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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约束驾驶员驾驶行为 宇达公司和兴北公司耗, 

时一个多月，全面安装智能视频监控报警系统，确保道路运输车辆安全行驶。

智能视频的运用，将有效遏制和减少驾驶员因不安全驾驶行为发生道路运

输事故，降低事故发生率，从而提高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由于宇达与

兴北公司承包的车辆较多，有些承租人和驾驶员对此项工作不够了解，有的不

情愿配合此项工作，还有部分长途班车回程时间不确定等等的因素，都会影响

延误安装工作的进度。为此，两家公司多次召 专门会议，讨论解决安装工作

中的要点、难点。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时间，逐条班线电话通知承

租人，介绍智能视频情况，并与班线驾驶员确定安装时间，现场监督安装情

况。

在 年春运前，宇达和兴北公司完成了所有班车的智能视频系统监控的2020

安装工作，宇达公司完成 辆班车的智能视频安装，兴北公司完成 辆班车的智能视频安装。87 81                    （宇达公司 李秦）    

       

牵手智能视频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到，粥 

飘香！”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腊八节。这 

一天，我国南北方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 月 日，又一年的腊1 2

八节到了，公司所属汽车站纷纷 展腊八送粥活动。

汽车东站联合公运公交 展“腊八送热粥，浓情暖寒冬”

活动，为来站乘车旅客、周边公交驾驶员、环卫工人奉上一碗

暖心腊八粥。志愿者们一早抵达熬粥现场，将 桶热气腾腾的2

爱心粥送到东站，活动现场，夸赞声和感谢声不绝于耳，据统

计，截止活动结束，共送出 余份腊八粥，为这个寒冷的冬200

天再添温暖。

汽车中心站候车室和善园共同举办了腊八节爱心施粥公益

活动。参与的志愿者们一早 始忙碌，分组、分工为在外打拼

准备回家的旅客、忙碌在车站岗位上的交通人、辛苦在一线的

环卫工人送去一碗碗热腾腾的腊八粥和节日暖暖的问候。腊八

粥不仅让领受者喝出了香浓醇厚的年味和浓郁的民俗文化，也

让他们在旅途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据统计，活动两

小时共免费送出爱心腊八粥 余份，受到了广大旅客的热烈500

称赞。

汽车南站 服务班携手金峨禅寺、宁波善园、海曙区运3561

管所 展“情暖冬日 爱心腊八”活动。一大早，工作人员早 

已忙碌起来，拉海报、搬粥桶、备餐具、分发爱心粥。在站前

广场、候车大厅、地下到达层等处，工作人员们热情地为出行

旅客、返乡游子、驾驶员们递上精心熬制的腊八粥，向他们送

上新年的问候。腊八粥材料丰富、粥香诱人，旅客们放下行李

细细品尝，纷纷朝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夸赞“味道交关

好”“粥熬得浓稠软糯”。一碗碗香气扑鼻的腊八粥，既饱含

冬日的温情，也浸透着浓浓的年味儿。

热粥驱寒气，真情暖人心，一年一度的腊八送粥活动，不

仅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寄托着新的一年里美好祝福。

（汽车东站胡晴芳 汽车中心站李佳 汽车南站董超 许怡琼）   
年 月 日上午，公司召 年年度工作暨春运动员会2020 1 6 2020

议，会议由副总经理杨立君主持。

会上，总经理王玉忠首先作行政工作报告，对公司 年各2019

项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对 年度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2020

随后，副总经理杨立君代表公司与汽车中心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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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任书，对 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安全生产月优胜2019

单位、安全行车三百万公里驾驶员进行了表彰。副总经理吴琰作

年春运工作动员报告。党委书记孙敏钊部署了 年党建工2020 2020

作。 

会议 后，董事长赖兴祥发表重要讲话，他深入分析了公司

当前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号召全体干部员工牢记“创造财富，服

务社会，关爱员工，回报股东”的企业使命，以“百年公运奔永续”的愿景为指引，大力弘扬企业为重、事业为先、创新驱动、奋

发向上的事业观和价值观，不断提升干事创业的初心和使命感，为公司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取得新的更好成绩而共同努力！

公司所属各单位、各部门副职及以上人员，控参股子公司副职及以上委派人员，受表彰人员、公司本部管理人员 多人参加本90

次会议。                                                                                                                                                                        （综合办公室 林驰烨）  

春运来临之际，公司总经理室高度重视，本着“早计划、早部署、早

落实”的原则，分别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和 月 日召 了安2019 12 26 2020 1 2 1 6

全生产年度工作会议、春运专题会议和春运动员大会，层层组织 展春运

动员，布置各项安全管理工作，落实春运安全责任。

为进一步确保春运期间安全生产有序稳定，公司成立安全督查组，于

月 日 始对所属各客运单位春运前期准备工作情况进行督导和检查，内1 7

容主要包括各层级春运动员大会是否 展、春运活动方案是否制订、

“人、车”资质是否排查到位、应急保障措施是否已落实、车辆机务普查

是否完成等方面。督查过程中，公司督查组认真听取汇报，结合现场检

查、台账查看等方式，确保各客运单位各项工作布置到位实处，安全责任

落实到人，为春运工作的 展做好充分准备。（下接第三版）

腊八送热粥，浓情暖寒冬

公司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春运安全工作

春运特刊

第一期  

公司召开 年年度工作暨春运动员会议2019

◆ 年 月，汽车南站、外事旅游被宁波市海曙区道路运输管理所评为“二〇一九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位”。2020 1 （

董超 张梦娇） 

◆ 年 月，外事旅游驾驶员胡海峰同志被市交通运输工会委员评为 年度市交通运输系统“五一服务标兵” 2020 1 2019

荣誉称号。（张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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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运即将到来，回家团圆，你准备好了吗？梅花风2020

起值晚冬，游子归乡半出城。一日千里团聚时，欢声笑语乐融

融。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远行的游子，你买好归家的车票了

吗？

今年春运，是近八年来 早的春运，为确保广大旅客走得

安全、走得方便、走得舒服，能够顺利、平安的返乡欢度新春

佳节，公司下属各客运站（汽车中心站、汽车南站、汽车东

站、汽车北站）及宁波外事推出了各项便民举措：

、增加客票预售期：1

春运节前客票预售期： 年 月 日起可预售 月 日2019 12 19 1 22

（十二月廿八）前（含）的车票。

春节黄金周期间客票预售期： 年 月 日可预售 月2019 1 9 1 23

日（十二月廿九）前（含）车票， 月 日预售 月 日（除1 10 1 24

夕）前（含）的车票，以此类推。

、购票方式选择多：车站购票、手机购票、网上购票、2

授权代售点购票、电话或 预订票。方式多样，方便快捷。QQ

、信息化服务更便捷：无需报销凭证的旅客可凭身份证3

进站、检票上车。

、散客包车服务：为方便同方向返乡的旅客，汽车中心4

站 通了宁波至云南（昆明）、宁波至安康、宁波至湖北荆门

（当阳、钟祥）的散客包车服务。

、联程联运服务更贴心：汽车中心站为方便前往泸州、5

青岛、无为、襄阳、济南、铅山、武宁、汉口、宜昌地区的旅

客 通了联程联运的运营服务。旅客只需购买联程联运站点的

客票，就可以享受承运人提供的送达联程联运站点的承运服务

（含部分终点免费换乘）。

、包车回家更省心：外事旅游公司拥有运营车辆 余6 170

辆，车型涵盖 座至 座，拥有车型多、服务全、重安全的优7 53

势。春运期间全力为广大企业和旅客提供便捷、舒适、安全的

包车服务。                                        运输业务部 章静艳） (    

春运，我们准备好了！

撕去旧日历的 后一天，外事旅游公司的 名驾驶员在吴12

宏亮车队长的带领下，远赴千里之外的郑州客车厂接车回甬，

为 月 日的通勤班车投标做好准备工作。1 7

年元旦，是新年伊始的第一天，人们都沉浸在辞旧迎2020

新之时，外事旅游驾驶员们则被要求在一天的时间内完成车辆

的检查验收工作，任务异常艰巨。为按时圆满完成此次的接车

任务，驾驶员们刚到郑州，还没来得及进行休整，就兵分两路

赶往两个客车厂进行车辆的检查和验收工作。

由于受限通勤班车投标时间的缘故， 辆车必须在 月 日12 1 6

前完成车辆上牌和营运证的办理。为此，吴队长根据以往接车

中积累的经验，事先罗列了 条验车要点和工作流程，要求驾15

驶员们在验收车辆时务必对照要点和流程逐条进行检查。为方

便联系和沟通，他给每位驾驶员配发了一台对话机，发现车辆

有问题能第一时间进行汇报并得以解决。同时车队长又精心挑

选了 名以往有接车经验的驾驶员们作为组长，根据现场情况2

进行及时沟通和传达有效信息，使验收车辆工作能顺利 展。

当天，郑州的气温只有零下 摄氏度，驾驶员们在天寒地冻的8

停车场，根据验车要点一一对车辆结构性能、外观等进行核对

和检查，认真做好车辆的查验和交接工作……直到下午 点，3

辆大巴车终于完成了交车手续，师傅们却在冰冻三尺的露天12

场地整整工作了 个小时。8

为节省运营成本，要在 月 日晚上到达宁波，于是大家马1 2

不停蹄地从郑州出发，在河南商丘过夜稍作休息，次日凌晨五

点不到， 辆车有序地行进着向宁波进发，一路奔波 多公12 800

里，在既定的时间里到达宁波，晚上 点将车辆送进检测站，6

确保后序上牌工作稳步 展。

驾驶员们放弃和亲人团聚的日子，默默无闻在自己岗位上

奉献着青春，是他们辛勤的付出让车辆提前完成上牌并为投标

创造了良好条件，确保车辆在中标后投入通勤运输工作。

                                                          （外事旅游 董一鸿）   

翻开新篇章，外事在启航

记外事旅游公司顺利完成郑州接车工作---

汽车南站：为切实做好 年春节旅客运输工作，全面提2020

升春运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于 月 日召 年春运工作会1 3 2020

议，站经理室、各部门班组长以上骨干及科室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分析春运形势，根据今年春运特点，着重对春运

期间的客流流量、流时、流向，运力安排，道路及天气情况做

了详细预测和分析。同时，要求提高服务质量，突出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需要。随后布置春

运安全工作，要求树立全员安全意识，按照工作方针，细化应

急预案，落实安全责任， 展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制度，确保

春运各项工作万无一失。

后，汽车南站负责人作了总动员：春运是 年第一件民

生大事，各部门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出发，落实新要

求、应对新形式、回应新期待，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

春运的各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同时，要引领全站员工及志愿

者共同参与春运、体验春运、服务春运，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会后，汽车南站上下将按照会议要求，早动员、早部署，

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齐心协力打好新年第一仗，确保

圆满完成 年春运工作任务。2020 （董超）

汽车中心站： 月 日下午召 了 年度工作暨春运动员1 6 2020

大会。全站班组长及以上人员近 人参加会议。20

会议总结回顾了车站 年度工作情况，分析了当前存在2019

的困难和问题，同时从主业经营、增收节支、安全管理和党

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对 年工作做了安排部署。2020

随后，相关负责人对春运期间客流、运力、道路、天气情

况等问题做了详细预测和分析，对 年春运工作作了全面部2020

署，并动员全站干部员工要有“齐心合力”的团队精神，全力

以赴为安全、顺利地完成 年春运工作而努力。同时会议要2020

求广大员工要克服麻痹思想，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观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运输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和

规范操作程序，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春运畅通有序。

后，汽车中心站的经理室与各部门签订了 年度安全2020

生产和企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并对第十六届“衷

心杯”站务操作比武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李

佳）

宁南公司：为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确保春运平稳、有

序的 展，于 月 日召 春运动员暨春运安全竞赛活动专题会1 7

议，宁南公司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公司安全经理、机务经

理、各部门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上各部门负责人总结汇报了春运前期相关工作的进度

和完成情况，以及春运的下一步工作安排。安全副经理对各部

门提出要求，要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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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运前对春运车辆进行全面机

务普查以及对参加春运的驾驶员进行违法排查，并安排安管人

员在春运期间勤下现场、加强宣教，提高驾驶员的安全意识，

确保运输安全。

会议强调各部门负责人要充分认识春运安全工作面临的严

峻形势，把安全生产作为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分析、总结往

年春运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今年春运工作特点和重点，针

对可能出现的雾霾、雨雪、冰冻等极端异常天气以及春运节前

客流形成早，务工流、学生流等各种客流高峰交替出现；而节

日期间高速免费通行，形成自驾车返乡探亲、访友、旅游等交

通流继续较往年增多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订行之有效的管理

计划与措施，全力做好 年春运安全工作。2020 （金龙波）

公司下属各单位召开春运动员会议 公交车集体“洗澡”迎春运

一年一度的春运工作即将 始 为认真做好春运期间公交安   ,

全和服务工作 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舒适的出行环境 连日来，, ,

公运公交 展车辆大清洁活动，对公司所有车辆进行了一次集

体“洗澡”。

下午平峰时段，车辆到站休息时间长一点，驾驶员就将车    

辆停在洗车位置。洗车位上，一辆辆公交车排列，只见洗车工

师傅拿着专门制作的洗车大板刷在车子外壁上下刷动，一会

儿，就将车厢外的污渍洗刷掉了；车厢内，清洁阿姨拿着拖把

拖着车厢地板，并检查各个死角位置是否还有污渍，驾驶员师

傅也没空着，拿着毛巾，擦拭着车厢扶手、玻璃以及仪表台，

几个人分工合作，十多分钟时间就给车子完成了一次“洗

澡”，车厢内外，整洁如新。

为给乘客营造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公司要求所有车辆做    ,

到天天“洗澡” 即日刷趟扫 车内外保持干净整洁，同时不定, ,

时抽查车辆保洁情况，保证车辆的干净整洁。

                                                                        （公运公交 陈昊）  

（上接第一版）公司督查组还表示做好

春运工作是企业的责任，同时也具有承前启

后的意义，为此要求各客运单位：一是要加

强现场管理，抓好人头车队，消除源头隐

患；二是各级监控人员要认真履职，做好安

全告知与预警；三是要加强安全活动，做好

安全教育；四是要落实应急保障措施；五是

要加强值守，确保春运期间信息畅通。通过

一系列安全管理措施，确保春运期间安全生

产稳定有序 展。（安全机务部 任慈栋）  

检测站进行年底安全大排查

春节将至，检测车辆增多，检测站一如既往严把车辆技术检测关。对车

辆进行严格的全面检查和检测。同时，对办证大厅、检测车间等各部门进行

年底的安全检查。从安全生产排查与自查情况来看，消防设施设备完好，电

器、插座无短路漏电现象，仪器设备能正常使用，防盗设施无损坏。

春节前夕的车辆检测关系到广大客户的切身安全责任，检测公司会借鉴

以往的车辆检测工作经验，认真落实“谁经办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责任

制度，严格按照检测规程和技术标准进行检测评判，确保每一辆春节期间的

车辆都正常安全出行。                                                   （检测公司 薛恒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