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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外地出差时，将自己的行李交入住的酒店总服务台保管，当班的服务员清点了物品，为其办理了寄存手续。退房

时，我拿着领取行李的号码牌领取寄存的行李，发现行李已被他人领走。我要求酒店承担赔偿责任，酒店却认为为旅客保

存行李系无偿保管，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酒店的说法有法律依据吗？

答：酒店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酒店应当赔偿您的全部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保管

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

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您陈述的内容，您入住酒店将行

李寄存在酒店的服务台时，当班的服务员也清点了物品，双方之间的保管合同即有效，作为酒店应

当妥善保管好被保存的物品。当您去取行李时行李已被他人领走，酒店未能证明自己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酒店对您的行

李丢失具有重大过失，所以，应当承担您的行李被他人领走造成的损失。（法规信息部 供稿）   

旅客交酒店无偿保管的物品丢失怎么办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引导全体党员自觉践行

初心和使命。 月 日，外事旅游汽车11 13

公司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观看《难忘初

心》系列专题教育片。

《难忘初心》以陈望道、朱枫和邵

飘萍等五位老一辈革命党员为拍摄对

象，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共产

党人在党的奋进历程中披荆斩棘、攻坚

克难的可歌可泣故事，充分展现了早期

中国共产人对党的红色初心和忠贞不渝

的革命情怀。

通过观看《难忘初心》教育片，全

体党员受到思想上的洗礼，不少党员表

示在这些先驱者的身上感受到了共产党

人的崇高品格，他们的关辉事迹值得被

时代铭记。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旨在引

导全体党员牢记自己初心和使命，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责任感，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拓宽公司发展新局面。

（外事旅游汽车公司 张梦娇    ）

外事旅游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观看专题教育片《难忘初心》

汽车东站党总支开展义务劳动活动

为进一步创建安全、文明、规范、洁净的工作与乘车环

境，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结合公运公交志愿者

服务创建活动， 月 日，汽车东站党总支在公运公交象坎场10 20

站开展义务劳动活动，各党支部及各部门志愿者等积极参与此

次活动。

活动中，大家不怕脏，不怕累，挽起袖子、裤腿，弯下

腰，开始劳动起来。有的手持镰刀、铲子，有的徒手拔草，现

场个个干劲十足，劳动场面热火朝天。经过一上午的奋战，该

区域杂草被全面清除，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这次活动，不仅美化了环境卫生，为群众营造了整洁温馨

的环境，还体现了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服务的理

念，同时为创建文明城市助力。（汽车东站 胡晴芳）  

月 日上午，交通运输10 28

部运输服务司领导及专家组成

员一行莅临宁波汽车南站，实

地考察综合运输服务示范城市

创建工作。

在讲解员沈霞波的陪同

下，一行领导先后参观了车站

售票大厅、安检区、候车室、

旅客服务中心等场所。在3561

考察中，沈霞波结合展板详细

介绍了公路客运联程联运、运

游联运等实施情况，展示出汽车南站优质、高效、便捷的综合

客运服务水平。特别是宁波至普陀山的创新运游模式、无中转

换乘的萧山机场和浦东机场直达班线及线上线下联动的 特3561

色服务深受专家组成员的关

注，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此外，由甬舟公司营运的具有

海洋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普陀山

大巴也给专家组成员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创建综合运输示范城市意

义重大，汽车南站将持续推进

各项创建任务，营造出行高效

化、服务优质化的道路运输服

务氛围，努力为打造交通强国

宁波样板出一份力。

股份公司董事长赖兴祥、副总经理杨立君等陪同考察。

（汽车南站 董超  ）

交通部领导莅临汽车南站考察

综合运输服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指导意见》， 月 日，股份公司举办了“不忘初11 17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讲座，此次讲座邀请了宁波市委

党校郑湘娟老师授课，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所属各单位党组织

书记、副书记、委员；各单位、各部门副职以上管理人员；各

控（参）股子公司副职以上委派人员参加了学习。

讲座由股份公司党委书记孙敏钊主持 对于如何开展好主,

题教育，孙书记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紧紧围绕企业改革发展

稳定的中心工作，以党支部为单位，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扎实

有效地抓好主题教育。各支部要通过抓好学习、调研、检视、

整改各个环节，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有担当、攻坚克难有作为、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综合办公室 蔡嘉英）  

为满足鱼山务工人员出行需求，自 年 月 日起，汽2019 11 13

车南站到岱山班车延伸至鱼山，日发共计 个班次，具体为7 6:

、 、 、 、 、 、 。宁波至鱼40 7:55 10:40 11:40 13:00 13:50 14:25

山全程 公里，在途时间约 小时。159 3

出行旅客可在宁波各大车站（宁波汽车南站、宁波汽车中

心站、宁波汽车东站）的售票窗口和“宁波公运”微信公众

号、宁波公运电子商务系统（ ）上购买，也可以WWW.NBGY.COM

下载“巴巴快巴”、“巴士管家”、“携程旅行”、“畅途汽

车票”等 进行购票。APP

（汽车南站 董超）  

月 日起汽车南站到岱山班车延伸至鱼山11 13

股份公司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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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下午，市交通局副局长高云桢带领局运输处、11 20

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宁波汽车中心站

检查文明城市创建迎检工作。

高副局长一行实地考察了车站售票大厅、候车室、发车

区等区域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投放情况、文明新风公益广

告宣传及志愿者服务等情况，详细听取了车站负责人对新一

轮文明城市创建迎检各项准备工作进度的汇报，并对车站各

项工作部署表示了肯定。

同时，高副局长强调，我市正处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关

键时期，务必做好环境卫生、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引导

等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创建工作的紧迫感全力以赴做,

好文明城市迎检工作，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持续巩固

提升。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杨立君，客运中心区域综合管理中心

主任郑伟陪同检查。 汽车中心站 李佳）(    

市交通局领导莅临汽车中心站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月 日， 年浙江省技工院校汽车中心教研组年会在11 5 2019

交通技工学校召开，省教研所、中心教研组以及来自全省 所26

技工院校逾 名领导、专业负责人、专业教师参加了此次年50

会。在开幕式上，宁波市人社局调研员严国璋，股份公司副总

经理吴琰专程到会祝贺，陈俊校长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并向大

家介绍了本校办学的基本情况，省教研所副所长巫惠林作了重

要讲话，就技工院校的发展情况、汽车专业的现状和未来及本

专业教学改革等方面作出了总结，强调各学校要积极参与到世

界技能比赛，把比赛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要积极利用数字技

术引领汽车专业的教学改革，为汽车中心教研组的的下阶段工

作指明了方向。

此次年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安排紧凑。上午 届世45

界技能大赛喷漆项目冠军蒋应成对参赛过程和经验的分享，杭

州炽橙文创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利用 数5G+VR\AR

字技术进行新能源汽修一体化课程及开发情况的介绍，上海飞

扬牧场总经理作的《创新思维与汽车人才培养》讲座，都让人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下午，六所院校代表分别汇报了各自汽车专业人才培养的

模式及推进一体化课改方面的成功经验，并邀请专家进行点

评，这些宝贵的经验和专家的点评为与会代表提供了不同的思

路，受到了一致欢迎。随后，对 年省技工院校汽车专业同2019

课异构竞赛中优秀作品进行了展示，同时对获奖的选手进行了

颁奖。活动最后，省职业技能教学研究所副所长巫惠林，汽车

中心教研组组长李庭斌对过去一年汽车中心组的工作作出总结

与回顾，并对 年中心组的活动进行了布置。2020

（交通技工学校 金耀 沈波    ）

年浙江省技工院校汽车中心教研组年会在交通技工学校召开2019

为积极响应政府行业管理部门要

求，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安全管理

水平，提高风险管控能力，今年以来，

股份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对所属客运单

位的各项基础管理设施设备进行升级改

造。

月初，公司着手开展车载智能视频4

监控报警设备安装推进工作，通过多次

的外出考察及产品测试改进，于 月份启9

动采购计划，采用招标形式，从价格、

技术、售后服务等各方面评比，最终选

定深圳博实结，并于 月中旬正式进入11

安装阶段。该设备集成了基于视觉人工

智能的 驾驶员状态监控系统 、DSM( ) 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等两大智能化主动( )

安全技术，它的推广运用将大大提升公

司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监测与防范，是车

辆动态监控管理的技术革新，也将大大

降低动态监控的误判率和劳动强度。同

时，公司还对监控中心进行监控设备升

级改造，采用智能监控大屏显示墙，提

升对营运客车及驾驶员的监控效率，力

争 月底完成改造并投入使用。11

此外，公司先后在汽车中心站、南

站、东站投入启用 台“人、票、证”安7

全智能识别设备，并对汽车东站查危仪

进行更新换代，这些“智能化”的运

用，不仅有效解决了人工带来的诸多不

便，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效率和安全，进

一步提高了反恐安保管理水平。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智能化”

已逐渐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

个方面，在公司安全管理过程中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体现，对公司安全管理能力

及水平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安全机务部 任慈栋）(    

充分利用科技手段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根据政府及股份公司做好 年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2019

重要指示精神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客运站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成效，汽车中心站于 年 月 日下午，组织开展了“2019 11 7 11.9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演练”活动 车站各部门管理人员及安管,

员、车站员工和安保人员（包括夜间护场人员） 余人参加20

了培训。

培训首先邀请海曙消防大队鄞奉路中队陈国成中队长进

行了现场安全消防相关知识培训，培训紧紧围绕消防基础知

识、消防安全管理、消防灭火设施、火灾报警、火场逃生五大

方面内容进行详细的解读，剖析各类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深

刻教训 传授应急消防安全逃生技能。,

车站安保部还组织员工参加消防安全应急防护技能实践

演练，由负责人普及灭火器的正确使用知识和正确灭火的方法

方式 参演人员都亲自进行现场操作使用了灭火器如何进行正,

确灭火。演练过程中 参与人员沉着冷静，反应敏捷、出色，,

圆满的完成了此次演练。

此次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和演练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员工

的消防意识、遇到突发火灾时的应变能力、自救能力和检验我

站消防安全的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和实战能力。通过此次培训

演练，从理论到实战训练 熟悉必须的应急操作，进一步增强,

了车站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为车站应急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打下好良好的基础。 汽车中心站 苏盈盈）(    

人人关注消防安全 人人掌握消防常识 人人学会逃生自救技能    

——汽车中心站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演练

月 日，汽车南站组织开展第 届站务操作运动会应知11 8 26

培训，针对各部门的岗位特点，就时事政治、行业新规、垃圾

分类、文明礼仪、企业文化、客运业务、行包托运及车站规则

制度进行了重点讲解和培训，由此拉开了今年站务操作大练兵

的序幕。

汽车南站一年一度的站务操作运动会，为广大员工提供了

切磋技艺、展示技能、共同提高的竞技平台，激发了他们苦练

岗位技能的热情，有利于展示窗口工作人员的良好形象和精神

风貌。同时，为车站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旅客服务需求、增强全

员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奠定了基础。（汽车南站 董超  ）

又讯， 月 日，汽车中心站第十六届“衷心杯”站务操11 20

作比武随着应知考试环节的结束圆满落幕。

当日，汽车中心站在站会议室对全体参赛员工就客运相关

法律、法规、时事政治、文明城市创建、企业文化、客运业

务、车站规章制度等方面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和掌握程度进行

了考查。现场，选手们奋笔疾书、一丝不苟，考场秩序井然。

此前，车站对参赛站务员的售检票技能操作熟练度及规范

度进行了现场考查，参赛选手在比武中仪态大方端庄、技能规

范娴熟、动作准确快速，表现出了较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

准。

此次站务操作比武旨在推动站务人员提高岗位操作技能，

细化服务标准，充分调动站务人员积极性，认清自身不足，进

一步激发员工爱岗敬业、争先创优的工作热情，提高服务质量

和旅客满意度。 汽车中心站 李佳）(    

股份公司所属客运站组织开展站务操作比武

月 日上午，股份公司在三楼会议室举办中高层管理人10 27

员培训班，特邀请市总工会心理健康进企业讲师团讲师王超作

“认识自己与成为自己”的主题授课。副总经理吴琰主持本次

培训。他强调，丰富员工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对于提高员工的“幸福感”、提升员工队伍整体素质、促进企

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公司各级管理人员要加强

心理健康的自我调适，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

要关注基层员工心理健康，加强思想教育和心理引导，积极化

解心理健康问题，保持员工队伍的和谐稳定。股份公司各领

导，各单位各部门副职以上管理人员及各控 参 股子公司副职( )

以上委派人员参加本次培训。 综合办公室 林驰烨 ）(      

股份公司举办中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