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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似白衣天使的鏖战病毒，他们不似人民警察的日夜执

勤，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在宁波这片充满爱和希望家园里的一个

个普通出租车驾驶员。这支由宁波公运集团下属三家出租车公司

“宁东公司、永安公司和兴北宁东公司”组成的“宁波公运 宁·

东出租应急保障车队”，在昨天，他们终于被召唤了，这一刻，

作为工人先锋号车队的他们等候了好久。

日下午 时许，江北北苑大酒店江北区交通运输管理处吴12 3

侃处长宣布应急保障车队正式启动，出租公司汪乐副经理作完动

员工作后，一声声整齐的“我爱宁波，宁波加油”，激情澎湃的

口号在北苑大酒店的上空回响，八辆一字排开的出租车整齐的停

放在那里，八个优秀的驾驶员拉着“宁波公运 宁东出租应急保·

障车队”的横幅，用他们最大的力量呼喊出他们坚定的信念。因

此次保障任务是接送发热病人，每个细节的处理都至关重要，所

以江北区卫健局的章耀同志亲自讲授防护知识培训。章主任仔细

叮嘱着驾驶员需要注意的事项：每次出车任务结束后都要对车辆

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严格消毒；行车途中车窗留逢尽量保持车内空

气的通风；执行任务时你们要穿好防护服，戴好防护手套和双层

口罩，每次出车回来要对防护服进行消毒通风……

从昨天晚上 点开始，这 辆出租车在北苑大酒店进行 小时5 8 24

待命，他们的任务就是接送全区七个街道和慈城镇的发热病人到

九院就诊，以确保所有发热病人能够第一时间有车接送。“兄

弟，我这里又有两位病人需要接送，谁出发……接到病人报告…

…你在发热门诊门口等……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这里已

接上病人……我扶老人下楼……我已将病人安全送到……我马上

到下一点……。”“好的，兄弟，谢了。”微信群里都是保障车

队驾驶员互相协调接送病人的信息。现在已经早上 点，他们足10

足忙了一整夜，连早饭也没顾得上吃，知道这一消息后，公司工

会马上为他们送去了一些方便面和面包供他们充饥。

当他们接送发热病人来回忙碌的时候，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他们可敬可叹的勇气感染着我；当他们身穿防护服，脸带口罩的时候，我也为他们感到心疼，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儿女，但他们

为了守护我们人民群众，在这个疫情面前他们没有选择退缩，仍然坚守在一线，他们义无反顾，临危受命，英勇出征。病毒无

情，人有情，为这些有情人，点赞，呐喊！                                         （出租车公司 胡潇滢 吴培红）   

年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积极响应各级政府

及行业管理部门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配合各项工作部署，

成立公司防控办，下发相关防控工作紧急通知，并要求所属车

辆单位客运班线全面停运，减少人员流动，同时也推迟节后复

工复产时间，进一步落实防疫工作。

年后，按照各级政府关于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精

神，公司防控办于 月 日下发复工防疫工作意见，要求所属各2 13
单位做好“一企一方案”，严格按照要求落实复工复产各项工

作。

当下，正值复工复产高峰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重中之

重。公司及所属各单位一边狠抓疫情防疫工作一边有序推进复

工复产，确保公司上下复工生产平稳有序。

公司本部于 月 日正式复工，期间，公司与管理物业合2 19

作，严格实行“一门进出”，在办公楼入口处，设立体温监测

点，对上班人员逐个登记、测量体温并要求出示“绿码”，同

时对公司所有区域进行一日两次全面消毒，并保留书面记录，

督促每位员工佩戴口罩，做到勤洗手，勤消毒；此外，公司防

控办还组织相关人员对所属各单位复工防疫工作进行督查，切

实做好复工防疫工作。

复工期间，所属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采取行之有效地措

施，积极做好返岗员工防护的同时，一是严格落实消毒工作，

加强对站场、停车场、候车厅、办公区域、客运车辆等区域及

设施设备的消毒；二是严格执行登记制度，对进出本单位的人

员及车辆信息加大检查登记与监测，做好疫情管控，确保运营

环境安全。

（安全机务部 任慈栋）                              

月 日上午，宁波市副市长沈敏莅临我公司，实2 28

地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

金伟平、市交通局局长徐强、江北区委书记丁晓芳、副

区长郑铭钧等陪同调研。

赖兴祥董事长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就公司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各项工作作了详细汇报。沈副市长充分肯

定了公司在疫情防控、应急保障和复工复产等方面所作

的工作，并代表市政府感谢宁波公运在抗击疫情期间，

坚守岗位、主动担责，积极做好应急保障和人员转送等

工作，为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沈副市长

强调，当前我市仍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宁波公运

作为重要民生行业企业，防控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

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继续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逐级逐人逐岗落实防控责任。他指出，要稳妥有序抓好复工复产工作，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情况，综合分析、合理

安排公交班次，逐步恢复省际客运班车，全力保障外地民工返甬运输，逐步将各项业务和工作恢复到常态。他强调，有关部门和单

位，要继续加大指导力度，并在政策倾斜、物资保障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公司领导孙敏钊、王玉忠、杨立君、吴琰参加调研。 （综合办公室 林驰烨）                                           

致敬：守护城市的逆行者

公司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沈敏副市长一行莅临宁波公运调研指导防疫复工工作

公交停运不停“战” 厉兵秣马备复运 

根据相关管理部门要求，为做好复工复产后的公共交通服务， 月 日起，公 2 15

运公交有 条公交线路恢复部分班次运营， 条公交线路增加班次运营。4 2

为了让公交车能随时投入运营，自 月 日大部分公交线路停运开始，公运公交2 6

全体员工并未停“战”，时刻处于“备战”状态。为有效切断疫情传播，在对各线

路所有运营车辆、办公场所、场站做好彻底清洁和消毒后，将车辆有序停放、封

存。停运期间，公交场站禁止无关人员出入，并安排好人员 小时值守，保证车辆24

停放安全。为保障停驶车辆能源充足，很多一线驾驶员自发来到场站，协助管理人

员为停驶车辆补充燃料 同时，继续做好车辆修保养工作，尤其是 路和 路公交, 988 98

线的车辆。 路和 路的公交车使用的是天然气，长时间停放会导致储气罐内的天988 98

然气泄露，且长时间停放后，车子需要采取阶段性启动、给电瓶充电等保障性手段

才能发动，车队路队长主动请缨，放弃休假，将所属线路的车辆开至加气站充气，

并定时启动充电，保障了线路车辆状态的良好。

目前，所有公交车辆均按要求进行全面消杀工作，且一趟一消杀，所有驾驶员

都佩戴口罩上岗，并进行岗前体温检测及身体健康调查，确保广大市民群众安全乘

坐。 （公运公交 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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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下午，市运管局王瑞处长等一行领导赴宁波公运2 13
汽车修造有限公司调查了解防疫物资运输保障工作情况，慰问

在防疫期间辛勤工作，奋战一线的维修人员，送上防疫物资。

自疫情以来，为助力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按照“一断三不断”总体要求，我市组建了疫情防控保障车辆

救援抢修工作组，保障疫情防控车辆正常运行。汽车修造公司

作为宁波市最大的客、货车综合修理厂之一，积极响应号召参

与物资运输保障救援抢修工作，于 月 日成立保障救援抢修小2 8
组，开通 小时救援抢修热线。24

在听取了防疫保障救援工作汇报后，王处长指出要高度重

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形势严

峻，要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同时全力做好生活物资运输和

医疗物资的运输保障。要合理分配目前的人力资源，领导要靠

前指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每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建立轮岗制度，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投入到

保障工作中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最后，王处长向坚持在“战役”保障工作岗位上的维修人

员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感谢。             汽车修造公司 夏盛）(   

市运管局领导赴汽车修造公司视察防疫保障工作慰问一线职工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处在一线的最具奉献精神的巡游

出租汽车驾驶员们， 月 日，宁东出租、永安出租、兴北宁东出租联合江北出租车1 31

服务中心发起共同为全市巡游出租汽车提供免费消毒服务的活动（消毒地点：宁东

出租回场处，消毒时间：早 点到晚 点）。8 4

在抗击疫情时，最难的问题是应急物资的保障，为能在第一时间获取防护物

资，出租车公司全体员工想方设法与生产厂家和零售商沟通，通过采购和部分企业

的爱心捐赠，此次活动顺利开展。同时出租车公司将多余的消毒药水免费分发给其

他物资紧缺的兄弟单位，一起抗击疫情，并肩作战。

回想发起此次活动的初衷，相关负责人说：“看到这么多在一线服务的驾驶

员，我真的很感动，在这种特殊的时刻，他们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往直前，以确

保医务人员和病人救治应急出行需要。希望能通过此次活动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一起抗过疫情。”

又讯，为保障北仑一线驾驶人员和乘客的健康安全，出租车公司从 月 日起在2 2

宁东出租北仑回场服务点对全市巡游出租车开放免费消毒服务 并通过与协会沟通，,

说明北仑区域驾驶员的困难，最终在协会的大力支持下，为北仑区域运营驾驶员争

取到一批宝贵的防疫口罩物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疫情前面我们不分彼此，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向所

有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

（出租车公司 胡潇滢 吴培红）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出租公司提供免费消毒服务

年春运落下帷幕，受疫情影响共计发送旅客 万人次2020 28.38
年春运受疫情影响，春运 天（ 月 日至 月 日）    2020 40 1 10 2 18

市区四大客运站客运量共计 万人次，完成旅客周转量28.38 0.

亿人公里，分别为去年同期的 和 ；其中节前75 40.08% 58.2% 15

天共计发送旅客 万人次，完成周转量 亿人公里，分27.79 0.74

别为去年同期的 和 ；节后 天发送旅客 万人97.43% 96.28% 25 0.59

次，完成周转量 亿人公里，分别为去年同期的 和0.007 1.4% 1.

；黄金周期间共计发送旅客 万人次，完成周转量29% 1.15 0.01

亿人公里，分别为去年同期的 、 。15.14% 14.06%

由于疫情影响，节后 天班车停班，与去年同期相比各省25

市地区客流下降幅度明显

年春运工作虽已顺利结束，但疫情还未消散，各单2020

位、各部门继续齐心协力为疫情中的运输工作而努力着。

（运输业务部 章静艳）                              

坚守在疫情一线保供的加油站员工

加油，“逆行者”们！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当大多数人响应国家号召，选择

不外出、不聚会、在家自我防护时，外事旅游公司积极参与到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的战斗中。

自疫情开始日，全力配合政府各项防控措施，每天安排 名机动驾10

驶员，作为备勤需要，不断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健康教育温馨提示，并逐

一排摸外省籍驾驶员回家过年的行踪，对在重灾区当地的外省籍驾驶员

进行安抚并暂缓上岗的防控措施。 月 日起每天 辆车，配合海曙区政1 26 5

府在高速口进行防疫检查； 月 日起每天 辆车，对第二医院防控医生1 28 2

进行接送； 月 日起，每天配备 辆客车、 位驾驶员 小时到火车南站1 31 4 8 24

待命，作为应急运力随时等候上级指令，同时配备 辆奔驰车、 位驾驶3 9

员 小时在南站广场备勤的防疫工作，主要解决湖北客人到站后，分流24

至各地。

疫情期间，每次出车前都必须对车辆进行严格消毒，并为每位出车

驾驶员配备 只口罩，做好必要的防护工作。时逢春节假期，致使批发市场关门、快递停运，在物资稀缺紧张的环境下，疫情防控2

物资尤为重要。为严格落实车辆消毒措施，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外事旅游公司组织人员跑遍了各个超市和市场，

通过多种渠道采购 多公斤的消毒液、 只消毒喷水壶， 只口罩和 只测温仪等防疫物资。1000 50 2200 35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担当就是行动。外事旅游公司把乘客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更好地展示了企业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社会责任。                            （外事旅游 董一鸿） 

面对疫情不断蔓延的态势，中心加油站的员工们在春节期

间还是坚守在工作第一线。虽然加油销量不高，但加油员工依

然为每位进站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中心加油分站副站长王夏泽在这特殊的春节假期，主动放

弃休息，几乎每天都在加油站和员工一起坚守岗位，为员工分

担工作压力，宣传防控政策和防控措施，认真落实好上级的通

知精神，做到了尽责、尽职、尽心。

坚守岗位，为你“加油”。         （中心加油站 戴雷军） 

面对疫情，我们义无反顾！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牵动着每一位国人的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个本该阖家团圆的春节，无数医护人员与士    

兵奋战在抗击肺炎的第一线，而同样坚守岗位的，还有汽车南站的共产党员们和一线的工作人员们.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市交通局和公司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全力以赴做好联防联控、健康宣教、安全防护、舆论引导

等工作，宁波汽车南站党支部和经理室主动担当、迅速行动，提前购置了防护服、防护口罩手套、消毒药水等防护用品，并于 月1

日起，通过对进出站旅客体温测量，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随着疫情防控的升级， 月 日起所有大巴已暂停营运，如何23 1 28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已购票旅客的后续服务工作成为了车站的首要任务，建立消毒机制、张贴停运公告、调整服务时间、落实值

班制度……

大事难事看担当！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对春节期间形势艰、人手紧、物资缺的现实，宁波汽车南站党支部充

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号召党员们积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轮值轮岗深入一线，同心同力、共克时艰。每天早上六点

半，车站各岗位的党员和值守人员便开始了一天的准备工作，测量体温、登记信息、佩戴口罩、消毒试擦是每天必不可少的规定

动作。“您好，请问大巴什么时候开？我之前在网上买了车票，现在走不了能退吗？……” 服务台的电话铃声不间隔地在候3561

车室里回荡，原本门庭若市的火车站南广场如今形单只影，而那一枚枚在党旗下“为人民服务”的闪亮胸章却拆射出耀眼的光

芒。

又讯 月 日上午，宁波汽车南站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市委市, 1 31

政府、海曙区政府、市交通局等相关领导出席的春运返程旅客疫情

防控的紧急会议。

为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确保旅客健康安

全，多方科学施策，积极部署，全力做好节后返程旅客疫情防控处

置工作。当天下午 时起，宁波汽车南站旅客到达层为各县、市14

区 的防控接送车辆开放了临时疏散点，组织集中疏送返甬的湖北( )

籍旅客直达目的地，以便第一时间做好体温测量、错峰返程和疫情

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同时，车站 小时提供热24

水，协助做好现场引导和秩序维护工作，全方位做好防疫消毒工作

和后勤保障等工作。                   （汽车南站 沈霞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