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8 日袁 首批 3D 主

题公交车亮相高新区支线公

交 651 线路遥
为了让广大乘客感受不

一样的乘车环境袁 进一步提

升高新区公交企业文化的品

质遥 高新公交公司走访阜阳

公交等多家企业袁学习经验袁
结合公司实际袁 历时 2 个月

时间袁 精心制作了具有合肥

特色及高新区地域特色的

3D 主题公交车遥 此次亮相的

公交车是以野魅力安徽窑印象

合肥冶及野环保出行窑绿树成

荫冶为主题袁其内容融汇了合

肥特色及著名代表性建筑和

景点袁 让乘客仿佛置身于穿

行在城市间的野森林冶里袁让

大家在感受乘坐公交舒适的

同时袁 追求的是一种唯美的

境界袁 体验人文与文化的交

融遥
下一步袁 高新公交公司

将结合各线路特色及乘客建

议袁 努力打造适应高新区绿

色环保出行理念的特色主题

公交线路袁 树立高新公交良

好的社会形象遥

(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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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公交组织开展智能公交专题培训会
为了更好的推进高新公

交智能信息化建设袁 同时有

效的组织建立员工考核机

制袁 让更多的职工更加了解

和熟悉使用智能公交系统遥
近期袁 由运营管理部联合富

煌和利时公司袁 安排专人对

高新公交运营管理部尧 综合

管理部尧财务部尧法规部稽查

部各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办

公行政人员进行了应用培

训袁 公司主要负责人也共同

参加了这次培训活动遥
培训活动主要针对公司

日常工作中较少接触智能公

交系统的部门行政人员遥 培

训由富煌和利时技术人员负

责讲解遥 他分别从直线调度尧
地图监控尧轨迹回放尧ERP 系

统四个方面阐述了高新智能

公交系统的具体情况遥 智能

公交系统集成了线路信息尧
车辆信息尧人员信息尧运营排

班计划信息尧 实时调度监控

等模块遥 该系统可以通过各

业务模块的底层数据袁 生成

具有针对性的尧 真实有效的

各类报表遥 为管理层对下一

阶段的运营管理活动提供决

策支持遥

参加学习的人员认真的

听袁专心的记袁并结合自身工

作提出针对性问题遥 随着企

业信息化建设的日益完善袁
将真正实现野效率提高尧成本

降低冶的目标遥

渊运营管理部 陈大伟冤

强交流促发展
共创优秀公交

12 月 18 日下午袁高新公

交公司负责人一行 6 人来到

经开区公交公司袁 双方就如

何更好的推动区域公共交通

运营事业的发展袁 进行了一

次工作经验交流座谈遥
座谈会上袁 双方首先就

人力资源管理尧 智能调度系

统尧 新能源电动车尧 机务管

理尧 财政补贴等方面进行了

交流袁 并就如何深入先进管

理理念尧强化管理模式尧完善

经营体制以及如何更好地抓

好安全尧做好营运尧保障服务

等方面的工作共同进行了深

入探讨遥 高新公交公司负责

人对经开公交公司科学的调

度系统尧 人本的管理理念及

浓郁的企业文化给予高度评

价遥
通过此次走访袁 双方交

流了业务经验袁 加深了同行

之间的交流袁 促进了共同了

进步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高新公交开展志愿服务为园区服务

高新公交为认真贯彻落

实高新区文明创建工作的部

署和要求袁 进一步提升支线

公交的良好形象袁 规范经营

和服务行为袁 确保文明创建

工作扎实尧有序开展袁现结合

公司实际袁制定下发叶合肥高

新公共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2015 年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实

施方案曳遥 在该实施方案指导

下袁 高新公交组织开展志愿

者服务活动遥
12 月初期袁 在高新公交

省电气学校站尧蜀南庭苑尧动
漫基地等人流量较大尧 公交

线路出现了很多维持秩序的

野高新公交志愿者冶袁 志愿者

们不畏寒风袁 疏导乘客排队

上车袁 来往的行人和等公交

车的群众不时投来赞许的目

光遥 同时袁在梦园小区尧柳树

塘等站房内也出现了志愿者

的身影袁 志愿者与站长一起

打扫站房卫生尧 整理站房物

品袁 为寒冬里在线路上坚守

岗位驾驶员做好服务工作遥
志愿者的出现袁 为营创

文明乘车秩序袁 为广大市民

群众的出行带来了不一样的

感受袁 亦为一线员工带去了

公司的关怀遥 志愿者们将以

实际行动为公司尧 为合肥贡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袁 他们

不仅服务了他人袁 也锻炼了

自我遥
渊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冤

高新公交开展野12.4冶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尧四中尧五
中全会精神袁 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袁 高 新 公 交 在 2015 年

野12.4冶 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

制宣传日开展一次普法宣传

活动遥 此次活动以张贴叶新市

民普法挂图曳和发放叶安徽省

法治宣传教育条例曳尧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 渊宣誓本冤曳
为主遥

活动当天袁 宣传人员依

次来到梦园小区公交首末

站尧柳树塘公交首末站尧柏堰

公交首末站袁 在公交调度室

内张贴 叶新市民普法挂图曳袁
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提高一

线驾调人员学习国家法律法

规的兴趣袁 并向驾调人员发

放 叶安徽省法治宣传教育条

例曳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渊宣誓本冤曳袁让驾调人员在工

作之余学习尧 了解国家法律

法规遥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袁

推动了高新公交法制宣传教

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袁 促进了

高新公交又快又好发展提供

良好的法治保障遥
渊法规稽查部 吴瑶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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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公交站牌刮起
创建风

近日袁 高新公交对合肥

七中新区的公交站牌进行例

行检查袁 发现许多前期张贴

的站牌及广告画面存在破损

及脱落现象袁 不符合文明创

建要求遥
高新公交非常重视袁立

即就画面破损量进行了统计

并及时记录袁 迅速联系相关

公司开展站牌更新工作遥 并

就此次站牌更新的画面进行

了多次筛选最终选择以中国

梦及文明创建为载体的公益

广告画面袁 结合新设计的站

点信息画面遥 让七中校区公

交站台焕然一新遥 成为一面

宣传的旗帜遥
下一步袁 公司将继续秉

承优质服务的精神袁 在服务

好每位乘客的同时做好各项

准备工作袁 让创建工作在高

新公交继续常态发展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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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高新区天柱路排

水防洪能力袁 进一步改善周

边交通出行环境袁 天柱路自

2015 年 12 月 16 日起封闭车

行道遥
高新公交及时调整途经

该路段的 650尧652尧653尧665尧
专 1 线路遥 接到封路通知后袁
高新公交组织专人到现场勘

查袁针对调整后线路走向尧站
点挪移逐一落实安排处理袁

同时安排对不经过的站点及

时拆除袁 并加强对市民的宣

传引导遥
下一步高新公交将继续

密切关注天柱路道路施工进

度袁 在保证目前公交线路合

理营运的同时袁 加强对调整

后线路的巡查袁 保证公交营

运的安全行驶遥

渊运营管理部 尚仁杰冤

支持高新建设发展袁优化公交站点调整

2015 年底配件库存大盘点

近日袁 高新公交根据七

中放学时间尧人数的变化袁多
措并举合理安排运力服务七

中遥
高新公交提前沟通袁根

据校方提供人数袁 统筹安排

车辆尧人员袁安排专人前往疏

导乘车人员袁 工作人员在现

场根据不同年级尧 班级放学

时间的不同袁 及时调整发车

时间和频次袁 及时疏散滞留

站点的学生袁 并要求每位乘

客有序乘车袁排队上车袁同时

就前往接送的学生家长袁临

时调整尧增加车辆班次袁满足

乘车需求遥
后期高新公交将继续与

校方保持密切沟通袁 随时调

整车辆配置尧发车间隔袁以最

大限度保障学生按时乘车返

家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世芳冤

高新公交全力保障七中

为进一步掌握公司固定

资产分布及使用情况袁 提升

精细化管理水平袁 防止固定

资产的损坏和流失袁 提高固

定资产的使用效率袁12 月 16
日起袁 高新公交展开对固定

资产及低值易耗品的全面盘

点清查工作遥
本次盘点由财务部尧综

合部尧 法规部三个部门共同

配合袁采用按账盘点法盘点袁
大大减轻了盘点的核对问

题袁 提高了固定资产的盘点

效率遥 盘点工作前期袁财务人

员完善固定资产台账袁 在账

表一致的基础上制作详细的

资产盘点表遥 盘点过程中袁盘
点人员认真登记尧仔细核对袁

法规部严格监督袁 根据使用

部门及存放地点逐个盘点遥
各部门负责人及资产保管员

积极配合袁密切协作袁准确高

效率的完成了 2015 年度盘

点工作袁各项资产账实相符遥
固定资产年度盘点工作

的完成核实了固定资产存量,
提高了资产核算的准确率,保

证了年终会计决算的质量遥
下一步袁 财务部将根据

盘点情况梳理资产报表袁各

部门对变动尧 损坏资产办理

相关变动手续袁 便于后期资

产使用管理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高新公交完成年度资产盘点工作

12 月 31 日上午高新公

交财务部尧 运营部与法规稽

查部等部门相关人员对运营

部配件仓库进行了年底大盘

点遥 盘存前财务部通知需要

盘点的相关部门袁 做好各项

盘存前的准备工作遥
当日袁 盘存部门现场对

库存物料的数量尧型号尧规格

等进行清点袁 核对库存数量

与台账数量是否一致袁 以把

握公司资产的准确性曰 判定

仓库物件的损失尧 消耗的可

用程度袁以便有效利用曰对部

分报废的物品及长期积存物

品进行一一统计遥 盘存过程

中记录实际盘点情况袁 并对

与实际库存有出入的地方进

行备注袁 然后根据运营部所

提供的原始入库单和出库单

比对袁 最后确定正确的库存

数量遥 盘存完毕后袁必须对所

盘存的区域进行一次清查袁
查看是否有漏盘配件袁 整理

盘存表袁 所有盘存人员要在

盘存表签字袁 确定盘存表与

实际盘存情况无出入遥
通过盘存便于对库存进

行全面了解袁 保证维修配件

的规范管理及领用遥 既可以

保证财务结账袁 库存数量与

台账数量一致袁账实相符曰也
可以保障车辆维修及日常配

件的正常所需袁 使车辆安全

运营遥 为下一步生产经营工

作提供更精准的决策依据袁
为公司明年各项工作的顺利

开展做好基础工作遥

渊财务部 杨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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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下

午袁 由集团公司举办的环湖

跑在美丽的王咀湖隆重举

行袁高新公交公司近 40 人次

参与到了本次活动中袁 用行

动为健康点赞浴
由于公交行业的特殊

性袁 驾驶工作需要长时间的

坐立袁 大多数驾驶员腰椎都

患有不同程度的劳损遥 通过

参与此次活动袁 不仅锻炼了

员工的身体袁增强了体质袁更

增进了高新公交公司员工与

集团公司员工沟通及友谊遥
长跑过程中袁 高新公交公司

所有参赛者用矫健的身躯和

坚定的步伐袁 向集团公司展

示了公交昂扬向上的精神面

貌遥
据悉袁 高新公交公司财

务部的点钞收胆员赵东袁荣

获女子青年组第一名的好成

绩遥
(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

12 月 29 日下午 1:30袁新
加坡花园城毛球场馆内袁高

新公交公司一场内部员工羽

毛球比赛轰轰烈烈上映了遥
此次活动旨在丰富公司

员工业余文体活动袁 增强身

体素质袁促进各部门之间尧员
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遥 公司

以综合管理部牵头组织袁各

部门员工积极报名配合遥 活

动得到了公司员工积极踊跃

的参与袁共有 48 余人参加了

比赛袁8 人参与了比赛组织和

裁判工作遥 经过激烈的角逐袁
女子组前三名被综合管理部

张晓婷尧财务部赵东尧综合管

理部孙晓亚摘得曰 男子组前

三名则被综合管理部赵旗尧
651 线孙凌伟尧652 线赵志勇

包揽遥
本次羽毛球比赛袁 不仅

带动了公司内部健身运动的

风潮袁 更增进了员工之间的

团结友谊袁营造了积极向上尧

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袁 活动

最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

果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高新公交举办员工羽毛球比赛

高新公交参加职工射箭比赛
为进一步丰富员工的业

余文化生活袁1 月 10 日上午袁
高新集团公司职工射箭比赛

在市微风射箭馆内举行遥 高

新公交公司共有 25 名选手

参加了本次比赛遥
射箭运动做为传统竞技

项目袁有着悠久的历史遥 上午

9 时 30 分袁 比赛正式拉开序

幕遥 在教练耐心的讲解下袁大
家迅速掌握了射箭要领遥 开

弓尧瞄准尧施射要要要箭离弦而

去袁 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

弧线遥 本次比赛每位选手射

击 18 支箭袁最后 6 只箭计个

人成绩遥 比赛伊始袁赛场上便

传来了阵阵喝彩袁 为选手射

出的优秀成绩而加油袁 也为

选手的一时失误而叹惜袁整

场比赛都充满了欢快的笑

声遥
通过比赛袁 大家不仅了

解了射箭这项新兴运动袁在

射箭的过程中袁 还锻炼了他

们的注意力和眼力袁 加强协

调能力袁锤炼了顽强尧果断和

克服困难的意志袁 激发了广

大员工积极向上的拼搏精

神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