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节前及春节黄金周安全生产基本情况，公司范围    

内未发生治安、刑事事件及工业、消防安全生产事故，安

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节后安全生产任务、环境均较节前发生较大变化，返程客流不断增加，倒加班车辆增多且经过春节假日，个别驾驶员疲劳驾驶    

和超速等可能性也不断加大。为此，公司要求，各相关车辆单位继续落实各项措施，抓好节后行车安全管理预防工作。首先是积极

落实好大检查、大整治活动的“回头看”工作，切实加强驾驶员及节日复班车辆管理工作的责任落实；其次是继续利用现场管理措

施对所有的重点人员、车辆进行检查，对驾驶员进行教育、引导，并确保节前张贴的警言标语齐全完好；再次加强车辆动态监管，

充分利用车辆动态监控设备与科技管理手段，加强对凌晨 时至 时停车休息制度和接驳运输规定落实情况的监管；最后公司要求各2 5

单位要继续根据春运安全竞赛提出的措施，并及时总结当前安全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特别是要以长途、超长途车辆为重点，继续

狠刹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现象，坚决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不留安全隐患，对个别未按停复班计划执行而潜在安全隐

患的车辆更要分析原因，纳入重点管理范围，开展针对性管理。

公司通过各项措施的有效执行，力争为今年春运安全划上圆满的句号，也为全年安全生产奠定良好的基础。               

（安全机务部 张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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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春节黄金周（ 月 日— 月 日）期 2 15 2 21

间，公司共计发送旅客 万人次，为去年同期的7.85

，完成周转量 万人公里，为去年同期80.62% 1032.77

的 。83.77%

今年黄金周期间客流整体呈下降趋势。随着高    

铁动车运能持续增加，铁路沿线班线尤其是杭州地

区、上海地区、金丽衢地区、台温地区、苏南地区

等客流造成持续冲击。近年来民航进入高速发展阶

段，乘坐飞机出行已成为旅客的常规选择，分流道

路长途客流。

此外，网约车发展迅猛。除顺风车等网约车平    

台外，不少旅客开始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个人拼车，

尤其是大市内、省内以及邻近省份如安徽、江苏等

地中短途客流受到较大影响。由于受到铁路运能增

加以及网约车、顺风车等影响，今年中长途省际班

线退票数量明显增多（尤其是 小时内网上退24

票），导致正班车上座率降低，给加班车组织带来

新的问题。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黄金周期间天气多阴    

雨，影响前往舟山等宁波周边地区旅客出行。

从支线客流看，除象山、慈溪地区外，宁海、    

溪口、奉化等大市内班线同比均下降 以上；市际30%

班线杭州地区同比 ，上海地区同比 ，71.84% 97.72%

舟山地区同比 ，金丽衢地区同比 ，台92.26% 88.84%

温线 ，绍兴地区同比 ，嘉兴地区同比82.37% 85.76%

。86.13% （运输业务部 陈桦）              

市委书记郑栅洁莅临汽车南站

慰问一线岗位人员

月 日上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郑栅洁，市委常委、    2 14

秘书长施惠芳，副市长褚银良等一行在行业领导的陪同下莅

临汽车南站，看望慰问坚守春运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

郑书记一行先后走访售票大厅、候车室、 旅客服务    3561

中心等区域，认真听取了汽车南站负责人关于节日工作、暖

冬行动、志愿服务等内容汇报，深入了解工作人员的岗位工

作内容以及优质服务开展情况，并向他们送上了节日的问候

和祝福。慰问现场，郑书记对候车室内正在进行的新春送福

活动表示认可，勉励大家发扬勤勉的担当精神和无私的奉献

精神，全力做好春节期间的旅客运输工作，为平安春运、便

捷春运、满意春运保驾护航。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赖兴祥，副总经理杨立君陪同检    

查。                              （汽车南站 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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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班携手甬舟至心客运班线开展“喜迎元宵 共享欢乐”活动3561  

春运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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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灯节”、“上元节”，

民间有赏花灯、猜灯谜的风俗。 月 日，汽车南站 服务班3 2 3561

携手甬舟至心客运班线开展“喜迎元宵 共享欢乐”活动，让 

广大旅客有机会亲身体验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热热闹闹欢庆

元宵佳节。

朱家尖班车内， 服务3561

班与“甬舟至心”工作人员用一

盏盏红灯笼扮靓车厢，为旅客们

送上小礼品和节日祝福，并邀请

大家拍下迎元宵的精彩瞬间。车

厢里一片欢声笑语，充满了节日

的喜气。

在汽车南站候车大厅 ，

服务班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3561

别样的文化盛宴。趣味盎然的猜

灯谜活动一开场，便吸引了众多

旅客积极参与。百余条灯谜悬挂在精心布置的红灯笼上，旅客

们有的与小伙伴窃窃私语，有的望着灯谜苦思冥想。“妈妈，

你说答案是不是雪花啊？”“爸爸，我猜对啦！快看这是阿姨

送我的玩偶！”活动现场，通俗有趣的参与形式深受旅客欢

迎，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尤其高

涨，纷纷拉着爸爸妈妈一起猜谜。

候车大厅里其乐融融，不时传出欣

喜的欢呼声，猜对谜底的旅客开心

地挑选礼品，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

的气氛。

汽车南站 服务班与甬舟至3561

心客运班线精心策划迎元宵活动，

不仅营造了喜庆的节日氛围，更有

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广

大旅客在欢享佳节的同时感受甬城

的热情和民俗文化的魅力。   

（汽车南站 董超）               

他们最值得收获“敬业福”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人们辛苦一年期盼的    

就是一家团聚。可当别人幸福平安欢度春节时，有一群人却在

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是最值得收获“敬业福”的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地不断提高，很多家庭已不再局限于走    

亲访友，而是趁团聚时刻选择与家人出游欢度春节，这对外事

旅游公司来说，注定又是一个繁忙的假期。接驳集聚和分流游

客是集散中心推出的一个便民举措，也是游客吸睛的一个亮

点：让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星级的免费接送服务。散客集

散地通常设在宁波、余姚、慈溪、镇海、北仑和奉化等宁波周

边，为方便游客出行，外事旅游公司对游客实行免费接驳服

务。每天凌晨四点多，驾驶员根据集散中心与游客约定的时间

分不同线路到以上几个点沿途接人，然后把游客汇集到规定的

停车点，根据客人旅游线路，把他们送至车上。回程时由于游

客旅游地点和回程时间节点不同，大大增加调度调拨车辆运作

以及异地指挥的困难，调度只能通过 定位系统确定车辆运GPS

行动态，再根据每辆车上游客下车地，指挥驾驶员对车上游客

进行分流到指定的接驳车上。虽然处处充满考验，但驾驶员还

是认真听指挥，除了现场就近分流接驳外，尽量沿途将游客送

至指定的下车点，让他们顺利回家。

据统计，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该公司共发送散客人数    

人，旅游用车包括一日游、二日游和三日游 辆，接驳8805 165

分流游客 辆次，其中旅游最高峰在正月初四，当天用车197 68

辆，共发送 人。看似简单数字的背后，却凝聚着业务人3060

员、驾驶员们及后勤保障部门多少的心血和精力。连续十几天

来，大家每天披星戴月工作到半夜，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才回

家。

作为外事人，他们的春节比平时更忙，没日没夜地坚守在    

岗位上。当人们万家团圆时，他们却不得不舍小家顾大家，尽

职尽责奋战在交通一线。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奉献牺牲，游客

们的春节才过得舒心、愉悦和安全。 （外事旅游 董一鸿）   

节后收心鼓干劲

抓好安全开好局
浓情元宵 颗颗真情 

——汽车东站开展元宵节赠汤圆活动  
月 日上午，正值元宵佳节，汽车东站联合鄞州交通运输局    3 2

团委、鄞州区运管所团支部在候车大厅开展“浓情元宵，颗颗真

情”温馨送汤圆活动。

“师傅，元宵节快乐”、“阿姨，趁热吃碗汤圆吧”，志愿    

者们一边递上热乎乎的汤圆，一边道出节日祝福。“又是奋斗拼

搏的一年，在家里来不及过元宵节，没想到能在这边赶上，心里

真的很开心”、“汤圆很好吃，和家里的一样”，旅客纷纷驻足

品尝，称赞，还不忘拍照、发朋友圈。此次活动共送出汤圆300

份，品尝者包括旅客、环卫工人、公交驾驶员和车站工作人员。

在喧喧嚷嚷大厅中，伴着汤圆的飘香，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真切

的感受到了宁波“家”的温馨，在每一份汤圆中，收获团团暖

意。 （汽车东站 胡晴芳）                                   

汽车中心站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为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营造向善向上的社会氛    

围，提高旅客禁毒意识和抵制毒品能力， 月 日上午，宁 2 27

波汽车中心站联合宁波市禁毒办、海曙区禁毒办组织开展了

以“人生事业再成功，染上毒品一场空”为主题的禁毒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禁毒志愿者悬挂起禁毒标语，搭起咨询台，  

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停留，营造出了浓厚的宣传氛围。宣传

过程中，志愿者耐心细致地向过往旅客普及毒品危害、防毒

常识、以及禁毒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积极地向旅客分发各

类禁毒宣传单和宣传手册。通过与旅客面对面地讲解，告诫

旅客自觉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汽车中心站 苏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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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推荐《善待你所在的单位》

善待你所在的单位！

如果你是小草，单位就是你的地。如果你是小鸟，单位就

是你的天。如果你是一条鱼，单位就是你的海。如果你是一只

狼，单位就是你跃马驰骋的战场。家庭离不了你，但你离不了

单位。

没有单位，你，什么也不是！

单位是你和社会之间和他人之间进行交换的桥梁。单位是

你显示自己存在的舞台。单位是你美好家庭的后台。单位是你

的竞技场、练兵站、美容室、大学校！单位是你提升身价的增

值器，单位是你安身立命的客栈，单位是你和你的另一半对峙

的有力武器，单位是你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发言权。

在单位要学会珍惜。

一是珍惜工作。

工作就是职责，职责就是担当，担当就是价值。感谢那些

让你独当一面的人，感谢那些给你压力的人，感谢给你平台的

人。因为那是机会，是信任，是平台，是发言权。

二是珍惜关系。

单位的各种关系一定要珍惜，宁可自己受委屈也尽量不争

高低。一个人只有能够处理好和自己有工作关系的关系才叫能

力。没有工作关系的关系，只是吃吃喝喝、玩玩耍耍，那不属

于单位关系。

三是珍惜已有的。

在单位你已经拥有的，一定要珍惜。也许时间久了，你会

感到厌烦。要学会及时调整自己，使自己在枯燥无味的工作面

前，有一种常新的感觉。你已经拥有的，往往失去了，才会感

受到价值；而一旦失去，就不会回来，这往往让人抱憾终生。

在单位最忌讳三点：

一是把工作推给别人。

工作是你的职责，是你立足单位的基础。把属于自己的工

作推给别人，不是聪明，而是愚蠢，除非是你不能胜任它。推

诿工作是一种逃避，是不负责任，更是无能，这会让别人从内

心深处瞧不起你。

二是愚弄他人。

愚弄别人是一种真正的愚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尤其

是对那些信任你的人，万万不可耍小聪明。长期在一起共事，

让人感动的是诚恳，让人厌恶的是愚弄和虚伪。

三是沉不下心来。

沉不下心来是在单位工作的大忌。单位不是走马观花，而

很有可能是一生的根据地，是一个人一辈子存在的证明。要沉

下心慢慢干。有机会了也不要得意忘形。没有机会或者错过了

一个机会也不要患得患失。最后的赢家往往是那些慢慢走过来

的人。

单位无论大小，一把手只有一个。那些能够在一把手面前

推荐你，说你好话的人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在单位要克勤克

敬，兢兢业业，而不是耍赖撒泼，妄自尊大。单位的本质从来

不按年龄的大小排序，而是按职务排序，谁以自己的年龄大小

来说事，谁就是真正的傻瓜。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年龄大而从

内心深处敬重你。那些对年龄的尊重只是一种表面的应酬。

在单位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优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

万万不可互相轻视，那是自相残杀。在单位能多干一点就多干

一点，总有人会记得你的好。在单位千万不可以带一个不好的

头，不要破坏单位的规则。那样就是拆一把手的台，也就是拆

自己的台。一定要把属于私人的事限制在私人的空间。否则，

关键时刻没有人认可你。在单位要尽量远离那些鼓动你不工作

的人，鼓动你闹矛盾的人，那是在让你吸毒品。

在单位永远不要说大话，没有人害怕你的大话，大家只会

瞧不起你。维护自己的单位，维护自己的工作，维护自己的职

业。如果你仅仅是为了玩耍，请你不要在单位里。你若是单位

的草，那单位就是你的地。单位离开谁都能运转，但你离不开

单位，你要努力证明，你在单位很重要。

 

              

春节临近，在甬务工的异乡人早已归心似箭。今年，北仑        

申洲针织有限公司连续第 年组织大巴车，送 万多名员工回乡8 1

过年。

经多方努力，外事旅游、北仑长运分别承接了部分北仑申        

州织造有限公司外来务工人员的返乡包车业务。为做好此次返

乡包车工作，两家公司前期投做了大量的准备，选派驾驶经验

丰富的驾驶员，现场发车送民工安全回家过年，也为今后民工

返乡包车业务发展打下基础。

外事旅游公司为顺利完成这次返乡包车运输任务， 月 日        2 11

吴宏亮队长连夜对第一批前往重庆的 多名参加外来务工人员20

接送的驾驶员召开了会议，对照申州公司接送事项和要求，对

驾驶员提出了操作流程和服务标准。北仑长运公司带队人员也

向驾驶员们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遵纪守法，安全驾驶，将一

车乘客平安顺利地送到目的地，让申洲公司员工都能过上一个

欢乐团圆年。

日一早，所有运营车辆准时到达申州公司指定的员工上        12

车区域，按车辆编号有序停放好车辆。现场人声鼎沸，返乡民

工早已按耐不住激动的回乡心情，一个个都洋溢着开心的笑

脸。驾驶员们根据民工返乡站点由远至近地搬运、归置好行

李，叮嘱他们回程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和保管好随身物品。

当民工们陆续上车之际，驾驶员们积极配合交警和运管执法人

员对车辆和驾驶员资质的检查以及上车人员的核对…… 个多小2

时里，驾驶员们按照操作程序一丝不苟地规范作业，直到顺利

发车。这次返乡包车工作为时两天，外事旅游共发送 辆大巴21

车，载有 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分别前往重庆和江西的周边1000

区域。北仑长运共发送 辆大巴车，运送 余人。6 300
（外事旅游 董一鸿 北仑长运 姜宇）                         

公运公交邀请外地驾驶员家属来甬团聚过节
春节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是不少外出打工者的心愿，但由于公交行       

业工作的特殊性，为了甬城百姓的出行，公司很多的外地驾驶员都选择了留

甬过年，为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公运公交特地邀请留甬驾驶员家属来甬团聚

过年，并且为家属们支付了来回车票，让员工感受到公司的贴心与关怀。

月 日晚上，公交公司还宴请外来驾驶员家属及驾驶员代表吃年夜        2 13

饭，并在现场向大家赠送了慰问品，同时，向对在背后支持驾驶员工作的家

属们表示感谢，并致以新春的问候。聚餐结束后，家属们纷纷表示这种关怀

与贴心令人倍感温暖，说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接收到这样的邀请，回去后做

好后勤保障，照顾好家庭做一个贤内助，免去老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公

司能踏踏实实工作，安安全全开车。                                （公运公交 陈昊）  

阖家团聚才是年
                              ——外事旅游、北仑长运全力保障申洲公司员工安全返乡

汽车南站增开夜间班车啦
为迎接节后返工返岗客流高峰，全力做好到甬旅客的接驳    

中转任务，宁波汽车南站于 月 日（初七）起，开门营业时间2 22

调整为 — 。同时，对宁波至宁海（途径奉化、尚田、5:00 23:30

西店、梅林），宁波至象山、石浦，宁波至舟山（定海、新

城、沈家门）增加夜间班车，末班发班时间为 ： 。23 30

月 日初七，午夜时分的汽车南站售票大厅依旧灯火通    2 22

明，不少返程旅客正有序地排队购票。“我和老伴下了火车就

看到大屏幕上写着汽车南站有夜间班车，我俩二话不说就跑来

南站了。没想到大晚上的还真有，这下可以直接回家，不用在

宁波住一宿了。”一对归心似箭的夫妻拉着行李箱从火车站往

汽车南站赶来，得知前往宁海仍有班次，夫妻俩欣喜万分。候

车大厅里，中转返程的旅客们悠然自得地等待检票，“去年我

和老乡就坐过夜间班车，今年依旧这么方便，再也不用熬通宵

等车了。”旅客们纷纷为夜间班车点赞。 

为更好地做好宣传告知工作，汽车南站不仅加强自媒体微    

信、微博、新闻媒体等的宣传，而且在铁路到达层“综合运输

服务咨询处”编制了显示屏内容，对营业时间调整和夜间加班

车广而告之，确保到甬旅客能及时知晓。据统计，夜间班车开

通的第一天，汽车南站共发夜间班车 班，发送旅客 人，为6 176

广大乘客出行提供了便利，有效避免滞留现象发生，受到了旅

客们的欢迎和认可。        

（汽车南站 董超 沈霞波）                                

“申洲”外地员工开心地踏上了回家过年的旅程

宁南客运分公司加强车辆普查确保节后春运安全

春节假期 短短几天 转瞬即逝，在与家人团聚和外出旅游    , ,

后，许多人都陆陆续续踏上了返程路，汽车客运又将来临一个

返程高峰期。

为了保障 年春运工作安全进行到底 确保所有客运车辆    2018 ,

技术状况良好，安全、高效地保障旅客安全出行，宁南客运分

公司修理厂特别要求安检人员沈建波等人员严格执行安全例保

检查制度，并加派技术人员，共同组成春运机务普查小组 在, 2

月 日至 月 日对高速车队车辆的安全部位进行一次机务普22 2 23

查，特别是横直拉杆、方向、刹车、线路、轮胎、安全带等安

全部位进行一次拉网式的安全摸底和排查。

在这次机务普查中，共查高速车队客运车辆 辆，检查率    76

。其中 辆车有故障，其它车辆技术状况都完好。对检查出100% 8

来存有故障的车辆让驾驶员立即到修理厂修复，修复合格率

。通过这次机务普查，及时消除了车辆安全隐患，为宁南100%

高速车队在这次节后春运的行车安全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确保节,

后春运期间万无一失，使广大旅客得以安全及时地乘车返

程。                        

（宁南客运分公司 潘均高）                               

慰问春节在岗人员

寒冷冬日情暖人心
春节期间，车辆急救公司心系一线坚守岗位的    

员工， 月 日至 月 日该公司领导班子一行前往2 11 2 16

杭州湾、舟山、甬金、宁波北、东钱湖、横街、象

山大桥等急救站，看望慰问春节坚守岗位的施救人

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急救公司负责人为他们送上面、花生、瓜子、    

水果等慰问品，并对一线员工顽强拼搏的精神给予

了肯定，同时还要求他们在施救过程中，做到先防

护后救援，落实三不伤害原则，努力做好春运应急

准备工作。对所有车辆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

安全隐患的车辆及时修复，确保车辆随时能拉得

出，用得上。 （车辆急救 夏盛）               

    《善待你所在的单位》是人民日报推荐的好文。在今年公司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董事长、总经理赖兴祥同志把这篇文章

作为自己讲话的一项内容，与班子成员一起进行了学习和心得交流。

他建议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全体员工抽时间认真阅读、潜心感悟、对照自省、积极践行，善待、珍惜所在单位与工作岗位，

用自己的辛勤付出、努力工作，去维护好、打造好、发展好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平台——宁波公运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