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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公交传达贯彻
区文明创建调度推进会会议精神

高新公交赴公交集团六车队考察学习

近期袁我司召开 2015 年

文明创建专题会议袁 传达贯

彻区文明创建调度推进会会

议精神袁公司主要领导尧各部

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参加会

议遥
会议传达了区文明创建

调度推进会会议精神及市尧
区文明创建有关文件要求袁
并结合公司实际袁 通报了近

期运营工作的检查情况尧存

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遥
会议强调袁 各部门务必清醒

认识创建面临的严峻形势袁
要以创建工作为抓手袁 结合

目标考核袁 强化运营管理工

作袁 对目前创建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要及时进行总

结遥 其次袁对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中自身所承担的任务袁再

次进行安排部署袁 要求各职

能部门和责任人要细化目

标袁强化责任袁对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及时整改到位遥
会议指出袁 一是要高度

重视袁迅速行动曰二是从现在

开始袁要进一步细化责任曰三
是要认真做好检查袁 及时整

改到位曰四是对存在的问题袁
要实行责任追究曰 五是全员

参与袁 依托志愿者服务等载

体袁 充分调动创建人员积极

性曰六是加大新闻宣传力度袁
掀起新一轮的创建宣传高

潮曰 七是进一步做好基础材

料整理归档工作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高新公交赴
天乐中心参观学习

为推进高新公交党建和

文明创建工作再上一个新台

阶袁近日袁高新公交组织人员

专程到天乐中心参观学习遥
学习人员一行首先参观

了天乐中心党建工作站袁听

取了中心关于非公党建尧党

建活动等特色党建工作的介

绍袁 仔细了解党建工作站的

筹划设计情况遥 随后来到天

乐中心梦城社居委袁 实地参

观了社居委各种功能活动

室袁 深入了解了梦城社居委

通过开辟各种工作载体和活

动阵地袁 调动社区居民群策

群力开展为民服务和文化活

动的宝贵经验遥
通过此次学习袁 大家纷

纷表示受益匪浅袁 将在以后

的工作中认真借鉴先进单位

的经验和做法袁 紧密结合服

务园区发展的需要和高新公

交的实际袁谋划好尧开展好高

新公交党建工作袁 并加以推

广运用到公交行业文明创建

工作中遥

(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

为进一步开阔视野袁学

习借鉴公交集团在经营管

理尧优质服务尧文明创建等方

面的成功经验袁 着力提升我

区公交事业发展水平袁近日袁
高新公交赴公交集团六车队

考察学习遥
公交集团六车队队长及

相关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六

车队基础设施尧文化建设尧服
务理念尧品牌管理尧员工风采

等方面的经验做法遥 高新公

交公司就我区场站建设尧人

员管理尧 公交运营的实际情

况与存在的问题与公交集团

六车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

讨交流袁 气氛坦诚热烈遥 随

后袁 高新公交一行人员登上

快一线公交车袁 亲身感受了

快一线的服务质量遥 快一线

作为合肥公交乃至全省公交

史上的第一条快速公交线

路袁 积累了丰富的运营和管

理经验遥 线路开通以来荣获

过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

野全国工人先锋号冶 称号袁如
今袁 快一线已成为全省乃至

全国的行业标杆遥
通过此次学习考察袁高

新公交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

验袁 对今后的运营工作起到

了积极的推进作用遥

渊法规稽查部 吴瑶冤

高新公交印发叶2015 年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实施方案曳
为保证高标准完成创建

复查工作袁 高新公交公司成

立文明城市创建迎评活动领

导小组袁并按照新版叶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体系曳 的标准及

要求袁制定叶2015 年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曳渊以下简

称叶方案曳冤遥
该叶方案曳共 4 个部分袁

包括指导思想尧组织领导尧工
作措施及工作步骤遥 叶方案曳
中明确了 2015 年公司文明

创建的重点工作院 一是宣传

发动袁营造氛围遥 做到统一思

想袁提高认识袁号召全体员工

立即行动袁积极参与袁增强积

极性尧主动性及自觉性遥 二是

分工负责袁落实责任遥 把文明

创建的目标任务进行细化分

解袁 把创建任务和责任分解

到各部门袁 领导干部分工负

责袁加强督查及考核遥 三是突

出重点袁认真整治遥 按照新版

叶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曳的
标准及要求袁 扎扎实实地推

进文明城市创建迎评工作深

入开展遥
叶方案曳的制发袁为文明

创建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提

供了有力的保障遥 后期,公司

会按照叶方案曳部署袁倒排时

间期限袁督促落实创建效果遥

渊综合管理部 苏婧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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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困难职工

帮扶救助工作袁 确保把工会

的关怀送到困难职工的心坎

上袁 合肥高新公共交通运营

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积极为

王钢申报困难职工帮扶证遥
王钢因父亲常年患病袁

每月需花费高额的医药袁且

孩子正在上学袁 经济负担较

重遥 今年 8 月份袁公司工会主

席在得知他的实际情况后袁
立即帮助他整理申请困难职

工所需要的材料袁 并向上级

工会提出申请遥
近日袁 经过合肥市总工

会审核袁 已将合肥市困难职

工帮扶证发放到王钢手中遥

(法规稽查部 吴瑶)

为广泛普及食品药品安

全法律知识和科普知识袁积

极营造食品药品安全的社会

共治氛围袁近日袁在区食安办

的指导下袁 高新公交公司开

拓创新宣传载体袁 利用公交

车身宣传平台开展食品药品

安全公益广告宣传遥
此次利用公交车身宣

传袁 亦是发挥了公共载体的

宣传功效袁提升群众知晓率袁
通过公交车这个平台向乘客

宣传创建食品安全城市目

的尧意义及创建口号袁展示高

新区食品安全新形象袁 营造

全社会共同关注食品安全的

良好氛围遥
野人人参与袁争创食品药

品安全城市冶尧野创建食品药

品安全城市袁 维护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冶等标语,计划在公

司八条线路 15 台车上全面

张贴袁目前袁这些创建食品药

品安全城市宣传标语制作已

完成袁正在等待安装遥

(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

近日袁高新公交开福寺停

保场内的文明创建工作氛围

正浓遥 以文明创建为主题的

宣传栏和宣传横幅已更新完

毕袁主题鲜明的野创建文明城

市 共建和谐家园冶尧野文明创

建共参与 文明成果同受益冶
等宣传标语时刻提醒过往的

驾驶员朋友们袁 创建文明城

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

命遥
下一步袁 我们将继续通

过多种宣传途径袁 让广大驾

驶员朋友理解尧支持尧并参与

到文明创建工作中袁 让文明

创建成果在高新公交发扬光

大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

管理袁加快预算执行进度袁高
新公交近日顺利完成第三季

度财务预算分析袁 并对前三

季度的成本支出情况进行了

详细的统计对比分析袁 及时

掌握了公司财务状况遥
此次预算分析袁 财务部

提前筹划袁 首先根据公司的

实际运营计划执行情况袁对

年初的部分预算指标进行了

相应调整袁 对实际成本开支

内容进行详细统计袁 按照预

算进度对执行情况逐一核算

分析遥 至三季度末袁公司各项

预算指标完成情况较好袁圆

满完成预算任务袁 未发生超

支项目遥 财务部并对四季度

实际收支情况进行了预测袁
对可能超额项目实行提前预

警尧重点监控袁确保全年预算

指标圆满完成遥

通过建立完善的预算分

析体制袁 实时监控成本开支

项目袁 企业经营管理效益进

一步提升遥 下一步袁公司将认

真做好 2015 年账务清算工

作袁保证公司资产安全尧账务

清晰袁严把成本控制关袁促进

公司稳步发展遥

(财务部 李琼)

随着时间临近 11 月份袁
为更好的在冬季服务园区居

民遥
近期袁 高新公交积极组

织拆除车厢遮阳窗帘尧 加装

电风扇布套袁 保障冬季车厢

明亮整洁乘坐舒适袁 同时根

据温度变化发放挡霜布袁提

前做好发放车辆挡霜布的各

项准备工作袁 以保障温度过

低时能及时发放袁 保障车辆

出场安全性遥

后期袁 高新公交也会时

刻关注气温和雨雪天气的变

化袁提前做好冬季养护工作袁
以保证冬季车辆正常运行遥

(运用管理部 李健)

随着高新区企业的发展

和周边小区的入住率的上

升袁 园区内的企业员工上下

班和市民出行人数大幅度提

高,园区部分线路运力已无法

满足出行需求袁 如 650尧656尧
专一线等遥

鉴于此袁 高新公交根据

上述线路沿线居民出行习

惯袁 积极收集客流走向及客

流量等数据袁 同时配合公司

整体运力配置情况袁 克服首

末站点停放等困难袁 调整并

增加原线路车辆袁 保障高峰

期间运力需求遥 据悉袁650 线

由原 7 台车增加至 10 台车袁
高峰间隔时间缩短至 10 分

钟曰656 线由原 6 台车增加至

11 台车袁 高峰间隔时间缩短

为 8 至 10 分钟袁平峰间隔时

间缩短至 16 分钟曰专一线也

在原配车基础上再增加一台

车袁 平峰段发车时间由原 60

分钟缩短至 30 分钟遥
此次线路运力配置的调

整袁 将大幅减少乘客候车时

间袁 更好的满足园区内员工

上下班和市民的出行需求遥

(运营管理部 符瑛)

高新公交刮起文明创建风

把温暖送到困难职工心坎上

高新公交车身标语警安全

高新公交完成三季度财务预算分析

调整车辆配置保障线路高峰运力

高新公交做好入冬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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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 叶合肥

高新区安全生产 野严执

行尧排隐患尧强管理冶专

项实施方案曳渊合高安办

也2015页42 号冤文件精神袁
近期袁 高新公交公司结

合实际袁 积极开展安全

专项培训及隐患自查自

纠活动遥
高新公交公司一是

充分利用安全会议袁以

事故案例分析尧 行车操

作规程尧 防恐安全教育

为主要内容袁 分批对全

体驾驶员进行了强化培

训遥 二是组织安全员及

部门党员骨干开展了安

全生 产 专 项大 检 查 活

动袁 分别对车辆的安全

设施尧 日常例保工作及

路口尧 斑马线让行情况

进行了大排查袁在事故尧
违章多发地段严查路口

超速尧 斑马线未减速让

行尧 停靠站不规范等违

章行为遥 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袁当场给予指出袁
要求立即整改遥

高新公交公司将以

此次检查为开端袁 将每

月的综合大检查定为长

效机制袁 进一步深化管

理袁推动公司安全管理水

平的全面提升遥

(运营管理部 陈大伟)

检查人员首先对调度室卫生尧 用水用电等进行

了检查袁并向调度员详细询问日常工作情况遥 随后对

运营车辆的车身外表尧 车内物品摆放及发动机卫生

等方面进行检查袁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袁现场进行

督导整改袁有效提高了检查的效果遥

会议播放月度事故车载监控

的视频袁 让驾驶员直观的认识了

路段存在的安全隐患袁 并就各线

路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做了汇总

通报袁 进一步要求驾驶员在运营

时不出现违规驾驶行为袁 同时提

醒各位驾驶员在节假日期间安全

行驶注意事项遥

针对定期检查发现的部分江淮车辆有存在吊环老

旧尧 松动的现象袁 在使用的过程中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袁对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遥 为此袁高新公交高

度重视袁积极组织人员袁对 20 辆江淮车辆的旧吊环

进行统一更换袁并于国庆前完成更换工作遥 新更换的

吊环采用最新工艺安全性能较高袁 材料的厚度和韧

性将极大满足乘客使用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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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为迎接残奥会

而拍摄的影片来说袁 这部融

合了青春尧爱情尧亲情尧残障

运动员等多种元素袁 由彭于

晏尧陈妍希尧陈意涵共同演绎

的叶听说曳是一部没有太多语

言袁确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遥
看到这部影片是一个机缘巧

合袁 因为是为残奥会做宣传

的袁 所以没有太多的商业化

元素袁只有简单的故事袁而且

因为是关于听障人士的故

事袁 所以整部电影大部分都

是手语对话袁 基本都是靠字

幕来了解故事剧情的发展遥
故事很简单袁 姐姐小朋是个

听障运动员袁 一直在准备残

奥会游泳比赛的选拔袁 妹妹

秧秧是个正常人袁 但为了姐

姐能更好的训练袁参加比赛袁
她一直赚钱养家袁 外卖小子

黄天阔一直在自家的饭店帮

忙送外卖袁 他经常送外卖到

游泳馆袁他认识了秧秧袁觉得

她又可爱尧又活泼尧对姐姐很

好尧对大家也很好袁很快喜欢

上了她遥 秧秧一直认为外卖

小子也是听障人士袁 为了照

顾姐姐袁 而且也因为姐姐被

呛伤不能参加选拔而自责袁
一直在犹豫是否接受他遥 故

事就在这里让人感觉到了哀

伤袁生活给了这对姐妹美好尧
也阻挡了她们很多遥

影片让人难以忘怀的地

方有两段袁 第一个是小朋带

着妹妹秧秧去看鸟袁 她动情

的野诉说冶着自己的想法袁努

力让秧秧明白照顾她并不是

一种必须的责任袁 她自己可

以照顾自己袁 也试图说服着

妹妹过正常人的生活遥 这段

仍然是无声袁 但是每一个动

作袁每一句字幕翻译袁都让人

感受到这对姐妹的感情和听

障人士的不易生活遥 第二段

是天阔在游泳馆向秧秧表

白袁秧秧背对着他袁他当时并

不知道秧秧是个正常人袁一

番表露心迹的诉说袁 让人感

受到了纯真的感情袁 但这段

话语中袁 有一句却让人不禁

想落泪袁野他们会看见的遥 而

且你说过袁看不见就会不安遥
我向你保证袁 我会让你和他

们袁看见我对你的爱浴 冶是的袁
爱是可以看见的袁 可以感受

到的袁 并不是靠听和说才能

表达出来袁 也不是一切障碍

可以阻止的遥
故事结局很美好袁 秧秧

正视了她和小朋梦想的区

别袁 明白了亲情和责任间的

不同袁小朋圆了自己的梦想袁
天阔和这个他认为很善良很

好的女孩延续着他们的感

情遥 电影的结束语很清晰的

总结故事的初衷袁野爱情跟梦

想都是很奇妙的东西袁 不用

听袁不用说袁不用被翻译袁就

可以感觉到噎噎冶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冤

十一七天小长假跟着亲

戚组成了一支小车队袁 来了

一次 2000 多公里自驾之行袁
此行就去了山西壶口瀑布遥
可能是因为合肥的 地理位

置袁 也可能是我的概念里总

是会去到芜湖长江大桥尧南

京长江大桥袁 所以对我来说

对长江的新鲜度不是很大袁
而这次的黄河袁 则让我倍感

新鲜遥
顺着弯弯曲曲的高速一

路袁经过大大小小的隧道袁当
穿过最后一个 野山西壶口隧

道冶时袁再经过拥堵的一个半

小时下了高速袁 看着母亲河

的壮丽景色袁 沿着山路顺延

而上袁打开车窗袁看着河岸袁
闻着这黄土的气息袁 体味着

她的美丽尧壮观遥 看着沿途黄

面上小小的瀑布袁 心里不经

开始想象壶口瀑布的景色遥
等我们堵到景点入口袁 天色

已渐渐擦黑袁听着她在咆哮袁
脚下的步子也不自觉 地加

快袁希望赶紧看到那壮景遥 穿

过观景的人潮袁 先感受到的

是那股潮湿的气息袁 随后就

看到那滔滔的河水野拥挤冶的
通过壶口这窄口袁 再飞下那

20 米余高的断层袁 跌入石槽

之中遥 此情此景袁只有面对着

她袁才能感受真切浴
壶口瀑布作为中国第二

大瀑布袁 亦是最大的黄色瀑

布遥 据说她夏季气势恢宏袁冬
季则会出现巨大冰瀑袁 希望

下次能有机会再睹她冬季的

壮景遥
渊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冤

近些日子袁时常泡

在一些关于车辆的野坛
子冶里袁想要从中寻找

一些适合自己的信息袁
久觉不够袁 又在 QQ
里找了一些群加进去袁
看着大家各种聊袁以期

待着能从中也获取一

些野坛子冶里没有的信

息遥 野坛子冶泡的久了袁
群里待的久了袁就会发

现一些别有用心而各

种喷的车黑遥 让那些

来寻找一些坚定自己

购车信息的准车主们袁
突然变得晕头转向袁不
知所措遥

其实袁在生活圈子

里袁别有用心者大有人

在袁黑车尧黑房尧黑电子

产品袁更有黑人者的存

在遥 别有有心者袁多为

有利可图袁亦更是唯利

是图袁为了一些蝇头小

利而放弃为人的基本

准则与道义曰应他人之

要求在那借着当今网

络媒介的方便之处袁挖
空心思尧咬文嚼字的乱

喷一气遥 常常将一点

的不足放大成一面的

不是袁更有甚者则无端

生有袁凭空捏造出个三

二一出来袁让大众信以

为真袁让真真切切变成

了虚虚假假遥
而我们袁活在这个

假假真真尧虚虚实实的

社会里袁需要的是一个

分辨黑白袁去伪存真的

野火眼金睛冶遥 寻求真理

是值得推崇的高尚行

为袁但不能让自己迷失

在各种喷子所挖好的

陷阱里袁让眼睛蒙上了

灰尘袁最终不仅寻求不

到真理袁只会让自己迷

失袁最终落得成了别人

的出头鸟遥 其实袁大多

数的颠倒黑白袁都是漏

洞百出袁 只要细细推

敲袁便可水落石出遥
所以袁泡野坛子冶

也好袁逛 Q 群也罢袁我
了解到我想知道的便

可袁大可不必理会那些

别有用心人的词作袁权
当闲来无事的一些调

味剂吧遥

渊运营管理部 陈大伟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