馨春运、平安春运、诚信春运”目标，切实加强春运

组织领导，强化相关工作措施，保障旅客出行。据统计， 月2 1

日 日，宁波四大车站共计发送旅客 万人次，同比-7 12.99 73.

；完成周转量 万公里，同比 。其中汽车中心44% 3833.07 77.57%

站发送 万人次，同比 ；汽车南站发送 万人次，5.16 78.48% 6.76

同比 。71.29%

月 日至 日客流主要流向为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    2 1 7

南、贵州、陕西等省份；省内的金华、丽水、衢州、舟山地区

以及大市范围内的象山。

金丽衢地区共计发送旅客 万人，同比 ；台温地    1.20 74.66%

区共计发送旅客 万人次，同比 ；安徽省共计发送旅0.70 68.07%

客 万人次，同比 ，江西省共计发送旅客 万人0.61 91.66% 0.79

次，同比 。91.19%

宁波大市范围宁海快客 人次，同比 ；宁海普客    5068 54.56%

人次，同比 。3505 77.37%

汽车南站、北站、东站合计发送舟山旅客 万人次，为    2.19

去年同期的 。88.37%

汽车南站、东站象山线共计发送旅客 万人次，为去年    1.86

同期的 。79.29%

年春运前期较 年同期客流下降主要有以下原因：    2018 2017

一是宁波各大高校放假时间集中于 月中下旬，尤其是 日    1 19

日，学生客流学生客流基本在春运开始前疏运完毕，客流主-22

要方向为金丽衢地区、台温地区、绍兴地区、杭州地区。

二是今年春运前宁波及周边地区受到雨雪冰冻影响，大量    

班车停班，客流量大幅减少；相比较 年春运前期天气晴2017

好，旅客出行未受到影响。

三是今年春运时间较去年推迟了 天，外来务工人员返乡    19

较晚，因此春运前期，省际长途旅客较去年有所减少。

四是九景衢铁路于 年 月 日正式运营，高铁运能进    2017 12 28

一步增加，铁路沿线客流持续分流。

五是中短途返乡、返城的网约车增长迅猛，尤其是大市    

内、省内以及邻近省份如安徽、江苏等地客流受到较大影响。

 在运力组织上，公司以旅客需求为导向，充分       （下接 版）2

副市长褚银良莅临汽车中心站检查春运工作
月 日上午，副市长褚银良带领市政府副秘书长金伟平、    2 6

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莅临汽车中心站检查春运各项

工作。海曙区副区长史卫东全程陪同。

褚银良副市长一行先后视察了车站售票大厅、查危台、候    

车大厅和停车场，详细听取了汽车中心站负责人对春运组织协

调、节前客流情况、安全生产、人票证实名制和优质服务等各

项工作的汇报。褚副市长对车站春运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

来到发车场地，褚银良副市长详细询问了车辆行驶安全监    

管情况，在给予肯定的同时再次强调了行车安全的重要性，要

求严格落实车辆安全监管各项工作，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培

训，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工作，确保行车安全。

同时褚副市长提出，车站一定要以安全为首要任务，加强    

组织协调，科学合理调度运力，要针对春运期间客流量、人流量增多等情况，及时掌握春运动态，做足相应的应急预案准备工作，

营造安全有序的春运环境，全力以赴做好春节运输各项保障工作，确保旅客运输安全稳定、秩序良好。

公司副总经理杨立君陪同检查。                                                                  （汽车中心站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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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汽车中心站联合海曙区司法局、普法办和客运中心区域综管办开展了普法宣传服务活动。2 7 （李佳）

◆ 月 日，交通委安监处任江处长在市运管局、海曙交通局和海曙运管所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外事旅游公司检查春运安2 8

全工作。（董一鸿）

◆ 月 日上午，公运公交联合汽车东站开展“情满旅途，大爱相伴”活动，为旅客送上春节祝福。2 8 （胡晴芳）

一

月 日，春运第一天，受前段时间冰雪天气影响，部分线2 1

路道路结冰封闭，部分班车停班。上午九点左右，上级部门命

令宁波至安徽黄山班车可以发班，但是高速公路还不能通行，

只能走地面线。车队安排驾驶员准备发车，当班驾驶员觉得高

速公路关闭，要走地面线，有点情绪。车队果断找到待班驾驶

员卢寅杰，和他一说有关情况，卢寅杰二话没说，就去做发班

前的准备工作。 点半，卢寅杰驾驶着班车出发了。9

冰雪对安全行车影响真的是很大的。这不：到了绍兴地

段，由于发生行车事故，卢寅杰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

可以走了，又因堵车造成车流太大，只能蜗牛一样挪。到了杭

州绕城高速公路，路面的冰还没化，车辆驶上冰面，轮胎打

滑，卢寅杰紧握方向盘，控制车速，沿着前车的车辙，小心翼

翼地行驶。终于，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在晚上 点安11

全到达宁波，而平时班车晚上 点多就可以回场了。6

卢寅杰在途中辛苦，后方的同事也没闲着，按照恶劣气候

在途车辆应急处置预案，车队副队长包文晖、调度员周雷、安

保科金龙波，在卢寅杰驶出场站的一瞬间，就用 、视频监GPS

控系统对该车进行监控，通过信息系统及时提醒卢寅杰路面相

关情况，告诫他不要焦急，小心谨慎驾驶，一直到卢寅杰回

场。

正是因为有了象卢寅杰、包文晖、金龙波这样的员工，我

们才有圆满完成春运任务的信心和底气，他们是最可敬的公运

人。

二

说起“奥特曼”也许大家并不陌生，虽然只是一个虚构的

动画人物，但他那“正义、勇敢，坚韧地面对一切困难”的精

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恰好，我们身边就有这样一个

客车维修行业的“奥特曼”。

方红芳同志是宁南客运分公司修理厂的一名汽车修理工，

外号“奥特曼”，员工们都这么叫他，以至于有些司机师傅都

忘了他的原名。作为宁南公司维修团队的“台柱子”，他一直

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始终保持学无止境的工作态度，努力学

习、忘我工作。特别是在新事物的认知上，总能先行一步，对

于近年来使用的 车辆修理工作，他经过自学摸索，查阅资LNG

料，不断实践，最终能做到排除故障了然于胸。去年年初，修

理厂承修了公运公交的 多台混合动力客车，面对新能源客车40

逐步推广使用的发展趋势，他更是认真钻研，发挥技术优势并

带领好年轻员工共同学习，起到了“帮传带”作用，得到了领

导的认可和员工们的一致赞同，是一名名副其实的维修技术能

手，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以公司为家，保障旅客出行”是方红芳同志的人生理

念。这几天已是春运的高峰期，随着加班车的运营，修理厂的

承修业务量剧增，作业量几乎已经达到平时的三倍。 月 日晚2 7

上 左右，宁南客运分公司 号车发动机大修，方红芳10:30 1865

正在拧紧最后几个气缸盖螺丝，眼看着一天的工作任务即将完

成，可以冲进浴室洗去满身的油污。“这样的大冷天，热水还

是挺有诱惑力的，呵呵”奥特曼笑着说，露出了一口大白牙

（脸太黑了）。话音刚落，前台接待室的电话响了，江西对营

公司一辆班车由于离合器打滑抛锚在了朝阳出口。想到还有一

车乘客在寒夜中焦急地等待着，“呵呵”方红芳又习惯性地憨

笑了一下，带着徒弟拿上工具踏上抢修征程。修理时他时而跑

入车厢，时而钻入车底，娴熟的摆弄着各种工具，争分夺秒地

对车辆进行抢修。他单薄的身体抵挡着晚上刺骨的寒风。当车

子能起步行驶时，已是凌晨 点，这时他已持续战斗了近 个1 17

小时。但他没有一声怨言。他积极的工作态度、饱满的工作热

情，在修理厂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奥特曼”！我们心中的“奥特

曼”！ （宁南客运分公司 赵红蕾）                        

简

讯

严防死守抗冰冻 浴雪奋战保安全   
据气象预报报道， 月 起，受较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我    1 23

国中东部将出现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西北东南部、黄淮西部

南部、江淮、江南北部及湖北等区域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雪或雨

夹雪天气，部分地区将有暴雪，为积极应对此次强降温天气，

最大限度保障行车安全及财产免受损失，公司本着“早动员、

早部署、早落实”的工作原则，迅速启动《突发灾害性气候在

途车辆行车安全应急预控程序》等应急预案。期间，为抓好重

点工作的措施落实，公司副总经理杨立君携安机部人员先后对

各客运单位进行了督查并指出，各客运单位要高度重视、全面

动员，坚决按照国家防总、省委省政府和全市视频会议对防御

雨雪冰冻灾害的工作部署，压实工作责任，细化防御措施，强

化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

与此同时，为防范应对此次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    

响，确保雨雪天气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得到有效解决，公司

严格落实领导带班、 小时值班制度，与下属各单位形成联动24

机制，除利用动态监控设备、微信平台等科技手段及时跟踪了

解各单位相关信息以及在途车辆的动态外，还要求各车辆单

位，需结合本单位经营线路及时公布动态信息，并落实应急准

备、预警、控制、处置责任，确保应急管理与保障措施到位。

月 日，春运第一天，因强降雪宁波市区及周边凝冻持续    2 1

加重，多条交通要道及高速公路口被迫采取临时交通管制。为

积极应对因道路凝冻造成的公路受阻、交通中断等紧急情况，

同时也为努力保障旅客走得了、走得好。公司春运应急预案领

导小组主要成员冒雪带队深入重点隐患路段进行道路勘察，并

借助微信和 平台，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各客运单位合GPS

理做好停复班计划，确保行车安全。

目前，低温冰冻仍在持续，又逢春运期间，公司各部门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按照“保

民生、保安全、保供应、保畅通”的要求，继续做好防冻防寒

的各项应对工作，全面排查和防范春运中的风险隐患，确保旅

客出行安全，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全到家过上一个幸福祥和的

春节。 （安全机务部 张昱）                              



        常言道“一年之际在于春”，对道路运输企业和油品销售

单位来说，抓紧抓实，做好春运期间的油料销售，既为公司车

辆单位保障油品供应也是对新年销售起了好头，对完成全年度

销售计划至关重要。为此，中心加油站十分重视今年春运期间

的油料供应工作，在春运到来之前，组织各分站负责人和相关

人员开会，早动员，早部署，会议对油品销售的各个环节，从

采购、运输、储存、销售、消防、设备、营业款安全、人员安

排等都一一进行落实，并制订了春运期间的应急预案。 

随着 年 月 日春运拉开序幕，各加油分站统一部署，        2018 2 1

把当前的春运供油工作当作第一要务，明确了油料保障供应和

现场安全管理为重点工作。针对近期加油车辆大幅增加，连续

冰冻寒冷天气，负 号柴油销量集中、量大的特点，中心加油10

站为确保油品资源零脱销，提前做好油品供应方案，想方设法

提高库存，及时跟踪油品销存动态，积极与运油部门沟通和协

调，加大油车配送车次密度，有效地保障了用油正常供应。

严把来油油品入库数质量关，油品入库前按规定要求取        

样、检验观察，符合质量标准方可进行接卸，严防来油油品次

油、含水油的发生，确保加油车辆正常运行。

针对春运期间加油任务繁重，一线员工劳动强度普遍增        

大，人手不足的现象，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优化班组组合，合

理配备人力资源。同时抽调管理人员亲临一线，引导车辆有序

出入，维持现场加油秩序，协助加油工加油，开票等工作，给

春运车辆提供更方便、更快捷服务。             

春运期间各部门和全体员工相互协作，互相配合，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为做好春运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完成全

年的销售任务奠定了基础。 （中心加油站 戴雷钧）           

         

 

 

中心加油站全力做好春运车辆加油任务

公司网址： http://www.nbgy.com  《宁波公运》投搞信箱：                                                                         nbgyjb@nbgy.com

狠抓落实 确保春运安全   

为深入开展春运安全竞赛活动，进一步落实各项管理要

求，自 月 日起，公司副总经理杨立君带领安全机务部人员1 26

先后对宁南客运分公司、宇达公司等 家参赛单位前期准备情9

况进行了督查。从检查情况看，各参赛单位能较好地落实各自

拟订的计划方案，结合各自实际采取各具特色的管理措施。同

时，杨副总经理就春运期间安全管理再次进行了强调并指出：

一是各客运站场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源头管理，严格执行

“三不进站，六不出站”规定，进一步强化“二检一查”工

作，切实提高反恐怖防范意识，突出“三口一场一厅”等重点

部位反恐怖防范责任与措施的落实，同时要加强保安队伍建

设，确保客运场站的人流、车流、物流的安全有序；二是各客

运车辆单位要根据今年春运期间雨雪天气多、气候条件相对恶

劣等特点，以驾驶员、车辆为主要对象切实加强行车安全管

理，着重做好对平时安全情况相对差且管理难度大的承包旅游

车辆的排摸跟踪工作，对排摸出的重点车辆和不具备凌晨 时2

至 时接驳运输条件的（包括春运临时加班加密涉及这一时段5

的），要与驾驶员、承包人签订承诺书，杜绝超速、超员、带

病驾驶、疲劳驾驶和凌晨 时至 时行驶等违法、违规行为。2 5

此外，自 月 日春运开始以来，各客运车辆单位将管理的2 1

重点放在各始发站场，确保每天均有一至两名安全管理人员在

现场对所属车辆的驾驶员、承包人开展安全教育、安全检查、

安全监督、安全服务，利用现场管理措施对前期源头排摸出的

易发生超速、超员、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的重点对象进行了紧

盯不放的跟踪管理；公司安全职能部门从春运起也确保每天均

至少有 人分别在汽车中心站、南站等区域帮助各单位开展现2

场管理工作，从而确保春运期间公司安全生产稳定有序。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在这样阖家团圆的日

子里，为了确保道路运输特别是旅客运输的安全稳定，公司广

大干部职工用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精神，尽心尽力确保每位生

命财产安全，真正做到把岁月安好留于旅客，将负重前行留给

自己。

（                              安全机务部 张昱）  

公运公交开展 年度安全竞赛2017
暨道德银行先进员工表彰大会

为让新购的 辆车在春运前夕投入运营， 月 日早上，外        12 2 3

事旅游公司 名驾驶员在车队长吴宏亮带领下，前往北京北方12

客车厂提车。

为保障今年春运的车辆保障，外事旅游公司负责人要求这        

辆大巴车必须在 月 日前上牌营运。为顺利完成这次接车任12 2 8

务，车队长吴宏亮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罗列了接车的相关项

目，要求每位驾驶员负责交接一辆大巴，检查车内设施设备齐

全有效，车辆外观油漆、发动机水油情况，车内外灯光及媒体

电子设备等，如若大家发现车辆问题，及时汇总到吴队处，以

便他与厂方联系修整。

乘坐 个小时的高铁，一行 人马不停歇地赶到了客车厂察        7 13

看车辆工期进展，此时只有 辆成品车已通过路试和检测。为赶4

工期，吴宏亮队长和 名驾驶员与厂方人员一起安装车内座垫12

和需要装配的零星部件，大家分工合作一直忙到半夜。经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剩下的 辆车也于 日早上完工。5 5

月 日下午 点 分车辆经过最后的认真交车验收后，吴队        2 5 3 30

长带领 名驾驶员开始准备回程。由于北京气温在零下 ℃左12 10

右，为在严寒冬季确保行车安全，吴队长提高安全责任意识，

提前规划好行车线路，针对当前路况及时掌握行车动态，并对

每辆车进行了编号，要求驾驶员们必须按编号顺序规范行车，

不得有超车现象。一行人于 日晚 点到达济南，并在路边客车5 9

驿站休息了一夜， 日早上 点上高速回甬，当晚 点安全到达了6 5 7

宁波。 此次接车共行驶 公里，耗时 个小时，为春运顺利 1400 20

营运提供了有力保障。 （外事旅游 董一鸿）                

宇达公司保驾护航春运路 
月 日起 年的春运正式拉开帷幕！春运的到来伴随着        2 1 2018

降温降雪，我省大部分地区连续出现大范围的降雪。虽然“瑞

雪兆丰年”寓意着美好丰收的一年，但对车辆客运工作确实一

个大挑战。

春运的前几天，宁波受寒流影响突降大雪，各个交通要道        

不同程度受阻，致使宇达公司的大部分客运车辆运营受到了影

响。降雪导致宁波境内高速公路全线封闭，客运班车不能及时

到达与发出，宁波长途客运大部分班线停运，上千名准备回家

的旅客滞留在客运站。新年近在眼前，春节那种阖家团圆与家

人团聚的迫切心情萦绕在每位旅客的心头，面对大雪带来的影

响，如何能让旅客及时回家、安全回家是每一个公运人心中最

关心、最紧张的事。

面对如此情形，宇达公司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同中心站        

业务部门一起，时刻关注车辆运行信息，发现问题立即商讨应

对措施，并及时做好旅客的思想工作，跟他们详细说明情况，

取得旅客的理解。等天气一转好，高速一开通，根据客流情况

安排车辆加班，并将部分班线的 座车辆调整至 座，使得运18 38

力利用率最大化，让滞留的旅客得到及时的疏运。另外，为了

运输安全，宇达公司安机科与车队的全体人员下到现场，一一

检查驾驶人员的证件以及车辆的安全情况，确保驾驶人员全部

达到上岗要求，车辆也处于 的安全状态。100%

旅客们平安到家、和家人过上一个喜悦欢乐的春节，是我        

们每一位公运人的心愿。               
（宇达公司 李秦）                                      

（上接第 版）1 依据客流流量、流向、流时，对运力进行合理调

配。在考虑运行时间、运营效率、运输安全并确保正班车满员

的前提下，利用机动车、班车加密、回程、空挡等运力合理加

班，提高旅客疏运能力。对于部分客流少、实载率低的班线，

公司抽取部分车辆、驾驶员，对江西、安徽、江苏、湖南、湖

北、河南等旅客需求较高的地区进行加班。外事公司提前联系

外地专业兄弟公司在节前来宁波加班。

同时公司严格执行客运班车营运计划，杜绝无故停班、拉        

班现象。对于云南昆明、曲靖以及陕西安康等铁路运力无法满

足、无法到达的地区开通散客包车服务。

（运输业务部 陈桦）                                    

月 日，公运公交 年度安全竞赛暨道德银行先进员工    2 7 2017

表彰大会在安全活动会议室召开，公运公交负责人对上一年度

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鼓励广大员工尤其是驾驶员们继续

努力，形成良好的争先评优氛围，在新一年的春运工作及 年18

全年工作中再接再厉，争取成为先进员工。随后对部分参会的

先进员工发放纪念品，这是对各位一线员工工作的肯定和心

意，也是深深的期望，期望各位驾驶员在以后的工作中，牢记

安全，用心服务，将“安全第一，服务优质”的理念持续深入

执行下去，创造更好的公交形象，服务广大乘客。

（公运公交 陈昊 胡晴芳）                                 

天寒地冻千公里 接车保障春运行    

汽车中心站开展“把健康带回家”流动人

口卫生计生关怀关爱专项活动

欢度小年送祝福 情满旅途暖你我 

春节临近，大量流动人口来到汽车中心站准备返乡    

过节，人口流动进入高峰期，为了让返乡流动人口及时

了解掌握计生政策，提高健康素养水平，汽车中心站联

合市卫计委、市计划生育协会等部门开展了“把健康带

回家”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关怀关爱专项活动。

活动现场设立了咨询台，并悬挂横幅，摆设各类宣    

传展板，汽车中心站衷心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和计生工作

人员热情地向过往旅客免费发放宣传资料和计生用品、

围裙、手袋、便携洗漱包等实用宣传品，并对健康服务

等相关事宜进行了细致讲解，同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

了血压测量以及相关医疗咨询，吸引了众多旅客前来，

受到广大返乡外来务工人员的一致好评。      

（汽车中心站 李佳）                              

腊月二十三日为祭灶日，民间俗称为“过小年”，在这扫尘迎    

新的日子里，汽车南站早已张灯结彩，随处可见红彤彤的“福”

字，空气里弥漫着过年的气息。 月 日下午， 服务班携手宁波2 8 3561

电台 、惠贞书院等志愿者开展“欢度小年送祝福 情满旅途FM102.9  

暖你我”活动，更是把过小年的气氛渲染得格外热闹喜庆。

随着火热出炉的汤团登场，小年活动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具有    

浓厚宁波特色的猪油汤团，原汁原味地呈现出地方风味，一出锅就

成了旅客们争相品尝的美食，让旅客的味蕾得到了充分的享受，一

个个都赞不绝口。“没想到南站这么热闹，在这里感受到了久违的

年味！”一位中年旅客一边乐呵呵地掏出手机拍照一边感慨道。

除了传统宁波韵味，惠贞书院的学生们现场泼墨，为旅客们誊    

写新春对联。墨香萦绕，不少候车旅客聚在一旁细细品味，精心挑

选自己心仪的春联。丰富精彩的活动不仅激发了旅客们的参与热

情，也带来了新春佳节的浓浓气息，让归途中的人们感受到来自甬

城的节日气氛和旅途温情。 （汽车南站 董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