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01

星期日
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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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慧

责任编辑：孙晓亚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公交

行业管理袁 全面掌握行业发

展现状袁 科学制定促进行业

发展政策袁 夯实行业信息化

管理基础遥 高新公交按照市

交通局 叶关于建立健全城市

公交行业管理档案的通知曳
要求建立城市公交行业管理

档案及台帐袁 力主建立健全

城市公交行业管理档案工

作遥
高新公交高度重视袁指

派专人负责建立健全行业管

理档案及台帐袁 主要内容包

括院 提供企业许可决定书复

印件尧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曳
复印件尧叶机动车登记证书曳
复印件尧叶机动车行驶证曳复

印件以及企业尧车辆尧线路尧
场站尧人员等信息遥 高新公交

积极配合城市公交行业管理

工作袁 对提供的材料认真审

核袁保证档案及台帐真实尧准
确袁并严格按照交通局要求袁
做到规范报送袁 更好地促进

城市公交客运发展遥
(财务部 杨洁)

12 月 7 日下午袁 由合肥

市文明办尧 合肥市交通运输

行业主办的野文明行车之星冶
授牌仪式在合肥公交集团和

平路停保场内隆重举行遥 高

新公交公司 650 线路驾驶员

孙伟荣获野文明行车之星冶荣
誉称号遥

据了解袁 为进一步深化

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创建工

作袁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袁 充分发挥先

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袁推

进野文明行车尧文明行走冶专

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袁 大力

倡导现代文明交通理念袁提

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文明交

通素质袁构建安全尧和谐尧文

明尧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遥 自

今年 10 月起袁 由市文明办尧

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交通运

输行业开展 野文明行车之

星冶评选表彰活动遥 经过层层

遴选审核尧 社会公示监督等

程序袁最终高新公交公司 650
线路驾驶员孙伟荣获 野文明

行车之星冶荣誉称号遥
高新公交公司希望广大

干部职工要以 野文明行车之

星冶为榜样袁树立现代文明交

通理念袁 自觉摒弃不文明陋

习袁自觉养成野文明行车尧文

明行走冶的良好习惯袁为合肥

市文明城市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遥

(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

为结合高新公交公司普

法宣传要求袁 加强公交驾驶

员行为规范袁 高新公交于 12
月 29 日尧30 日利用一线员工

安全例会时间开展 叶公交车

驾驶员行为规范曳 普法宣传

活动遥
此次宣传活动由高新公

交法规稽查部负责牵头组

织袁 活动内容主要是涉及到

驾驶员的刑事责任和驾驶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袁 着重讲解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的几个问题院 一是不按

道行驶问题曰二是超速问题曰
三是道路状况导致的问题曰
四是第三人违章导致紧急避

问题等袁 并通过例举实际案

例详细分析遥 最后提出作为

驾驶员应该如何规范自己的

行为袁提高驾驶技术袁为广大

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遥
通过此次普法宣传活动袁

不仅加强高新公交一线驾驶

员自身行为的规范意识袁同

时也为下一次的普法工作做

好铺垫遥

渊法规稽查部 杨慧冤

12 月 21 日袁为巩固文明

城市建设成果袁 高新公交特

组织运营管理部开展为期一

天的场站自查遥
在场站检查中袁 检查组

重点检查了场站卫生尧 场站

停车秩序尧站房物品摆放尧站
房宣传画面整洁等内容遥 检

查组在检查中发现场站卫生

及停车秩序等基本良好袁但

岗位职责宣传画有破损及脱

落现象袁 为此检查人员专门

就破损量进行统计遥 对于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袁 及时联系

相关单位和广告公司重新制

作并确保整改到位遥

12 月 22 日整改完成袁共
计整改 12 幅宣传画面遥 此次

高新公交开展的文明建设成

果自查工作将常态化开展下

去袁 为夯实高新公交优质运

营打下坚实基础遥

(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

为进一步规范公交车车

容车貌袁 展现支线公交良好

形象袁自 12 月起袁高新公交

公司全面开展公交车车身广

告整治工作遥
目前高新公交公司共

有 8 条公交线路袁 运营车辆

115 辆袁其中袁89 辆公交车车

身广告经营权已通过公开招

标形式交付合肥星塘文化公

司经营遥 在近期巡查中袁发现

部分车辆广告画面起皮脱

落袁安装效果较差袁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高新区文明创建氛

围遥 为此袁高新公交公司总经

理助理带领综合管理部尧法

规稽查部人员对车身广告进

行逐一检查袁 对不符合规定

的车身广告袁详细登记在案遥
并约谈星塘公司负责人袁要

求广告公司立即撤换破损广

告袁 督促企业进一步加强广

告画面制作及现场安装管

理袁确保车身广告画面美观尧
安装平整遥 截至发稿袁已有多

台车辆完成整改袁 剩余车辆

也将按计划进行整改完善遥
今后袁 高新公交公司将

不定期开展公交车身广告规

范检查整治工作袁 让高新区

内流动的野家冶看上去更美更

整洁遥
(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

建立健全城市公交行业管理档案

叶公交车驾驶员行为规范曳宣传活动

开展场站自查巩固文明建设成果

高新公交开展
公交车车身广告规范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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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观考评高尧 中层管

理人员的工作业绩与综合能

力袁促进高尧中层管理人员认

真履行职责袁12 月 28 日下

午袁 高新公交公司组织全体

高尧 中层管理人员开展 2016

年述职考评大会遥
会上袁 述职人员按照总

经理助理尧综合管理部尧财务

部尧运营管理部尧法规稽查部

的顺序逐级上台述职袁 大家

认真总结岗位履职情况尧晒

成绩尧讲问题尧列举措尧定思

路袁 全面谋划 2017 年的工

作遥 公司领导在听取每一位

述职人员的述职报告后袁根

据述职报告的内容进行有针

对性的提问袁 帮助述职人员

理顺工作思路袁 给予工作指

导袁 进一步增强员工的责任

意识和工作主动性袁 共同推

进明年工作的顺利开展遥
此次述职大会袁 以亮出

成绩尧找出差距尧公开接受各

部门监督的方式袁 产生了鼓

励先进尧 增添动力的良好效

果遥 既客观评价了员工的工

作成绩袁 同时也加强了各部

门之间的了解和交流袁 为员

工提供了锻炼和相互学习的

平台袁对公司 2017 年工作开

展具有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

用遥
渊综合管理部 苏婧冤

高新公交开展电子设备检查
保障冬季行车安全

全面盘点规范管理

高新公交夜查公交站亭公益广告刊播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袁6 月 30

日袁 高新公交对公司固定资

产尧 低值易耗品进行了全面

盘点遥
此次盘点工作由财务

部尧综合部牵头袁各部门资产

管理员共同配合袁 主要围绕

以下几个方面开展院 一是依

据 2015 年 6 月固定资产台

账,通过逐一盘点尧逐一清查

的方式, 核对所用资产实物尧
资产数量尧规格型号尧使用状

况尧使用人等信息进行盘点袁
并补充编制资产明细清单;二

是根据现场盘点情况,仔细对

资产标签袁使用部门尧使用人

以及存放地点等相关信息进

行了补充和修改曰 三是盘点

过程中将各项资产保管具体

到个人袁由部门资产保管员尧
使用人在盘点表上签字确

认袁 较好的掌握了公司目前

资产的整体使用情况袁 明确

了使用责任遥
下一步袁 将根据现场核

对的资产情况进行全面梳理,

列出在用尧 闲置和拟报废等

固定资产清单,编制新的资产

管理报表袁 为资产日常管理

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袁 促进日

常管理的规范化遥

(财务部 焦艳君冤

为了更好的保障冬季运

营袁 确保公交车电子设备完

好袁12 月 22 日袁 高新公交开

展了车载电子设备大检查遥
此次车载电子设备大检

查袁 由高新公交工作人员及

富煌科技信息技术公司人员

共同组成检查组袁 检查组重

点检查了车内电子报站器是

否正常接收信号袁 电子导乘

图是否正常显示袁 电子三牌

屏显是否正常尧 后门监视器

是否完好等内容袁 检查人员

对运营车辆进行逐一排查袁

确保检查做到全面细致袁力

保发现问题袁登记整改问题遥
经过两天的循环检查共计检

查车次 105 台袁 发现问题 5
项,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告知

相关单位袁 保证及时维护到

位袁保障冬季行车安全遥

12 月 25 日袁此次检查

出的 5 项问题均已得到修

复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冤

为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

创建氛围袁12 月中旬袁高新公

交公司开展了为期三晚的公

交站亭公益广告刊播情况检

查工作遥
在夜查中袁 检查组按照

运营线路对公交站亭逐一查

验袁 重点检查了公益广告的

数量尧用图规范尧脏污破损等

情况,并详细登记在册袁切实

做到检查全覆盖尧无死角遥 从

检查结果来看袁 站亭公益广

告设置除个别站亭玻璃破

损尧画面不规范外袁公益广告

张贴达到 20%袁 广告内容有

核心价值观尧 志愿服务和未

成年人等袁 基本符合文明创

建要求遥 同时袁对于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袁 及时联系相关单

位和广告公司袁 重新制作并

认真审核袁确保整改到位遥

截止目前袁 公交站亭公

益广告检查工作已经全部完

成遥

(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流动的年味儿院公交车上贴窗花
12 月 30 日袁 是 2016 年

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袁 也临近

春节遥 为了烘托节日的气氛袁
高新公交的工作员工利用下

班时间来到主要站房袁 依次

在每条线路每辆公交车车厢

内尧 车窗等处贴出贺岁主题

的红色剪纸窗花袁 不但车厢

里显得格外喜庆袁 此举也使

得浓浓的年味儿流动在合肥

街头遥
每当乘客坐上带有窗花

的公交车袁有关回家尧幸福尧
温馨尧团圆的字眼涌上心头遥
贴上窗花的公交车袁 不仅是

一道交通风景线袁 更是一道

流动的民俗风景线遥 它带给

人们不仅是出行的方便袁更

有情感的慰藉遥
祝福每一个出发袁 温暖

每一个到达遥 祝福每一个赶

路的人袁 祝福每一个回家的

人浴
(综合管理部 张晓婷冤

为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袁
12 月 30 日下午袁集团公司举

办的第二届环湖跑在美丽的

王咀湖隆重举行袁 高新公交

公司组织员工参与此次活动

比赛遥
本届环湖跑全程约 5 公

里袁赛道距离适宜袁沿途风景

清秀袁 众多参与选手热情高

昂遥 区工委委员尧管委会副主

任吕长富出席活动并为比赛

鸣枪发令遥 距开幕式四十分

钟之后袁 已有部分人员到达

终点并取得名次遥 通过长跑袁
高新公交公司参赛者用矫健

的身躯和坚定的步伐袁 向各

公司展示了公交昂扬向上的

精神面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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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员工与集团各公司员工

沟通与交流遥
(综合管理部 吴琼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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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记心中 警钟须长鸣
高新公交党支部组织开展反腐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学习会

为加强党员干部职工党

纪法规教育袁 进一步增强党

员干部职工廉洁自律意识袁
提高遵规守纪自觉性袁12 月

14 日袁 高新公交公司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专题

学习反腐典型案例遥
学习会上袁 高新公交公

司党支部书记原原本本地传

达了中共安徽省纪委 叶关于

界首市靳寨粮站副站长张宾

在夏粮收购过程中违规收受

钱物问题的通报曳和高新区

纪检委叶关于四起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野四风冶和腐败问

题典型案例的通报曳的违纪

违法典型案例遥要求全体党

员干部职工要加强学习袁不
断更新尧 扩充自身理论知

识袁提高政治素养袁引导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时刻筑牢

思想道德底线袁紧绷纪律这

根弦袁 自觉抵御 野四风冶和
野歪风冶遥要结合野两学一做冶

活动袁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

职工的教育尧 管理和监督袁
提高法纪修养袁增强自律意

识袁强化法纪意识袁用法纪

准绳规范行为遥要充分发挥

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袁
从中吸取教训袁 引以为戒袁
营造支线公交行业风清气

正的良好环境袁努力推进高

新区支线公交工作再上台

阶遥
参会人员仔细听袁认真

记袁听有所思袁学有所获袁普

遍认为院 要从警示案例中吸

取教训袁时刻警醒自己袁讲政

治尧守规矩袁自觉遵守党纪国

法袁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袁
始终做到洁身自好袁 廉洁自

律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高新公交党支部以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扎实推进基层党支部野两学一做冶工作

12 月 12 日下午袁 高新

区管委会举办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委宣

讲团报告会遥 高新公交公司

领导班子成员尧 各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议遥
为深入解读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袁 此次会议由

高新区工委委员尧 纪工委书

记孟凡农主持报告会袁 邀请

市人大内司工委张平主任做

宣讲报告遥 张主任围绕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及全会通

过的 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曳和叶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曳袁从新

形势下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大意义尧牢固树立野四
个意识冶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和强化党内监督的举措部署

四个方面对全会基本精神和

核心做了系统尧全面尧深刻的

讲解遥

通过学习袁 进一步领会

了全会精神实质袁 高新公交

公司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袁
真正将行动凝聚到各项工作

任务中去袁 为广大市民群众

提供更为优质的公交出行服

务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为深入推进野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活动袁 高新公交公

司党支部以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为指引袁多措并举袁切实

做好野两学一做冶教育学习各

项工作遥
一是切实学习贯彻好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遥 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袁 精准把握全会审

议通过的 叶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曳和

修订后的 叶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曳精神遥 要求大家要

认真读懂学会袁 并依照会议

精神严格约束自己袁 立足公

交安全服务职能完成好本职

工作遥
二是切实抓好 野两学一

做冶 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推

进遥 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

增强野四个意识冶袁自觉地在

思想上尧政治上尧行动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袁 结合高

新区支线公交工作实际袁继

续扎实推进 野两学一做冶袁坚
持野优质服务尧高效保障尧安

全运营尧方便快捷冶的工作理

念袁做群众满意的公交企业遥
三是充分发挥党支部

核心作用遥 全面加强高新公

交公司队伍建设袁 充分挥党

员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

用袁 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和纪

律条例袁并以身作则袁在日常

工作中统筹安排袁 努力做到

学习尧工作 野两不误尧两促

进冶袁以实际行动推动高新公

交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12 月 8 日上午袁 高新公

交公司党支部组织召开 野讲
看齐尧见行动冶第一次专题学

习讨论会遥 高新公交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尧 全体党员参加

了会议遥
会上袁高新公交公司党支

部书记围绕 野讲看齐尧 见行

动袁我们怎么办冶这一主题袁
结合自身实际袁 分别作了发

言遥 之后袁全体与会人员交流

了思想认识遥 会议要求袁一是

要充分认识开展野讲看齐尧见
行动冶 学习讨论活动的重大

意义尧总体要求尧主要内容和

方法步骤袁为野讲看齐尧见行

动冶 学习讨论顺利开展打好

基础曰二是要紧紧围绕野牢固

树立核心意识尧 向党中央看

齐尧 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看齐尧 向党中央决策部

署看齐冶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袁
力求学深学透尧融会贯通曰三
是要以先进模范人物正面典

型为镜袁 找准差距袁 见贤思

齐曰四是要落到实处袁围绕发

现的问题袁补缺补差袁及时整

改存在的问题遥 会议强调袁各
部门要紧密结合野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和当前工作实际开

展学习讨论袁 切实增强思想

认识袁 以学习讨论来推进高

新公交公司各项工作的开

展袁 真正做到学习讨论和推

进工作两手抓尧两促进遥 经学

习讨论袁 与会人员进一步加

强了对开展野讲看齐见行动冶
学习讨论重大意义的认识遥
大家一致认为袁 作为公交服

务行业袁 党员干部要自觉在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上讲看齐尧见行动袁充分认识

到确立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

央的核心尧 全党的核心的极

端重要性袁 真正做到坚决追

随尧坚决维护和坚决捍卫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高新公交参加区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报告会

高新公交召开野讲看齐尧见行动冶第一次专题学习讨论会

正值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

育深入推进之际袁 为扎实开

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袁 筑牢

领导干部拒腐防变思想道德

防线袁以案施教遥 12 月 9 日,
高新公交公司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 20 多人集中观看反腐

倡廉影片叶丫山清风曳遥
该片以野三严三实冶专题

教育活动和反对 野四风冶活

动袁反腐败袁打野苍蝇冶为故事

背景遥 讲述了一起损害群众

利益的毁林事件袁 揭示了当

前存在于乡镇中少数干部

中袁损害群众利益的野小官大

贪冶丑恶现象袁展示了以县委

书记项远尧检察长周磊尧反贪

局长钟灵等为代表的时代先

锋心系百姓袁 铲除腐败的精

彩故事遥 刻画了检察机关干

部秉公执法的生动形象袁充

分展现了党和政府对腐败

野零容忍冶的坚定信心袁让大

家受到了一次良好的反腐倡

廉教育和心灵洗涤遥 大家纷

纷表示袁 在工作生活中要保

持自重尧自省尧自警尧自律袁切
实增强政治意识尧大局意识尧
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袁 严格

遵守纪律袁培养高尚情操袁立
足岗位多做贡献遥

通过组织观看 叶丫山清

风曳袁不仅增强党员干部拒腐

防变的意识和能力袁 更为高

新区支线公交又快又好的发

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

境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高新公交组织党员干部
观看叶丫山清风曳警示教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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