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公交加强车辆卫生检查

高新公交加入合肥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
近日袁 高新公交工作人

员在高新区指挥中心参加了

合肥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

使用培训遥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简

称野数字城管冶是综合运用现

代数字信息技术袁 以数字地

图和单元网格划分为基础袁
集成基础地理尧地理编码尧市
政及社区服务部件事件的多

种数据资源袁 以城市监管员

和市民服务热线为信息收集

渠道袁 创建城市管理和市民

服务综合指挥系统袁 通过多

部门信息共享尧协同工作袁构

建起沟通快捷尧责任到位尧处
置及时尧 运转高效的城市管

理尧 公共服务的监督和处置

新机制袁 全面提高城市管理

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遥

高新公交每日安排工作

人员定时查看合肥数字化城

市管理系统袁 对于转办案件

要求做到及时发现尧 认真解

决遥 以为民服务为主旨袁努力

提高服务水平袁 为创建美好

家园贡献一份力量遥

渊法规稽查部 吴瑶冤

清明将至袁 在这提倡文

明祭祀袁绿色出行的时节袁高
新公交为给乘客提供良好的

乘车环境袁 开展了一次针对

公交车车辆卫生的检查活

动遥
此次检查主要在省电器

学校尧 柳树塘及梦园小区三

个公交首末站开展遥 检查人

员主要对车身外表尧 车内物

品及发动机卫生进行检查袁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袁现

场进行督导整改遥 大部分驾

驶人员能够按照公司要求袁
利用运营间隙清扫车辆袁做

到 野一日一清洁袁 一趟一清

扫冶遥
通过此次检查活动的开

展袁 一方面督促驾驶人员更

好的完成车辆卫生的清洁工

作袁 另一方面也为广大乘客

提供干净尧整洁的乘车环境袁
提升了服务质量遥

渊法规稽查部 吴瑶冤

近日袁 高新公交总经理

一行七人前往经开公交走访

交流遥
此次在经开召开的新能

源汽车筹备讨论会袁 国轩公

司及安凯公司相关领导也参

加了会议遥 会上两家开发区

公交公司主要负责人及工作

人员就新能源汽车的筹备工

作及日后的使用细则尧 上线

运营尧 车辆保障等问题向相

关单位做出了要求和咨询袁
针对两家支线公交所关注的

问题袁 国轩公司都一一给予

了解答遥 随后袁在经开公交领

导的陪同下高新公交一行前

往经开卧龙路公交枢纽站进

行参观学习袁对于场站建设尧
驾驶员管理尧 公交车营运等

问题进行了交流遥
此次走访交流袁 所获得

的经验必将为开发区公交的

发展及建设添砖加瓦遥

(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

高新公交参加合肥野最美公交人冶启动仪式

高新公交积极部署
假期保障工作

五一劳动节假期即将到

来袁 高新公交根据以往工作

经验袁 结合园区居民假期出

行需求和习惯袁 积极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袁 以保障节假日

期间乘客出行需求遥
高新公交根据以往乘客

出行特点袁 提前做好各项措

施袁首先袁在预见到大蜀山森

林公园尧开福寺尧野生动物园

等景点客流会增加时袁 提前

调整经过线路的发车间隔袁

预备备用驾驶员尧车辆袁随时

增加线路运行车辆袁 避免客

流激增时间段乘客滞留现象

的出现遥 其次机务及维修人

员参考各线路特点袁 特别针

对气温不断升高的天气袁有

计划的对所有车辆进行了全

面检查袁 及时对检查出的问

题进行整改袁 且做好各种配

件尧油料等物资的储备工作遥
最后加强节假日期间安全行

车意识袁 要求所有驾驶员严

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袁 严禁

超速尧疲劳驾驶尧酒后驾驶等

情况袁 同时各部门也将安排

人员深入线路监督检查袁减

少车辆违章现象袁 保障行车

安全遥
准备工作只是第一个阶

段袁 接着需要完善假日期间

运营尧 安全等方面的统筹安

排工作袁 以满足园区居民的

出行需求遥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冤

3 月 31 日上午袁 合肥公

交集团联合合肥市广播电视

台在合肥公交集团会议室召

开了合肥野最美公交人冶评选

活动启动仪式遥 合肥市委宣

传部尧 市总工会尧 市广播电

台尧市国资委尧市交通局尧三

大开发区公交公司相关领导

及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启动

仪式遥
此次评选活动将邀请广

大乘客的参与与监督袁 由合

肥公交集团尧合肥高新公交尧
合肥经开公交尧 合肥新站公

交推选优秀职工参与评选活

动袁 各单位依据评选内容和

标准袁层层推荐候选人袁参加

本次合肥 野最美公交人冶评

选遥 候选人的相关信息尧事迹

将刊登于 4 月 15 日后的叶合
肥广播电视周刊曳上袁市民可

持报纸选票参与 野最美公交

人冶的投票活动袁评选结果将

于五月中旬在合肥广播电台

演播大厅举行颁奖典礼遥
合肥野最美公交人冶评选

活动立足于大力弘扬爱岗敬

业尧诚实守信尧尊老爱幼尧文

明热情的服务新风遥 此次启

动大会将各项准备工作落到

实处袁 为全面提高公交职工

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奠定

基础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

2015.05

星期五
第 29 期

总第 期

主办单位：合肥高新公共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主办部门：综合管理部

编辑出版：内刊编辑部

总 编：孔 强

执行总编：孙晓亚

责任编辑：康梦园

高新公交赴经开公交商讨
电车运营事宜



高新公交提前做好高温季节车辆安全专项检查

为进一步做好数据统计

工作袁 高新公交于 4 月份完

成 2015 年第一季度服务业

统计一套表数据网上申报工

作袁申报数据准确无误遥
统计联网数据上报主要

是为了规范服务业统计工

作袁及时反映公司发展情况袁
为经济决算提供数据基础而

开展的一项定期工作遥 2015
年实行月报制度后袁 每月统

计工作量较之前有所增加袁
但同时也可以对各期申报数

据进行比较袁 更利于确保数

据的精确性合理性遥 一季度

申报工作主要是对公司财务

状况尧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尧运
营现状尧 资产状况等进行申

报袁 申报项目较月报增加人

员工资总额报表遥 各项报表

按照系统填写完整袁 对特殊

填报项目系统无法审核通

过袁 需要填写详细文字说明

与统计局管理员及时沟通进

行人工审核遥 现一季度申报

数据经高新区统计局审核 4
月底全部验收入库袁 按时完

成了行业数据申报工作遥
2015 年服务业一套表申

报工作已成为每月常规工作

之一袁申报频率较大袁各期报

表申报不尽相同对数据统计

提出更高的要求遥 一季度统

计数据上报工作准确完成为

下一季度申报奠定数据基

础袁提高申报效率袁更有利于

相关单位了解公司经营状况

为经济决策提供依据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2015 年一季度数据
申报顺利完成

高新公交掀起
普通话考试热潮

为提高服务水平袁 推动

公司双星进度袁近期袁高新公

交出现一波普通话考试热

潮袁 数十名驾驶员踊跃报名

参加全国普通话等级考试遥
目前我司星级驾驶员分

五个级别袁 分别为一星尧二

星尧三星尧四星和五星袁而成

为四星尧 五星驾驶员的首要

条件就是必须要通过全国普

通话等级考试袁 获得二级乙

等以上的全国普通话等级证

书遥 目前袁高新公交公司 652

线已有两名四星级驾驶员袁

在他们的积极带动下袁 公司

更多的驾驶员开始积极报考

全国普通话等级考试袁 争取

早日拿到通往四星的 野钥

匙冶遥
驾驶员星级 的不断提

升袁 推动着公司服务质量的

不断提升袁 后期高新公交公

司将继续秉承着 野服务园区

发展袁创造和谐高新冶的服务

宗旨袁 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

更优质更舒适的乘车环境遥

渊法规稽查部 杨慧冤

伴随着春风徐徐袁近日袁
高新公交公司深入一线袁为

一线员工送去量身定制的

300 多套工作服袁在提升企业

形象的同时袁 为一线员工的

送温暖送关爱遥
此次发放工作服的款式

是征询一线员工意见后统一

定制的袁 不仅在质量上有了

很大的提高袁 另增强了工作

服的透气性功能袁 除了保留

左胸口处公司名称尧LOGO袁
同时为了方便驾驶员携带星

级牌尧工作证袁特在工作服的

袖臂及前胸处缝制了纽带遥
此次工作服发放工作袁 公司

首次安排工作人员依据每位

员工的工作服尺寸袁 进行整

理打包袁 分站点深入一线送

到一线员工手中袁 这一举措

亦让一线员工体会到公司领

导的关心关爱遥 大家纷纷表

示将立足于本职袁 以更好的

工作业绩回报公司遥
此次高新公交公司以深

入一线的方式为大家送去崭

新的工作服袁 不仅体现公司

长期坚持野以人为本冶的发展

理念袁 更是把改善员工的工

作环境作为着重点袁 坚持为

员工办好事尧办实事遥
渊综合管理部 吴琼冤

贴心方式 深入一线送温暖

根据国家税务局要求袁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对目前使

用未加载税务数字证书税控

系统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存量

纳税人进行增值税发票系统

升级推广遥 为保证税务工作

的正常进行袁 高新公交及时

完成报税工作并于 4 月 15

日完成增值税控系统升级尧
变更发行工作遥

本次增值税发票系统升

级版是对增值税防伪税控系

统尧 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

发票税控系统以及税务机关

内部征管系统进行整合升级

完善袁 实现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及小规模纳税人加密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尧 增值税普

通发票尧 货物运输业增值税

专用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遥 升级后的系统袁数据需

经过税务数字证书系统的安

全认证袁 通过互联网实时上

传税务机关袁作为纳税申报尧

发票数据查验及相关税收征

管事项的依据遥
升级后的系统使用过程

中与旧系统基本一致袁 支持

离线和联网开具发票使用更

便捷袁 在发票查询功能中增

加了销项抵扣导出功能袁在

发票管理中增加了抵扣发票

下想载功能袁 查询模块及发

票数据的认证查验功能更精

细化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高新公交完成增值税控系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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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公交组织开展节前联合检查行动
为保障五一假期各项工

作正常开展袁 进一步提升公

司形象袁4 月 24 日上午高新

公交开展五一联合检查遥
联合检查小组由运营管

理部尧法规稽查部组成袁法规

稽查部负责人担任组长遥 此

次检查以梦园首末站尧 柳树

塘首末站尧柏堰首末站为主袁
其他首末站为辅袁 检查小组

成员对三个主要站房进行定

点检查袁 组长及相关领导巡

视抽查遥 此次检查主要以车

容车貌尧 车内设备两大类为

主袁采取多人尧多站点尧多方

位检查的方式同时进行袁要

求检查人员依据检查标准尧
检查内容袁做到认真细致袁发
现问题尧查找问题袁填写详细

的检查记录遥
下一步袁 公司将对检查

出的问题进行汇总袁 对存在

的问题限期整改袁 确保继续

为乘客提供优质的服务遥

渊法规稽查部 杨慧冤

近日袁 高新公交完成 20
辆使用年限近 5 年的江淮客

车底盘电路系统检查和修复

工作遥
夏季高温即将临近袁针

对线路车龄较长尧 公里数较

多极易出现的线路老化的车

辆袁 高新公交开展全面检查

工作袁 重点检查底盘电路系

统袁防止电线老化尧电路超负

荷运行而引发事故遥 江淮客

车底盘后尾灯线路走向由底

盘主梁后部的副梁内部穿过

渊此 副 梁为 弯 曲的 钢 管 结

构冤袁且穿梁的线束在副梁中

间部位有多个插头袁 位置特

殊无法直观的检查到内部插

头是否有腐蚀尧 磨损破皮及

接触不良等情况袁 存在安全

隐患遥 此次全面检查工作袁在
结合日常维修问题的同时袁
着重针对江淮客车底盘线束

特点袁 就容易积水短路继而

导致线路烧毁的实际情况做

了逐一排查和修复工作遥

此次对江淮客车进行底

盘线路隐患排查和修复袁为

迎接夏季的高温考验做好了

准备遥
渊运营管理部 李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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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大的劳动者中袁他们只是一小部分袁他们从事的工作虽然很普通袁但是却与我们息息相关遥 一句温
馨的提醒袁可能会唤起整个车厢的温暖曰一个嘴角上扬的微笑袁可能会带给乘客一天的好心情曰一会耐心的
等待袁可能会让赶车的人满心欢喜噎噎他们就是公交车驾驶员袁从早到晚袁从始发站到终点站袁他们把温暖
服务一站站传递遥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一份对爱情的祝愿，一份期

待，一份美好，更是一份无奈

的深情。《你若安好，便是晴

天》，看到书的封面便是淡雅

清新，会被这诗意的名字感

染，也想了解看看这样一位

传奇女子（林徽因）心中所寄

托的是怎样的感情。

这样的一本书只适合慢

慢的读，每一篇章的文字都

是那样的优美，含蓄而深刻，

允许你用大把的时间去慢慢

品味。也许只有这样的文字

才能代表着林徽因那样一个

风华绝代的才女。作者白落

梅总是将林徽因比喻成一朵

白莲，她备受关注却又淡然、

高洁。她这一路匆匆而过，那

些兜兜转转的缘分，谁可以

长相厮守谁只能擦肩而过。

我们只能跟着白落梅的文

字，感受那些美好的爱情。就

像徐志摩笔下“悄悄的我走

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

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们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但

对徐志摩而言林徽因应该是

她最美的遇见吧！

在我看来，徐志摩是林

徽因的初恋，是最美好的遇

见。林徽因在以后的岁月里

经历了什么，甚至她告诉梁

思成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男

人。可是她并没有做错什么，

她爱的坦诚，她知道真正的

自己，也能负责任的作出选

择。那个时候梁思成给了她

选择的权利，金岳霖只求能

守候在她身边。书中的每一

段经历都能体现出“你若安

好，便是晴天”的主旨，也许

有的时候爱情也只是一个人

的事，就像歌词里唱的“只要

你过得比我好”，这样对他

（她）的美好祝福，两两相忘

的感情不等于无情。

白落梅用文字记录下林

徽因一生的爱情经历，也许

她笔下的林徽因不一定是最

真实的林徽因，但是每一段

感情经历的意义同样让人留

恋，能写出这样美妙文字、刻

画出这样细腻感情的女子一

定也是不平凡的吧！“缘来缘

去，缘深缘浅，缘是相逢，缘

来是你”，很高兴你能来，也

不遗憾你离开，每个人对幸

福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一样

的人给你不同的体会，不一

样的经历带给你不一样的成

长，是相知、是相守，亦或是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深情

祝福，只要温暖人心便好。

（财务部 焦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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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闲着无事就想找部

电影看看，找来找去都不是

很感兴趣，突然《公主日记 2：

皇室婚约》让我眼前一亮，一

阵欣喜后慢慢品味起这部影

片。

《公主日记 2：皇室婚约》

是《公主日记》的续集，主演

还是我很喜欢的安妮? 海瑟

薇。承接着第一部结尾的温

暖阳光，蜜亚公主乘坐着皇

室专机回到了自己的王国，

公主的到来显然引起了举国

轰动，因为她将在皇后的帮

助下成为王国的主宰者。可

是，在一次皇家听证会上，大

法官宣布公主必须在 30 天

内结婚才能继承王位，否则

她不得不让出王位。皇后只

好与助手们匆忙地帮她挑选

夫婿，同时，加紧对她皇室课

程的训练。在此期间，她用心

的对待每一个人和每一件

事，但仍不免洋相百出。

整部影片充满着轻松和

搞笑的气氛，但也不乏令人

感动的场景。印象中最深刻

的就是在游行时蜜亚公主看

见一个小女孩被欺负后果断

的跳下马车想要帮助她，在

得知小女孩和她身边所有的

孩子都是孤儿后，她为她们

带上皇冠，教她们如何像公

主一样走路、挥手，并和她们

一起在游行队伍中行走，蜜

亚公主的这一举动让围观的

人们都震惊了，但最终她赢

得了所有人的掌声。正如皇

后所说，她是真诚的。的确，

她用一颗真诚的心对待每一

个人，并且人们渐渐的也都

被她的真诚所打动，或许这

也是皇后为什么一直这么认

可她的原因吧。

人世间最可贵的就是真

诚，拥有真诚，就拥有了做人

的根本，拥有了事业的基点，

拥有了成功的条件。记得读

过这样一句话：闯荡人生，你

只需要带上真诚这个简单的

行李就可以上路了。可见，真

诚是如何的贵重!

（法规稽查部 吴瑶）

经常有朋友说，人的一

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

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

为说走就走的旅行。恋爱也

许需要一些缘分，而旅行的

话，是可以随时开始的。那

时，心情已经放飞，也能邀到

三五好友共赴之。居然，我们

还能锁定了同一个目的地：

天柱山！

天柱山位于潜山境内。

在潜山，关于“一山一水”的

话题，几乎无人不知：一山就

是风光秀丽的国家 5A 级风

景名胜区天柱山，一水则是

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文学大师

张恨水。久慕天柱山古南岳

之名，向往已久。此次天柱山

之行，终于让我圆了这个梦。

途中，天公不作美，居然

渐渐下起了雨。大家都担心

雨会越下越大，到时候不能

登山。而车越开越远，雨越下

越小，山则越来越近。到达天

柱山脚下，依旧是毛毛细雨。

远处的风景若隐若现，像待

出阁的少女般欲遮还羞般等

待着我们，美不胜收。小伙伴

们每人买了一件雨衣、一根

登山用的拐杖，然后我们开

始一路前进。

一路皆为石阶，可看景

色并不多，也只有“南天一

柱”、“混元霹雳”两块石刻和

望岳亭，还值得驻足片刻，凝

神观赏一二，谈不上惊艳脱

俗。我们开始焦急，急于寻那

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景。大家

穿林越岭，步履轻快，两脚生

风，恨不得三两步就爬上去。

雨后的林中，凉风袭过，阵阵

清凉。两旁树木掩映，古松挺

拔，翠竹修长，走在游客通道

上，好个曲径通幽！走在前面

的我，回看落在后面的伙伴，

又瞥见群山，郁郁苍苍，所谓

不经意间，更令人遐想联翩，

非刻意观之所能感受。

我们继续攀爬。曲曲折

折攀升的身体虽已近疲惫，

欢声笑语又让我们忘记上个

阶段是怎么过来的，好像也

没有那么难。时间，在我们按

部就班和不断发现新奇中流

淌，不知不觉到了半山腰。我

们开始有些小激动，因为终

于看见了缆车。在印象中，缆

车揽胜，更加生动，可远眺可

近观，山在移动，云雾也在移

动，心情也在移动。可惜，到

了这一刻，我不得不说，天公

诚然是一点不作美，毛毛细

雨后的山涧之中，雾气朦胧。

远山的风景看不见，近处的

风景看不清，没有想象中的

一丛丛白云，弥漫的是一片

混沌。心里很失落，心里想今

天真不应该来爬山的，什么

都看不见。这句话刚嘀咕完，

映入眼帘的天柱山风景开始

若隐若现的出现了。好像知

道我生气了，云雾瞬间被无

形的力量拨开，激动的我记

疾速用手机拍下这最美的一

刻。用我同伴后来的话说，照

片拍得一般，姿势摆得很帅，

最关键是时机选得好。是的，

机会是留给心中时刻准备迎

接美好事物的人，即使我们

会有抱怨会有小情绪，但要

坚信，美好终将会出现，抓住

就好。确实是这样。

我们开始征登顶。路上

湿气越发大，衣服、头发近乎

全湿。临近百步云梯，云梯较

窄，上行跟下行走的都是同

一条道路，难免让人产生害

怕，我憋足了气卯足了劲，跟

在队伍后面爬上去了，等我

到达之后往下眺望的时候有

点害怕，心里在想我上来了

等下我要怎么下去呢，那么

高，多多少少都有点害怕，这

时候小伙伴陆陆续续都到达

了，接着继续往山顶继续出

发。……大约过了 20 多分

钟，我们来到了天柱山的山

顶，也就是天庭的位置。杜甫

登泰山时，说“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当时学这首诗

时，只是字面理解，想象也是

苍白的。这一刻，可以说真的

领会到伟大诗人那一刻的激

动心情。山顶风大，我的长发

瞬间散乱，在空中恣意汪洋，

转过头来，一阵风来了，又拍

打在脸上。灵机一动，我大声

呼喊同伴：“快，快，快，看我

这边，给我抓拍一张?”，全然

不在乎周围的人。那一刻，任

性得很，身与心，无极限地得

到释放，这是多少回梦中有

过的神游感觉，惬意得现在

想起来都能美滋滋地笑起

来。

巅峰过后，天柱山之行

可以说尽然结束。所谓下山

路，也就是边走边回想，边走

又觉得腿越发沉重，居然还

会酸痛。还是那双腿，感受全

然不同，如果不是真的领略

了最美的风景，我想不只是

酸痛，还会有抱怨。爬山，也

许真正的满足感，也就在于

征服后，站在山顶的那一瞬

间，之前是期待，之后是平

淡，脑海有影像，心中有感

悟，而已。换言之，也足矣！

回到合肥，重新回到循

规蹈矩的日常工作中，路上

车流不息，晚上华灯璀璨，这

样的所见，居然又让我留恋

天柱山。翻阅先贤们的咏山

作品，白居易赞曰：“天柱一

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

雷”，王安石诗云：“水无心而

宛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

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

……回想那日所见，此刻心

中所想，竟然思绪又飞到山

巅之上，摸一摸长发，居然感

觉风在卷动。是的，着实够美

好！

（综合管理部 张晓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