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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 年春运安全竞赛活动专题会议2018

百万惊喜
想象一下，丢失百万物品是一件让人多么痛苦沮丧的事情，但如果此时被告知，这价值百    

万的物品正被人安全保管，可随时等失主领回时，这又是多么温暖又惊喜！一位来自台州三门

的王先生，就在那一个小时里体会到了丢失的痛苦与绝望、失而复得的惊喜与感动。

月 日傍晚，车站已接近末班发车时间，候车室里的客流已没那么密集。 号窗口检票员    1 14 34

沈仙凤在发完当班班车后开始清场，此刻，细心的她赫然发现自己斜对面的旅客座椅上放着两

个包，但旁边却空无一人。虽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但她还是拎着这两个包向候车大厅内的旅

客问了个遍，并通过服务台广播失物进行招领通知，可是却许久都无人前来认领。这个时候有

同事提醒她，失主有可能已经乘车离开了，而且服务台也已接近下班时间，建议等第二天再处

理。为确保遗失物品安全，在同事的见证下，她当着大家的面打开了这两个包，其中一个是日

用品，而另一个包里存放有大大小小的玉器若干。考虑到这么贵重的物品放在服务台过夜不安

全，在做好失物登记后，只能让沈仙凤暂且带回安全保管。

晚上 点左右，沈仙凤刚到家就接到了同事的电话，说失主王先生正赶来车站问询。王先生    6

是三门人，乘坐三门班车到半路时，才发现自己的包不见了，马上半路下车，打的回到车站寻

找。王先生说自己包里的玉器价值百万，想到这，他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整个人都已瘫软，到

了车站，打探到东西有了下落，才长舒了一口气。

考虑到物品贵重，沈仙凤马上让家人开车送她到车站，然后亲手将失物送到王先生手上。王先生仔细清点了物品，当即写下    

了收条。他激动地说：“你们的用心服务帮我挽回了多大的损失啊！这些东西可价值百万呢！我要永远为你们衷心服务点赞，真

是太由衷地感谢你们了！”

几日后，王先生特意千里迢迢再次从三门赶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并把一面“拾金不昧、品德高尚”的锦旗送到了车站。王先生表示自己是

个生意人，当晚在拿到贵重物品后，就提出用现金来感谢车站工作人员，

却被婉拒了。所以今天，他觉得路途再远，也应该将这份谢意送到车站。

自带回遗失物品后，王先生内心就一直非常感动，他说走南闯北这么    

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好的车站，这么好的服务，所以这两天一打理

好手头的事情，就马上抽空特意从三门赶来，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

王先生这份有心的谢意，是对车站服务工作极大的肯定和鼓励。衷心    

志愿服务队在为之动容的同时，将以此为激励和鞭策，不辜负旅客寄予的

厚望与赞美，以更好更完美的精神状态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汽车中心站 王萍）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确保春运平稳、有序的开展，公司于

月 日召开春运安全竞赛活动专题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杨立君出席会1 18

议，公司安全机务部及所属各客运单位相关分管领导、安全科长、 监GPS

控中心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本次春运安全竞赛活动共分三个阶段进行，即组织宣传发动阶段，组    

织实施阶段和总结评比阶段。活动重点一是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安全责

任，认真执行安全管理各项规定，把安全生产责任真正落实到岗位、人员

和具体流程，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二是要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特别

是要切实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车辆、重点人员、重点线路的管控力度，

杜绝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人员、车辆、设备参加春运；三是要抓好行车

安全预控管理，尤其是要切实加强现场管理，严控源头，不断加大安全检

查、督促和整改力度；四是要紧盯重点和薄弱环节，各单位要结合实际，

针对春运期间可能出现的低温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和突发事件，制定并细化完善应急预案，要突出加强灾害性天气的预防、预报和

预警，加强预案的联动与响应，努力提高应急保障能力。

同时，杨副总经理在会上提出此次春运是党的十九大以后第一次春运，具有政治要求高、运输需求旺盛、节后运输压力大等特    

点。各单位要充分考虑到春运客流、路网交通流量、气象条件等因素，本着“早预测，早计划，早落实”的原则，（下接第四板）

公司召开 年年度工作暨春运动员会议2018
月 日上午，公司在三楼会议室召开 年年度工    1 10 2018

作暨春运动员会议，会议由副总经理胡永达主持。

会上，董事长、总经理赖兴祥首先作行政工作报告，    

对 年度公司各项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并安排部署了2017

年度工作。2018

副总经理杨立君与汽车中心站、宁南分公司等所属单    

位负责人签订 年度安全生产、治安综治目标管理责任2018

书。随后，大会对 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先进单位、2017

安全行车双百万公里驾驶员进行了表彰。

会议最后，副总经理杨立君作 年春节旅客运输工    2018

作动员报告；党委书记孙敏钊代表公司党委部署 年党2018

建工作。 

公司所属各单位、各部门副职以上人员，各控（参）    

股子公司副职以上委派人员，受表彰人员、公司本部管理

人员近 人参加本次会议。100        （综合办 林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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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征程 精心打造旅客之家3561  
为优化车站整体布局、提升旅客服务功能，汽车南站    3561

旅客服务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于 月 日正式启用。新的1 22

服务中心整体布局美观大气，服务环境整洁优雅，在开年3561

之际展现出焕然一新的亮丽面貌。

月 日，为庆搬迁之喜，同时迎接 年春运的到来，    1 22 2018

服务班向旅客们派送精美小礼品，以此感谢旅客们长期以3561

来对车站的支持。活动现场，小朋友们一个个热情高涨，兴高

采烈地排队领取心仪的礼物，陪伴在一旁的家长们脸上都洋溢

着欢欣的笑容。“每次过节都来南站坐车回家，今天发现服务

台搬地方了，车站真是新年新气象！”年轻妈妈抱着孩子笑着

说道。

旅客服务中心的全面升级不仅让广大旅客有了全新的    3561

服务体验，并以旅客为中心，精心打造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的

旅客之家，着力营造诚信春运、平安春运和满意春运，用优质

的服务构筑 春运温暖回家路，全力增强旅客的安全感、获2018

得感、幸福感。 （汽车南站 董超）                        

春运特刊

第一期  

（上接第一版）充分认识春运安全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强化红线意识，把安全生产作为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分析、总结往年春运工作的经验与不足，结合今年春运工作特点和重点，有针对性地制订行之有效的管理计

划与措施，坚持底线思维，精心谋划组织，强化应急保障，做到思想、组织、人员、制度、措施“五到位”，确保春运各项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到人。全力做好 年春运安全工作，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欢度春节创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2018

境。

截至今日，各参赛单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参加春运的 辆客车已完成公安部门检测，从事春运驾驶工作的 名789 1042

客运车辆驾驶员和相关安全管理人员均已参加由公安交警部门组织的春运驾驶员交通安全教育，取得了春运客车驾驶安全资

质。                                                                                          （安全机务部 张昱） 



 

   宁南分公司：在 年春运即将来临之际， 根据公司关于2018  

开展 年春运安全竞赛活动的通知要求，宁南分公司在召开2018

春运动员大会后又组织驾驶员、修理工等生产一线员工召开春

运安全竞赛活动动员大会。

公司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把    

安全隐患消除于未然，在动员大会上向各位驾驶员提出多个注

意事项，告诫驾驶员在道路运输途中安全驾驶的重要性。同时

要求进一步规范客运驾驶员的操作习惯，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做好应急预防措施，保证安全设施设备的有效性，确保一旦发

生事故时能最大程度减轻或避免事故损失。

本次会议结合往年的春运存在的问题，和今年的春运特    

点，为更好地开展安全有序、畅通的春运工作，向广大驾驶员

提出多项相关内容要求和注意事项。内容涵盖春运的特点、机

务检查提醒、防恐防范、 工程、 车载安全设施设备有84220 GPS

效性、夜间以及恶劣天气行车注意点、场站运输相关规定、驾

驶员制度等等。让各位驾驶员师傅对即将到来的春运有了深刻

的认识。在会议过程中，公司安管人员向驾驶员举例了历年春

运发生的违法违规案例以及注意防范事项，告诫各位驾驶员开

车一定要养成正确的习惯，及时播放安全告知视频，自身全程

系好安全带，同时要提醒和督促乘客系好安全带。

春运工作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各方予以高度    

关注的一项重要安全工程，同时也是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内容

和开年的核心工作，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所以做好春运工作意

义较大，各位驾驶员师傅在会议后都充分认识到了 年春运2018

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纷纷表示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规范

操作，提高安全意识，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和利益，并以身作

则，把安全带到工作的每一个角落，让春节运输完满完成。

（金龙波）                                             

    车辆急救：为确保 年春运期间车辆正常安全出行，车2018

辆检测公司（第六检测站）根据要求，积极全面开展辖区内车

辆检测工作。

车辆检测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春节前期相关信    

息，让客户了解相关内容并重视车辆检测。通过手机短讯平台

发送提示短信，提醒客户检测时间即将到期。同时，开展春运

安全宣传教育，营造春运安全工作氛围，认真学习贯彻有关春

运安全工作文件。一如既往严把车辆技术检测关。严格按照

“谁签字，谁负责”的标准，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和检测。各

部门更是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积极配合，以保证春节前后车

辆检测工作正常进行。

春节前后车辆检测关系到广大客户的切身安全，检测公司    

会借鉴以往的春节车辆检测工作经验，认真落实责任制度，严

格按照检测规程和技术标准进行检测评判，确保每一辆春运期

间的车辆都正常、安全出行。 （夏盛）                    

外事旅游：    月 日早上，外事旅游公司组织召开春运动员1 23

大会，全面部署 年春运各项工作安排。2018

会议明确要求全体员工积极开展好春运安全竞赛活动。调    

动广大驾驶员对安全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确保全体驾驶员

的安全教育面；对投入春运的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全面隐患排

查，发现问题立整立改；切实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车辆、重

点人员、重点线路的排查和管控力度；把违法行为的控制作为

春运本质安全预防工作的重点，加大对违法人的责任追究力

度，加强违法的源头控制。杜绝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驾驶员

和车辆参加春运，杜绝行车重大事故，减少各类事故和违法违

规事件。

会议还要求抓好行车安全预控管理、完善应急预案，提高    

应急处置能力。认真贯彻落实“ ”相关要求，加强行车安84220

全动态监管力度，充分发挥车载监控系统作用；做好气象信息

与安全信息的及时发布，落实凌晨 时至 时落地休息制度的监2 5

管；充分考虑春运期间恶劣气候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落实应

急防范措施，做好防滑链、三角木、草等应急物资的配备，努

力提高应急保障能力，全力保障春运工作高效、安全。

（董一鸿）                                            

公司下属各单位厉兵秣马备战春运

腊八送粥 温暖你我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

哩啦啦二十三。”腊八节，每年农历的十二月初八。在这一

天，我国大多数地区都会吃腊八粥，祈求保佑，以庆丰收。岁

终之月称为“腊”：一曰“腊者，接也”，寓有新旧交替的意

思；二曰“腊者同猎”，指田猎获取禽兽好祭祖祭神；三曰

“腊者，逐疫迎春”。

       汽车南站： 一年一度的腊八节如约而至。民间习惯在这一

天喝一碗以八种香谷为原料，香香甜甜可口的腊八粥，预示着

来年蒸蒸日上、五谷丰登，祈求健康吉祥。

为让广大旅客朋友们感受腊八氛围，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服务班携手金峨禅寺、海曙区运管所开展“腊八送粥 温暖3561  

你我”公益活动。 月 日上午 时，汽车南站的候车大厅里粥1 24 9

香四溢， 服务班的姐妹们与志愿者向出行的旅客、归心似3561

箭的回乡游子、保洁人员、大巴车和公交车驾驶员送上一碗碗

精心熬制的腊八粥，传递这份情意浓浓的温暖。

“恩，味道不错，很软糯。”接过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一        

位旅客迫不及待地尝上了一口。她笑眯眯地说道，其实自己家

里也做了腊八粥，看到南站和金峨禅寺搞活动，还是特地来喝

一碗，“喝上一碗腊八粥，行一年好运呢。”虽然今日寒风凌

冽、气温骤降，但浓浓的温情足以驱散严寒，旅客们纷纷兴致

满满地端过工作人员递来的暖心粥。本次送粥活动持续 个多小2

时，共送出十五桶粥，共近 余碗。3000  

                                                                                            （董超）

        汽车中心站： 月 日上午，宁波汽车中心站继往年习俗，1 24

开展了“腊八热粥送上手、吉祥如意放里头、旅途愉快无忧

愁”的腊八节志愿活动。

车站衷心志愿队一大清早准备，及时为来站旅客，站内上        

下工作人员及驾驶员们送去一碗碗精心熬煮的腊八粥，同时，

志愿者们还准备了热气腾腾的老姜茶为他们驱寒。据统计，活

动共送出 余杯老姜茶、 余碗腊八粥。此外，活动同时还500 600

送出了福字、对联 余份，为他们送去了新春的祝福，得到了100

广大旅客的一致好评！

汽车中心站发扬了衷心服务“爱心、真心与诚心”的服务        

精神，在连年庆腊八的活动中，衷心志愿队不仅送出了温暖，

更为旅客们的回家之路带去了舒心和暖心！ （吴琳琳）      

月 日为期六天的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和市        1 13-18

政协会议（简称二会）分别在市政府、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和

雷迪森大酒店召开，外事旅游公司 辆大巴参加了此次“二13

会”保障的运输任务。

作为市政府高规格的会议，外事旅游公司特为“二会”提        

供了高档的车辆、统一的车身，并标配上从事多年接待大型活

动经验的驾驶员。 位驾驶员每天按照组委会时间安排表的要13

求，随时待命于酒店或会场，负责把代表们安全地从入住各大

酒店送至会场，虽然每天行驶里程不多，但待命时间却很长。

当他们一旦接到运输任务，始终能提前到达指定地点，身穿工

作服，手戴白手套，气宇轩昂地站在车门旁恭迎委员们的到

来，为参政议政的代表们保驾护航，成为宁波城市的一道靓丽

风景。

二会期间又时逢雨天，送完委员们进酒店或会场后，他们        

都会逐一对车厢进行清扫拖地，确保车辆整洁，为下一次委员

们的乘坐做好准备。六天来，他们见证了“二会”的圆满闭

幕，同时，作为“二会”服务者的所有驾驶员都倍感荣幸与自

豪。 （外事旅游 董一鸿）                                

外事旅游公司承接市政府“二会”运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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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曙区交通局领导检查汽车中心站春运工作

月 日下午，海曙区交通局副局长张峰在区运管所领导的陪同下一行1 25

来到汽车中心站检查春运各项准备工作。

张峰副局长在中心站经理的陪同下，先后察看了车站售票大厅、查危

台、候车大厅，并到车站会议室召开了春运工作座谈会。会上，张峰副局长

详细听取了车站经理对中心站客流运输、春运加班运力以及安全保障措施等

工作的汇报后，在充分肯定车站各项工作的同时，也对该站春运各项准备工

作进行了部署要求。                          

（                                        汽车中心站 李佳）  

汽车南站 服务班送腊八粥3561 汽车中心站衷心志愿队送新春“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