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春运自 月 日开始至 月 日结束，历时 天。在此期间，公    2018 2 1 3 12 40

司遵照上级有关要求，结合企业实际，以杜绝行车重大事故，减少各类事

故和各类违法违规事件为目标，在所属宁南客运分公司、宇达（兴北）公

司、外事旅游公司、公运公交、汽车南站、汽车中心站等 家客运单位中9

开展了春运安全竞赛活动。活动在进一步落实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

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全力做好 年春运工作的意见》（发改运行9 2018

号）和 年 月 日“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相关要求的基[2017]2274 2018 1 8

础上，根据早预测，早计划，早落实原则，通过总结往年春运经验以及针

对今年特点及早对春运期间公司范围内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部署。

    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断提高综合安全管理水

平， 月 日至 日，公司组织考评小组对本次参赛单位进行春运安全竞3 14 20

赛的考核工作。（下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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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春运 天共计发送旅客 万人次40 72.86

    据统计，春运 天（ 月 日至 月 日）市区四大客运站40 2 1 3 12

客运量共计 万人次，完成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分72.86 1.44

别为去年同期的 和 ；其中节前 天共计发送旅客82.65% 77.49% 15

万人次，完成周转量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为29.44 0.88 74.11%

和 ；节后 天发送旅客 万人次，完成周转量70.08% 25 43.42 0.56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为 和 ；黄金周期间共计发送89.66% 92.92%

旅客 万人次，完成周转量 万人公里，同比分别为7.85 1032.77

、 。春运期间日均投放客车 辆、 万个客80.62% 83.77% 627 2.34

位，同比分别为 和 ；共计发送班次 万个，同76.46% 71.12% 3.46

比为 ；累计完成加班 个班次，加班车发送旅客85.43% 1905 8.14

万人次，同比分别为 和 。今年春运客流客流高峰89.06% 86.78%

日出现在 月 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五），当天售票客运量2 10 2.51

万人次，为去年同期的 。76.84%

   受到高铁动车和私家车的冲击，部分地区客流下降明显： 

安徽省客流量为 万人次，同比为 ；江西省客流量为1.76 81.24%

万人次，同比为 ；苏南地区客流量为 万人次，1.90 72.58% 1.91

同比为 ；上海地区客流量为 万人次，同比为 ；98.48% 2.39 86.97%

杭州地区客流量为 万人次，同比为 ；台温地区客流2.40 81.77%

量为 万人次，同比为 ；余姚地区客流量为 万人4.02 75.61% 0.43

次，同比为 ；慈溪地区客流量为 万人次，同比为37.16% 3.48

。91.47%

金丽衢地区客流量为 万人次，同比为 ；绍兴地    5.48 83.54%

区客流量为 万人次，同比为 ；湖州地区客流量为3.22 79.98% 0.38

万人次，同比为 ；嘉兴地区客流量为 万人次，同比82.75% 1.82

为 。由于今年春节较晚，学生返乡客流集中在 月 日86.61% 1 19

至 月 日，学生客流基本在春运开始前疏运完毕，客流方向1 22

为金丽衢、绍兴、湖州、嘉兴等地区，因此客流下降幅度较

大。

宁海快客由于宁海总站周边公交配套缺失，旅客换乘不    

便，导致客流量下降幅度较大，客流量为 万人次，同比为2.91

。62.53%

舟山地区客流因汽车南站中转换乘功能，客流量较去年略    

有增加，客流量为 万人次，同比 。18.44 103.12%

今年春运客流仍然以学生流、务工返乡流、探亲旅游流为    

主，尤其是学生流和务工返乡流，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安徽、

江西、江苏、湖南、湖北、河南等务工大省以及省内的金华、

衢州、台州、舟山和大市范围内的象山等地。

年春运工作已顺利结束，在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领    2018

导支持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单位、各部门的同心

协力、密切配合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春运中的优点与

不足需要我们不断的总结与思考，积累新的经验，在今后的实

践与总结中不断提升。              （运输业务部  陈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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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无分文的他终于不再漂泊

春运特刊

第五期  

前日上午，汽车中心站服务台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来

电是宁波市江北区的一位民警，咨询安徽蒙城当天的班车信

息。他告诉服务员，有一位蒙城的老人在江北漂泊了好几天，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凑足了回家的路费准备尽早回去。可是

经查询，能到达蒙城的班车当天停班，需要等到第二天。由于

老人没有地方可以落脚，民警开始为此而发愁。

每当遇到这样需要帮助的旅客，衷心服务班的姐妹们总是

默默记在心里，想尽办法要为其提供帮助，经过与车站领导和

同事商量，大家均希望可以一起帮忙助力这位老人回家，最后

决定让专职服务员林娇负责这位老人，全程帮助他。

而后，林娇马上与这位民警取得了联系。收到具体地址

后，便自行导航开车到 几公里外的目的地接老人。10

回到车站已是中午，林娇为老人买好第二天回家的车票，

扛起行李就带着他去了就近的旅馆为他安排住宿。掏钱定房间

的时候，她还不忘跟旅馆的工作人员唠叨几句，希望他们多多

照顾。安排好老人休息，自己又独自跑去附近快餐店买来饭菜

给老人送去，照顾他吃好休息好。

交谈中，老人操着一口浓重的老家方言告诉林娇，他是听

老乡说宁波这边有很多工厂招人，便跟着到这里找事情做，可

是因为年纪大眼神又不好，加上他也不识字，厂里都不招他，

之后就跟老乡走散了。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在江北风餐露宿漂

泊，幸亏遇上好心人帮他联系了民警，这才与家人取得了联

系。

由于旅馆就近车站，林娇叮嘱老人第二天只要在中午 点11

前到车站候车就好。第二天，由于回家心切，老人提着行李一

早就到了车站。林娇一见老人身影，便安排他到照顾专座休

息，自己又跑去了旅馆办理退房手续。眼看到了中午，林娇放

下手头的工作，再次跑了趟快餐店为老人送去饭菜。

终于到了发车时间，林娇早早等在检票口为老人提行李送

上车。安排好老人坐下，她又急匆匆找到驾驶员，叮嘱驾驶员

路上一定多照顾老人。细心的她同时与老人的家人取得了联

系，约定好接老人的时间与地点，希望老人安全顺利到家。

直到第二天早晨 点多，林娇接到了老人已平安到家的电5

话，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老人不会说普通话，但他离开

前那拉着林娇的手，和望着她流露出的那深切感激的眼神，是

林娇永远不会忘记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她觉得，这一切都

是值得的。                

（汽车中心站 王萍 李佳）                       

汽车南站“妈咪暖心小屋”温馨再现
为全面加快落实母婴设施建设，减少年轻妈妈们旅途中的    

不便，汽车南站将候车室辟出一角来加以装点，终于拥有一个

独立、私密、干净、舒适、温馨、安全，充满文化气息的“妈

咪暖心小屋”。

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汽车南站崭新的“妈咪暖心小    

屋”正式对外开放。小屋的书架上放置了母婴书籍、刊物，右

手边是一张婴儿床，配有毛绒婴儿玩具，整洁而舒适。此外，

小屋还配备了尿布湿、防溢乳垫、一次性母乳储存袋等常用物

品，可供妈妈们清洁、消毒、背奶之需。“孩子估计拉了，需

要换尿不湿，这里有母婴室，真是太方便了！”一对年轻的夫

妇抱着不到周岁的婴孩直奔小屋；“在孕期情绪容易波动，而

且有时人多处还会缺氧，这小屋很安静，坐一会休息一下，整

个人都放松了很多。”已有 个月身孕的待产妈妈说道，“这8

小屋设在洗手间边上很容易找到，而且挺私密挺干净，以后生

了宝宝，来车站坐车还可以到这里哺乳，真的挺好！”

汽车南站的“妈咪暖心小屋”里传递着浓浓人情味，不仅    

为“二孩时代”妈妈们在出行中解决给孩子哺乳、换尿布等难

题，让母爱不再羞答答，同时也成为一个分享、交流、传授育

儿知识的平台。 （汽车南站 沈霞波）                    

公司组织开展春运安全竞赛考评工作

因为平凡 所以伟大  
春运期间即使在南方的宁波， 度左右的气温。很多人也     0

都想在空调房间躲避那寒气。但是，在汽车修造公司有这样一

群人，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冰雪霜冻。他们穿着单衣单裤，手

里拎着机具扳手钻到车辆底下冰冷的水泥地上，拆卸清洗零部

件，满身的油污味，在寒冷的冬天却也能汗滴浑洒……

张国成，一名普通的机修工人。从当初的技校生到如今的    

老师傅。岁月改变了年龄，改变了容貌，唯一不变的是他的敬

业。寒气映衬着他脸上泛出的汗珠。他专注的眼神，诠释了真

正的敬业与责任。因为敬业，所以伟大！

他们说“春运维系千万家庭，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参与，经    

我们维修的每一辆车，就不能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

的确，他们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伟大！远离家乡的他们    

在春运期间坚守着一线，默默的散发着余热，彰显着自我的价

值。 （汽车修造公司 姜莹）                             

考评小组在公运公交进行春运安全竞赛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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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中心站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

月 日上午，根据公司党委部署，汽车中心站党支部在会3 15

议室召开 年度组织生活会。2017

首先全体党员学习了十九大报告中的“八个明确，十四个

坚持”等相关内容；随后对组织生活会的各项事宜和 年度2017

支部工作作了汇报总结；同时对照党支部书记职能职责要求和

工作完成情况，深入进行党性分析，查找了思想、组织、作

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并深刻查摆剖析，针

对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了具体整改措施。

会上，班子成员一一进行对照检查，查找自身存在的问

题。全体党员认真按照要求逐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紧密联

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实事求是，找不足、找差距、找问

题，并深刻剖析了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

向和整改措施，起到了统一思想、增进团结、寻找差距、共同提高的目的。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要加强学习，不断转变思维方式，树立标杆和榜样作用，实事求是查摆问题，根据实际分析原因，明确落

实整改措施，努力为推动企业全面发展做出新贡献。 （汽车中心站 李佳）                                       

                             

为迎接“ ”学雷锋纪念日的到来， 月 日上午，汽车南        3·5 3 1

站以传承和弘扬精神为主题，以社会公益服务为载体，携手宁

波站区域党群服务中心、铁路宁波站综管办、区交通局、区道

路运输管理所、轨道交通、区人防办、蓝精灵志愿服务队、麦

当劳汽车南站餐厅、大红鹰学

院志愿者等团队组织，共同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争当时  

代新雷锋”大型志愿服务活

动。

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和铿锵        

的鼓点，腰鼓队精彩的开场表

演拉开了活动序幕，现场气氛

一片欢腾。志愿者们满怀热情

地投入到学雷锋活动中，交通

旅游咨询、安全知识宣传、免

费测量血压、零钱兑换、爱心

捐助、法律咨询……过往旅客和行人纷纷驻足参与，红飘带们

耐心细致地一一答疑解惑。“小朋友真乖，就这样坐好，别乱

动哦！”免费理发深受旅客的追捧，这已经是车站工作人员李

建锋的第五位服务对象了，“理发手艺一直没丢，每次义务帮

他人理发，挺开心的。”虽然脑门上早已热得渗出了涔涔汗

水，但小李依旧沉浸在剪刀的一起一落中。学雷锋的歌曲萦绕

在站前广场上，红飘带在人群中往来穿梭，志愿者们都以实际

行动践行着雷锋精神，各方团队

力量在甬城窗口汇聚，传递着宁

波大爱和文明新风。

雷锋精神是一面永不褪色的        

旗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期，我们更应时刻铭记雷锋精

神，倡导“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汽车南站

作为学雷锋志愿服务基地，3561

雷锋精神薪火相传，我们将把崇

高的理想落实到本职岗位上，继

续深化拓展学雷锋活动，推动学

雷锋活动常态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新时期雷锋精神

的践行者。

（汽车南站 董超）                                 

汽车东站开展《厉害了 我的国》观影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怀着不畏艰险、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美好        

情操，缔造出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月 日下午，汽车东站党总支组3 6

织全体党员前往电影院观看《厉害了，我的国》。影片不仅记录了中国

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等一个个非凡的超级工程和引领人们走向新

时代的里程碑般的科研成果。同时影片还将个人在工作岗位上的奉献和社

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呈现出全国人民积极自信、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当一幕幕壮观恢弘的航拍镜头从眼前掠过，中国力量、大国雄姿带来的震

撼与自豪感扑面而来。不少党员看完电影后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纷纷感

触地说：“为祖国疯狂打 ！”“这电影超正能量，召唤我们不忘初call

心，用奋斗书写无悔人生” 。  （汽车东站 胡晴芳）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争当时代新雷锋    

宁南客运分公司召开春运安全总结会议

    月 日，在 年春运即将结束之际，宁南客运分公司在3 9 2018

进行一月一度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台账考评的同时，召开了2018

年春运安全工作总结会议。

在会议上，各部门负责人对春运期间的工作，包括车辆机

务检查、车辆安全设施设备检查、驾驶员安全教育、春运期间

停复班计划等，系统地做了汇报。

宁南客运分公司分管领导对各部门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同        

时也指出了各部门工作上的不足之处，提醒各部门需立即进行

调整整改，合力做好“春运竞赛活动专项台账”。最后，他提

醒各部门，春运工作还未结束，大家不能够放松，要再接再

厉，全力完成 年春运工作。2018         

                                                     （宁南客运分公司 金龙波）   

美丽的中国梦一个都不能少

——品牌车队参加触摸春天盲人旅游节活动 

月 日，绿叶车队和平安和谐示范车队出动 辆出租汽车免费    3 17 6

接送盲人朋友，连续第十年参加今年由宁波市 热线服务中心、81890

宁波市光明俱乐部、宁波市交通警察局、宁波市出租汽车协会党总

支、工会联合会、镇海区澥浦镇人民政府、郑氏十七房有限公司等

单位主办的第十届 触摸春天 盲人旅游节社会公益活动。" "

三月虽已是早春，但清晨仍有一丝寒意。参加活动的 位出租汽    6

车驾驶员志愿者一个个身穿志愿者背心，他们热情高涨，奉献爱

心，通过点对点联系奔驰于市区各地的盲人家庭，安全接送 名盲12

人朋友准时到达集合，然后又陪着盲人朋友进入镇海郑氏十七房旅

游景点游玩。

触摸春天爱的故事延续十年，出租汽车驾驶员志愿者奉献爱心    

延续十年并将继续下去，他 她 们异口同声地说：“美丽的中国梦( )

一个都不能少！” （出租车公司 胡潇滢）                     

公司开展女职工庆“三八”

文化体验活动
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营造欢    

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丰富公司女职工业余文化

生活，公司工会与宁波旅游集散服务中心组织举

办“拥抱春天，活力人生”为主题的女职工庆

“三八”文化体验活动。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

体验活动分两批次进行，其中共有 人参加 月98 3 8

日的象山东旦沙滩、海上影城换装体验活动；22

人参加 月 日的北仑九峰山赏梅体验活动。3 9    

（公司工会 乐京华）                         

热情服务 保驾护航  

每年春节过后，太平鸟集团就会招收大量的外地务工人    

员，为锻炼新入职员工的意志力和执行力，他们都会租用外事

旅游公司的车辆组织办公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到异地进行拓展

训练。今年已是太平鸟集团连续 年租用外事旅游公司的大巴6

车。

今年太平鸟将在开化展开为期四天的拓展训练，从 月 日    2 26

至 月 日，此次行程共需 辆 座大巴车，接送员工 余人。3 1 13 53 600

每年太平鸟公司拓展训练任务十分艰巨，这也势必增加了驾驶

员们的工作强度。驾驶员们根据太平鸟公司军训项目组的要

求，每天 点半起床前往住宿基地等候，将军训组成员送至拓展4

地，再根据当天训练结束时间将他们送回基地。

月 日当天，驾驶员们一大早将员工们送至野外进行徒步    2 27

公里的拉练，根据员工的徒步行走进度在指定地点等候。74.7

由于长时间在荒郊野外行走，有的员工在下半夜才完成整个徒

步训练到达指定地点，驾驶员们为让员工提前休息，于是每批

人数达到 多人就分批拨送到住宿点，虽然路程不多，但拓展20

培训地都是比较偏僻的山区里，且路况复杂，也给安全行车也

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为此驾驶员们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确保

平安运送他们到住宿地。等拨送完所有员工已经是 日凌晨 点28 2

多，他们为服务好所有的客人，饱受着山区严寒冰冻天气的折

磨，忍受风餐露宿的苦痛，安全运送客人至住宿地。

近日外事旅游收到来自太平鸟集团公司下属的商学院军训    

项目组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热情服务、保驾护航”，

这是对驾驶员们辛勤付出的肯定和赞赏，也是为了今后的再次

合作奠定了基础。       

（外事旅游 董一鸿）                                 

（上接第三版）从考核情况看，各单位对今年的春运安

全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通过抓好安全教育、安全检查

和现场管理、源头管理、重点管理、档案台帐管理等各

项工作的落实，从而克服了春运持续时间长，客流高峰

突出、气候多变、不确定因素多等困难，使公司春运期

间的行车安全形势保持了总体平稳的态势。

春运虽已结束，但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公    

司要求所属各单位继续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方针， 通过总结春运安全管理经验教训，落 

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并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要求，发扬、深化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分析、研

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理顺安全管理体制，完善管理机

制，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保持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

稳定，为社会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的稳定好转作出企业应

有的贡献。 （安全机务部 张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