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公交增加高峰运力
保障居民出行

夏季气温高袁 不少市民

放弃自行车尧电动车出行袁选
择乘坐公交车袁 客流量会相

应增加遥 为更好的服务园区

居民出行袁 高新公交对各线

路早晚高峰客流展开调查袁
并依据调查结果袁 结合线路

配车数等因素袁 分析不同客

流群体的出行特性袁 添加加

班车辆袁 增加线路高峰时间

段运力袁 以满足夏季出行需

求遥
目前袁 高新公交根据往

年经验和前期客流调查数

据 袁 对 652 线 尧651 线 尧656
线尧665 线路早晚高峰时段运

行班次进行了调整袁 增加了

高峰运力的投入袁 将原先有

的发车间隔缩短了 1-2 分

钟遥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冤

高新公交参加统计培训
为了强化依法统计尧依

法治统工作袁 进一步提升统

计队伍素质袁 确保源头统计

数据质量袁8 月 19 日起袁高新

公交根据统计局要求在合肥

市人才市场参加 2015 年统

计知识培训遥
此次培训由高新区统计

局与合肥市人才考试中心联

合组织袁 针对市直各有关企

业从事服务业统计工作人员

展开遥 由合肥市考试中心培

训老师主讲袁 带领各企业统

计人员学习 叶统计法基础知

识曳尧叶统计实务曳袁 旨在有效

提升统计员队伍的整体业务

素质袁适应新的统计指标尧统
计方法尧 统计工作的现状以

及更好地适应将来统计工作

的要求学习统计实务处理方

法遥 按要求袁高新公交统计人

员应参加统计辅导 2 天袁课

程计划 8 月底结束遥
后期袁 参加培训人员将

集中参加统计相关知识考

核袁争取取得统计资格遥 在今

后的工作中袁 更加准确地完

成相关统计工作袁 提供更详

实的统计数据袁 通过卓有成

效的统计工作为高新区发展

服务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宣传交通法规 倡导文明出行 高新公交开展场站安全消防大检查
为杜绝场站安全隐患袁

近日袁 高新公交开展场站安

全消防设施及废弃物摆放大

检查活动遥
高新公交根据行业特

性袁 依次对开福寺停保场及

各首末站点安全设施尧 废弃

物处理摆放等方面进行安全

检查遥 检查人员首先对维修

保养车辆时袁 容易产生的一

些易燃废弃物的处理尧 普通

废弃物的摆放等方面进行了

抽查曰随后就场站内灭火器尧
消防沙池尧 撬装加油站消防

安全设施进行仔细检查袁并

明确了消防安全紧急处理措

施遥 针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袁 高新公交进行统一登

记汇总袁 并立即落实整改措

施袁将存在的问题改正到位遥

通过此次安全消防大检查袁
形成制度落实尧措施得力尧齐
抓共管的局面遥

下一步袁 高新公交会定

期开展场站安全消防大检查

活动袁 以杜绝场站内存在的

安全隐患袁 为安全运营创造

一个安全尧良好的内部环境遥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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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走访慰问公交员工

8 月 4 日上午袁高新区工

委书记尧 管委会主任李兵率

队袁 在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傅

壮尧高新集团董事长尧总经理

蔡霞及区工会企业党委副书

记杨晓玲的陪同下袁 顶着烈

日来到高新公交梦园小区首

末站房袁 给坚守在公交一线

的员工送来一份清凉和关

心遥
在慰问现场袁 李兵主任

亲切地与一线员工一一握

手袁对高温天气下袁仍然坚守

在公交一线袁 默默为园区居

民出行做出贡献的公交员

工袁表示感谢和慰问袁并详细

询问了高温期间公司采取的

防暑降温措施袁 叮嘱大家天

气炎热袁 一定要注意行车安

全袁做好运营服务工作袁要求

公司不断优化调整线路袁服

务园区发展遥随后袁李兵主任

亲自将防暑降温物品送到一

线员工手中遥
高新公交负责人表示袁将

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及慰

问小组要求袁 不断优化调整

线路袁增加公交运力袁坚持科

学合理调度袁 强化运营车辆

安全检查袁 做好夏季防暑降

温后勤保障工作袁 确保一线

员工身体健康及运营安全袁
确保高温期间园区居民便捷

出行遥
渊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冤

要要要炎炎夏日送清凉

为倡导现代文明交通理

念袁提升全民文明交通素质袁
近日袁 高新公交组织人员在

高新区管委会尧蜀南庭苑尧大
铺头等客流量较大的公交站

点发放 叶文明交通倡议书曳袁
向市民宣传交通法规遥

此次发放的 叶文明交通

倡议书曳 以普及交通安全常

识尧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

为宗旨袁积极倡导野六大文明

交通行为冶袁即大力倡导机动

车礼让斑马线袁 机动车按序

排队通行袁机动车有序停放袁
文明使用车灯袁行人尧非机动

车各行其道袁行人尧非机动车

过街遵守信号等文明交通行

为曰倡导自觉摒弃野六大交通

陋习冶袁即自觉告别机动车随

意变更车道尧占用应急车道尧
开车打手机尧不系安全带尧驾
乘摩托车不戴头盔尧 行人过

街跨越隔离设施等交通陋

习曰倡导坚决抵制野六大危险

驾驶行为冶袁即坚决抵制酒后

驾驶尧超速行驶尧疲劳驾驶尧

闯红灯尧强行超车袁超员尧超

载等危险驾驶行为遥
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

规袁 在全社会营造文明交通

新风袁 是每一个市民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袁 高新公交作为

城市文明的窗口袁 将成为文

明交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袁
为建设 野平安高新尧 和谐高

新尧魅力高新冶作出积极的贡

献遥
渊法规稽查部 吴瑶冤



近日袁合肥市档案局组

织开展 野档案大讲堂冶要要要
叶徽州文书收藏与鉴赏曳专题

讲课袁 高新公交组织员工参

加学习遥
此次讲座邀请了省档案

局办公室主任王国健做专题

讲课遥 他从徽州文书 野收藏

热冶开始袁通过实例尧故事介

绍了徽州文书在收藏者尧学

者尧 作家编导等眼里的社会

价值曰 通过清朝后期尧50 年

60 年代以及 80 年 90 年代徽

州文书收藏野三段热冶阐述了

徽州文书的收藏研究诞生了

野徽学冶遥 紧接着以实例图片

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地权赋

役交易文契尧宗族尧政令公文

官府尧教育与科举尧合同尧承

继尧私家账簿等文书种类袁同
时王国健主任结合自己的工

作经历对不同种类的徽州文

书进行了鉴赏袁 让大家更进

一步的了解各种文书的文化

价值遥
讲座通过故事尧 实例把

高深的学术讲解得通俗易

懂袁既增长了知识袁也进一步

加深了对档案工作的理解袁
激发了干好档案工作的热

情遥
渊综合管理部 吴琼冤

高新公交公司参加
野徽州文书收藏与鉴赏冶专题讲座

高新公交开展点钞室大检查
为更规范的做好公司点

钞收胆工作袁 完善点钞收胆

人员日常管理袁8 月 28 日,财

务部进行了点钞收胆工作大

检查遥
此次检查工作为确保无

漏缺袁 高新公交制作了详细

的检查表院 完成点钞室内卫

生袁钥匙保险柜安全管理袁红
外采集器及数据管理袁 点钞

收胆工作袁 各类表单登记使

用情况袁调班手续办理袁日常

物品使用等项目检查遥 另外袁
重点抽查近期上班时间内监

控录像袁 核查人员上下班出

勤情况遥 通过检查袁前期设备

故障问题已解决目前使用正

常袁 人员出勤情况良好未出

现迟到早退现象袁 刷卡数据

上传完整袁 各项工作开展较

规范袁 但更衣柜使用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遥
后期袁 财务部将此类大

检查作为常规工作开展袁加

强日常检查监督力度杜绝安

全隐患袁 做好票款安全及人

员管理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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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上午袁 高新公

交公司党支部在 206 会议室

召开发展新党员暨预备党员

转正大会袁 支部书记主持会

议袁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首先听取了发展对

象的入党申请袁 并向大会汇

报了自己对党的认识尧 入党

动机尧本人履历尧现实表现以

及应向党组织说明的其他问

题袁 随后听取了入党介绍人

意见尧 支部考察情况汇报和

支委会意见袁 对是否接受申

请人为预备党员进行了讨

论遥 支部大会认为该同志自

参加工作以来袁 在思想上积

极要求进步袁学习勤恳努力袁
工作认真负责袁 在被支部列

为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培养期

间袁 继续保持和发扬自身优

点袁积极进取袁知识技能水平

不断提高袁 模范遵守各项规

章制度袁 团结同志袁 热心助

人袁 具备了成为预备党员的

条件遥 经表决袁到会正式党员

一致同意接收申请人为中国

共产党预备党员遥 大会还听

取了预备党员的转正申请袁
与会人员对转正同志进行了

讨论袁经表决一致通过袁同意

转正同志按期转正为中共正

式党员遥
会议最后袁 支部书记代

表公司党支部对新加入党组

织和按期转正的党员表示祝

贺袁 同时对他们提出了希望

和要求袁 要求新入党同志们

一要认真学习好十八大精

神袁认真履行党员义务袁加强

自身党性锻炼袁 提高党性修

养袁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袁更
要在思想上尧行动上入党曰二
要积极参加党支部开展的各

项活动袁争当优秀的党员曰三
要严于律己袁 在日常的工作

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 无愧

共产党员称号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党支部召开发展新党员暨预备党员转正大会

为进一步传递社会正能

量袁 弘扬社会新风正气袁近

日袁 高新公交对车身公益广

告开展全面检查袁 及时更换

破损公益广告遥
高新公交安排专人对所

有车辆的公益广告进行仔细

检查袁 并对公益广告的破损

情况逐一记录袁 切实做到检

查全覆盖尧无死角遥 另外袁根
据检查结果袁 高新公交及时

联系广告公司袁确定了以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 讲文明

树新风尧中国梦尧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尧志愿服务冶等为主题

的系列公益广告袁 并就广告

张贴等事宜进行沟通对接袁
确保公交车身公益广告都能

成为一面宣传的旗帜袁 飘扬

在高新区的各个路段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冤

检查车载电子设备
确保车辆安全运营

为加强车载设备安全隐

患排查袁 确保公交车辆正常

运营遥 近日袁高新公交工作人

员对车载设备进行了一次全

面的检查工作遥
本次检查主要对公司现

有运营车辆的三牌渊头牌尧尾
牌及腰牌冤是否正常显示尧报
站器是否报站尧3G 硬盘能否

正常存储等情况进行仔细检

查遥 针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袁 工作人员进行统一登

记汇总袁 并及时联系相关车

载设备公司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修复遥
下一步袁 公司将继续加

大力度检查车内各设备运行

情况袁 确保车辆能够及时有

效记录车辆运营数据袁 为乘

客继续提供优质服务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冤

高新公交开展车身公益广告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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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爱国影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

年袁 弘扬伟大的抗日战争精

神袁9 月 1 日下午袁 我司组织

公司员工在公司 206 会议室

共同观看了爱国主义影片

叶太行山上曳遥
该影片是一部抗战题材

的国产电影遥 故事以抗日战

争为背景袁 讲述八路军总司

令朱德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

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袁
挺进抗日前线袁 建立太行山

根据地的光辉历程袁 使在场

的所有人员接受了一次爱国

主义教育遥
野忘记过去就是意味着背

叛冶袁我们在铭记历史袁弘扬

伟大抗战精神的同时更要力

争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

斗遥 影片结束后袁同志们纷纷

表示袁 通过观看这次抗日影

片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历史袁
让我们知道了今天的美好生

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袁 今后要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袁坚定信念袁团结

奋斗袁 共同谱写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新的光辉篇章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怨 月 猿 日宛若雷霆的 苑园
响礼炮袁高亢嘹亮的叶义勇军

进行曲曳袁骤然打开时间的闸

门要要要
苑园 年前的苦难辉煌袁中

华民族的胜利荣光袁 今天在

天安门广场倾情绽放遥
圆园员缘 年 怨 月 猿 日上午袁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天安

门城楼发表重要讲话并乘车

检阅受阅徒步方队和装备方

队后袁 气势磅礴的胜利大阅

兵拉开序幕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

次以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

盛大阅兵遥 这是以史为鉴尧守
护和平尧 面向未来的国家庆

典遥
穿云破雾袁战机轰鸣遥 员园

时 源园 分许袁圆远 架直升机和 苑
架教练机组成的空中护旗方

队超低空掠过遥 碧空如洗的

天安门上空袁 战鹰护卫着国

旗军旗飞扬袁 直升机呈野苑园冶
字样编队翱翔遥 七道彩烟像

七支如椽巨笔将岁月的沧

桑尧胜利的不朽大写在天空遥
硝烟虽已远去袁 血与火

铸就的悲壮历史却有着史诗

般回响遥 当 猿猿园 余名抗战老

战士尧 抗日英烈子女和抗战

支前模范代表袁 在国宾护卫

队的护卫下袁 乘敞篷车徐徐

驶来袁掌声响彻天安门广场遥
野地无分南北袁 年无分老幼冶
野四万万众袁坚决抵抗冶袁面对

强敌袁苑园 多年前英雄们舍生

忘死尧 共赴国难的壮举今天

化作了胜利的彩虹遥
军乐声声袁战旗猎猎遥 员园

时 源愿 分袁在三军仪仗队的引

领下袁 代表着八路军尧 新四

军尧 东北抗联和华南游击队

等抗战英模部队组建而成的

员园 个徒步方队动地而来遥 苑园
面荣誉旗帜袁苑园 首英雄赞歌遥
身着 员缘 式阅兵服袁 手持 怨缘
式自动步枪的受阅官兵袁在

圆园 名将军领队的带领下昂首

行进遥
步伐铿锵袁 撼人心魄遥

猿缘怨园 人的徒步方队袁 以同一

个节奏叩击大地袁 触发起历

史的心跳遥 从野平型关大战突

击连冶尧夜袭阳明堡野战斗模

范连冶尧野攻坚英雄连冶到纵身

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尧 百团

大战中的白刃格斗英雄和用

石头尧 牙齿与侵略者血战到

底的刘老庄 愿圆 勇士袁受阅部

队战功赫赫尧英雄遍地遥
俄罗斯尧 哈萨克斯坦等

员苑 个国家近 员园园园 名官兵袁紧
随中方徒步方队走来遥 参加

观礼的有来自多个国家的领

导人尧政府高级别代表尧军队

观摩团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

负责人遥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东方主战场袁 中国军民的浴

血奋战将日本陆军主力死死

钉在中国战场上袁 即使在最

艰难时刻也从未放弃遥 中国

也得到了世界正义国家和人

民的帮助遥 数百名异国军人

在中国抗日烽火中献出了生

命遥
血洒白山黑水间袁情系驼

峰生死线袁 世界各国为中国

抗战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袁中

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遥 今天袁
美国野飞虎队冶老兵尧苏联红

军老战士尧 日本籍八路军老

战士等国际友人和子女代

表袁作为老兵方队成员参阅遥
中国军人的一个方队袁 也以

世界阅兵史上罕见方式冠

名院白求恩医疗队方队遥
员员 时 缘 分袁大地颤动袁来

自陆军尧海军尧空军尧二炮和

武警部队的 缘 名中将领队率

战车隆隆驶来遥
圆苑 个地面装备方队按照

信息化战争的实战要求袁编

组为地面突击尧防空反导尧海
上攻击尧战略打击尧信息支援

和后装保障 远 个模块遥 全部

国产化装备中袁愿源豫为首次亮

相遥 野陆战之王冶怨怨粤 式坦克尧
机动性最强的 园源粤 型履带步

兵战车尧 口径最大的 园缘粤 式

员缘缘 毫米加榴炮噎噎铁甲奔

流袁动若风发袁彰显着我国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最新成就遥
声如千骑疾袁 气卷万山

来遥 当东风 圆员阅尧东风 猿员粤尧
东风 缘月 等型导弹组成的战

略打击模块现身袁 观礼台上

一片欢呼遥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

公开亮相袁是在 员怨愿源 年国庆

阅兵典礼上遥 今天袁这支部队

受阅的导弹武器型号尧 数量

空前袁涵盖了远中近尧核常新

不同梯次遥
员员 时 圆远 分袁 随着空警

圆园园园 预警机和歼 员园 护卫机

从天际飞入人们的视线袁陆

海空三军现役各型飞机成楔

形尧 三角形尧 菱形等各种队

形袁依次临空遥
惊雷滚滚袁气势如虹遥 创

下空中阅兵最大规模的 员愿猿
架飞机中袁 我国最新型预警

机空警 缘园园尧新一代中远程轰

炸机轰 远噪尧具有远程尧重型尧
高机动第三代战斗机歼 员员尧
第一代多用途舰载战斗机歼

员缘 等袁均为列装后首次参阅遥
北京风和日丽的这一

天袁 受阅飞机起飞的多个机

场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遥 多机

型混编袁 更考验着协同作战

能力要要要参阅空中梯队袁把

阅兵当作了全天候实战的训

练遥
像出鞘之剑袁 又似一个

个错落有致的野灾冶字遥仰望密

集的直升机编队袁苑园 架飞机

之间几乎看不到间隔遥 员员 时

猿源 分袁 作为胜利大阅兵最后

一幕袁苑 架直 员园 武装直升机

拉出的 苑 道彩烟在天安门上

方久久飘扬袁 将一个民族对

和平的守望铭刻在了万里长

空噎噎
这一刻袁时间凝固了曰这

一刻袁新的历史开始了要要要
阳光普照大地袁 当激昂

的军乐声再次在天安门广场

响起袁 全场 源 万多人齐声高

唱叶歌唱祖国曳袁苑 万羽和平鸽

飞向蓝天尧展翅翱翔噎噎
鸽哨悠扬袁 传递着中华

民族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的共同心声曰
歌声雄壮袁 抒发着中华

民族走向美好未来的坚定信

念遥

(内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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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体育 活力高新 挥洒激情 展现自我

2015 年 8 月 27 日

上午，合肥市交通运输

行业“新亚杯”首届职工

运动会暨健身行启动仪

式在滨湖国家森林公园

举行，高新公交积极组

织员工参加。

启动仪式上，市交通

运 输局 方 正 杰局 长 致

词，他向运动会的胜利

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

裁判员和广大干部职工

致以亲切的慰问，希望

全体运动员、裁判员和

工作人员，弘扬积极向

上、勇于超越的体育精

神。

高新公交将以这次

运动会为契机，广泛发动

员工开展丰富多彩的体

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公司

凝聚力、向心力，为建设

美丽高新做出更大贡献。

（法规稽查部 吴瑶）

近日，高新公交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合肥市交

通运输行业“新亚杯”首

届职 工 运 动会 动 员 大

会，公司工会主席出席

会议并讲话。参赛运动

员、教练员、领队和工作

人员参加了动员大会。

工会主席首先指出，

本次运动会是市交通局

为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

文化建设，丰富干部职

工体育文化生活，增强

广 大 干部 职 工 开拓 进

取、干事创业的工作热

情，提升行业凝聚力和

向心力，而举办的全行

业运动会。其次，对公司

参加的比赛项目的竞赛

方法和要求进行了详细

的介绍和说明，对比赛

期间的人员组织、比赛

纪律和后勤保障工作进

行了周密部署。最后，他

强调各位参赛运动员要

在平时加强训练，争取

在比赛时发挥出最好成

绩。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

将于 2015 年 8 月至 9 月

举行，覆盖全市汽运、海

事、公交、出租等行业，

项目多、人数多、规模

大。届时，我司将选派 30

余人参加羽毛球、乒乓

球等六大比赛项目。

（法规稽查部 吴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