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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领导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岗位一线员工
岁庆一年新肇始袁 心期

百业更昌隆遥1 月 26 日渊腊月

廿九冤上午袁区工委委员尧管

委会副主任吕长富袁 集团党

委书记尧董事长尧总经理蔡霞

一行袁 亲赴运营一线慰问和

检查春运安全工作袁 并给春

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员工送去

了新春的祝福和问候遥
上午 8院30 分袁管委会领

导先后到孔雀台路公交首末

站尧晶澳公交首末站慰问袁和
员工一一握手问好袁 详细了

解春节期间安全保障和服务

情况袁并向广大员工拜年袁祝
福一线员工春节愉快尧 工作

顺利尧鸡年大吉袁勉励大家再

接再厉尧奋发进取袁在新起点

上创造新业绩遥 在慰问中袁管
委会领导对春节期间坚守岗

位袁默默奉献袁给乘客提供了

野安全尧舒适尧文明尧便捷冶服

务袁让乘客过一个欢乐尧祥和

节日的一线员工表示感谢遥
现场员工倍感温暖袁 纷纷承

诺野我的岗位请放心冶袁并表

示将不辜负管委会领导尧集

团公司和广大市民的期望袁

恪尽职守袁 为确保春运安全

和提供优质服务做出自己的

贡献遥
此次慰问袁 为让春节期

间一直坚守工作岗位的员工

欢度新春佳节袁 管委会领导

为坚守在一线岗位的员工送

去了瓜子尧 花生和小糖等慰

问品袁让员工开开心心袁平平

安安地为市民服好务遥

渊运营管理部 陈大伟)

春节慰问送温暖 真情关怀暖人心
又是一年新春到,最是情

暖岁寒时遥 为确保公司困难

员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

春佳节袁1 月 16 日尧17 日袁公
司领导不畏严寒对公司 6 位

困难员工进行走访慰问袁提

前向困难员工送上新年的祝

福和问候遥

在困难员工的家中袁公

司领导与他们亲切握手问

好袁倾心交谈袁仔细询问每个

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袁 鼓励

他们树立信心和决心战胜困

难遥 同时送去了慰问品和慰

问金袁 祝福困难员工及家人

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遥

通过深入开展春节送温

暖慰问活动袁 使困难员工及

其家属们倍感公司的关爱和

温暖袁 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

加倍努力工作袁 不辜负公司

领导的关心和厚爱遥

(法规稽查部 吴瑶)

高新公交召开春运工作部署会
1 月 11 日上午袁 高新公

交公司召开春运会议部署

2016 年春运工作袁 高新公交

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

议袁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遥
会上袁 高新公交公司负

责人首先传达学习上级文件

精神遥 2017 年春运从 1 月 13
日开始至 2 月 21 日结束袁共

计 40 天遥 由于 2017 年春运

较往年提前袁且临近元旦袁将

出现民工流尧 学生流和探亲

流野三流叠加冶的客流高峰袁
道路畅通尧 交通安全和旅客

疏运压力较大遥
为做好春运工作袁 会议

要求袁 一是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袁加强预测分析袁增强做好

春运工作的责任感和服务意

识曰二是科学统筹调度安排袁
加强各部门协调配合袁 按照

各自职责分工抓好责任落

实曰 三是全力以赴提供优质

服务袁 开展好各种形式的便

民服务袁特别是做好七中渊高
新校区冤尧格力等学校尧大型

厂区放假人员输送工作袁营

造和谐春运氛围曰 四是强化

安全管理袁 制定并完善应急

预案袁 切实做好突发事件的

应对和处置工作袁 确保春运

安全畅通袁 让群众过一个平

安快乐祥和的春节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

七中送锦旗 真诚表谢意
1 月 19 日上午袁 合肥市

第七中学新校区苏校长一行

人来到高新公交运营部袁送

来了一封感谢信和一面绣有

野情系七中 关爱师生冶 的锦

旗袁对高新公交表示感谢遥
合肥市第七中学新校区

自 2014 年 8 月 30 日正式启

用袁至今已达到三个年级遥 高

新公交为保障七中新区学生

及家长的出行需求袁 特开设

公交线路专 1 线袁由七中渊新
区冤至梦园小区袁解决师生及

家长的出行困难问题遥 线路

运营期间高新公交做到提前

与校方沟通袁 明确学生及家

长乘车需求袁 综合考虑年级

返校尧离校时间的不同袁统筹

安排车辆及人员遥 同时在节

假日及寒暑假等特殊时期袁
高新公交特安排专人前往现

场维持秩序袁 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调整发车时间和频次袁
及时疏散滞留站点的学生袁
保障乘车需求袁 并提醒乘客

有序乘车袁文明出行袁为七中

广大师生提供了便捷的搭乘

环境遥
面对七中全体师生的肯

定袁 高新公交感到欣慰遥 今

后袁高新公交将会把野服务社

会尧服务民生冶的服务宗旨贯

彻到底袁提高服务质量袁为市

民群众提供更好的优质服

务遥

(运营管理部 符瑛)

高新公交积极开展
燃油申报资料认证工作

1 月初袁2016 年城乡道

路客运燃油消耗信息申报及

审核工作正式启动遥 高新公

交按照交通局 叶关于开展

2016 年度城乡道路客运车台

数申报尧审核工作的通知曳文
件要求袁积极开展 2016 年度

企业及车辆资料认证审核工

作遥
根据要求袁2016 年度城

市公交继续以当年底车台数

作为油价补助资金分配依

据袁 网上申报需在城乡道路

客运燃油消耗信息申报与补

贴管理系统内完成遥 重点完

成野三证合一冶后企业资料变

更及 2016 年度新增车辆信

息注册工作遥 为节约时间袁确
保相关信息及时通过认证袁
高新公交积极学习推广文

件袁 及时规范完成新增车辆

登记日期尧机动车登记编号尧
车辆类型尧品牌尧型号尧车牌

颜色尧车辆识别代号尧发动机

号尧发动机型号尧制造厂商尧
外廓尺寸尧总质量尧额定载客

量等信息录入遥 并按要求上

传规定尺寸的车辆登记证正

副页尧车辆行驶证尧购车发票

等扫描件袁 待资料信息通过

上级部门审核后袁 取得燃油

补助资格遥
1 月 11 日袁高新公交已

初步完成企业变更及 10 台

新购车辆注册工作遥 下一步袁
高新公交将及时关注燃油补

贴相关政策信息袁 跟进资料

审核进度袁确保 2016 年度燃

油消耗申报尧 审核工作顺利

完成遥

(财务部 焦艳君)



为迎接春节假期的到

来袁 高新公交安排专人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至 1 月 17
开展为期两天的车辆电子设

备专项检查工作遥
次电子设备专项检查工

作主要针对高新公交现有运

营车辆的三牌尧报站器尧调度

屏尧 车辆监视器等车载设备

完好等内容进行检查袁 发现

问题记录问题袁 检查人员通

过逐一排查袁 共计排查车辆

85 台次遥 在检查中发现存在

部分车辆报站器不报站尧3G
硬盘不存储尧 三牌不亮等 5
项问题袁 工作人员认真记录

并及时反馈给相关单位袁确

保车载设备及时完成维护袁
保障春节假期的运力遥

截止日前袁检查发现的 5
项问题均已整改到位遥 为春

节期间公交运营数据记录打

下坚实基础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冤

开展专项电子设备检查迎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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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道德模范野身
边好人冶的道德引领作用袁宣
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

质袁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深

入开展遥 2017 年 1 月 6 日上

午在高新区管委会 206 会议

室举办 野高新好人表彰暨道

德讲堂冶专题报告会袁高新公

交参加此次会议遥
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

今天袁野好人冶 是对我们身边

那些可敬可佩尧 具有道德模

范作用的人最直观的评价遥

当我们一期又一期袁 一次又

一次去聆听他们的故事袁学

习他们的事迹袁 会发现感动

源于平凡的力量袁 不是一定

要可歌可泣袁 那些善意执念

产生的社会温度袁 让我们倍

感鼓舞遥 在净化心灵的同时袁
更要以他们为榜样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袁践行文明袁传播正

能量遥
对于高新公交而言袁参

加道德讲堂活动袁 有助于提

升企业的社会意识和服务意

识遥 文明创建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袁 作为为辖区群众服务

的行业袁 高新公交始终营造

一种野我为人人袁人人为我冶
的良好风尚袁 也涌现出一批

又一批具有模范带头作用的

一线员工遥 我们坚信道德引

领的作用袁 同时我们也始终

坚信春风化雨的力量浴

(综合管理部 张晓婷)

参加道德讲堂袁传播公益正能量

1 月 13 日上午袁高新公交

公司内刊叶高新公交曳2016 年

度工作会议在公司 206 会议

室召开遥 高新公交公司领导

班子成员尧 各部门负责人及

通讯员参加了此次会议遥
会上袁 内刊编辑部对

2016 年度叶高新公交曳编排工

作进行了汇报袁总结经验尧查

找不足; 对 2016 年度优秀通

讯员尧 优秀美工及优秀稿件

等进行了表彰遥 为更好地

做好 2017 年度 叶高新公交曳
各项采编工作袁此次年会上袁
与会人员对 2016 年度各期

叶高新公交曳 编排以及 2017
年度内刊编排工作进行了交

流讨论袁大家纷纷发言袁建言

献策袁 对今后的编排工作提

出了许多建议遥
最后袁高新公交负责人发

表讲话袁对叶高新公交曳的编

排工作给予了肯定袁 并对今

后的办刊工作提出了新的要

求和希望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内刊编辑部召开 2016 年工作会议

根据财务预算体系的规

范要求袁为详细了解 2016 年

财务预算指标的完成情况袁
分析原因指导公司运营管

理袁 高新公交按期完成 2016
年财务预算分析工作遥

高新公交预算分析工作袁
实行月度跟进袁季度分析袁年
度总结遥 按照公司收支项目

逐一进行核算袁 从运营收入

到运营成本及管理费用袁每

个明细项目分列预算与实际

差额袁分析原因袁以指导下一

年运营指标的制定方向遥 经

过细致的统计核算袁2016 年

高新公交财务预算收入完成

率 93%袁 较预期目标收入下

降 7% 曰 成 本 开 支 完 成 率

85%袁 较预算总额节约 15%袁
成本控制较好遥

下一步袁 高新公交将根

据 2016 年预算的完成情况袁
结合 2017 年公司的发展目

标及运营计划袁做好 2017 年

财务预算工作遥 更好的去评

价公司财务状况袁 使经济活

动按预定的目标进行袁 从而

实现公司的发展目标遥

渊财务部 李琼冤

完成 2016 年度财务预算分析工作

1 月 19 日下午袁 高新公

交公司收到了一面特殊的锦

旗遥 乘客高先生带着感谢的

锦旗来到了高新公交场站袁
对 653 路公交车司机陆勤来

拾金不昧的好品德深表谢

意遥
事情发生在 1 月 5 日 10

时许袁 在一辆由柏堰工业园

开往省电气学校的高新公交

653 路公交车上袁高先生不慎

将自己手提包遗落在公交车

上遥 当车辆行驶到省电气学

校首末站时袁 驾驶员陆勤来

师傅按照惯例打扫车内卫

生袁 发现倒数第二排座位上

的手提包袁包内装有银行卡尧
身份证尧现金等物品袁此时车

内外空无一人袁 为了保护乘

客的个人财务袁 他立即将手

提包上缴至公司袁 并积极寻

求各种方式联系失主袁 最终

经过工作人员的核实确认袁

高先生完整取回丢失物品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世芳冤

好司机拾金不昧袁发扬社会正能量

为迎接 2017 年鸡年春

节袁保障春运工作正常运行袁
确保广大市民乘客的出行安

全袁 高新公交公司于 1 月 10
日开展 2017 年春节节前安

全大检查遥
此次检查主要是以多方

式多站点进行检查袁 一边由

高新公交领导和检查组长对

各站房各线路进行一一巡

查袁 另一边由检查小组成员

对柏堰尧梦园尧柳树塘三个公

交主站进行检查袁 主要对公

交调度室的用水用电安全尧
公交场站秩序尧车容车貌尧车
辆设备及驾驶员的仪容仪表

等进行检查遥 在检查中发现

有部分车辆的车容车貌及站

房水电有问题袁 工作人员及

时登记下来反馈给相关部门

整改袁 规定必须要在最短时

间内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袁为

乘客提供良好安全的乘车环

境遥
下一步高新公交将继续

加强督查力度袁 为每一位广

大市民做好服务工作袁 保障

园区市民的安全出行遥

渊法规稽查部 杨慧冤

联合检查袁保市民安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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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闹元宵 欢欢喜喜猜灯谜
为丰富员工业余生活袁

展现高新公交公司团结尧和
谐尧健康尧向上的精神风貌袁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遥
值此元宵佳节袁高新公交公

司开展 野红红火火闹元宵袁
欢欢喜喜猜灯谜冶 主题活

动袁让大家带着美好记忆走

出过节的氛围袁踏踏实实投

入新一年的工作中遥
按照传统习俗袁过年要

过好元宵节袁自正月初七上

班以来袁高新公交公司坚持

工作尧过节两不误袁在合理安

排好工作的同时袁 坚持以人

为本袁精心组织好节庆活动袁
以丰富员工的精神文化生

活袁 让员工在欢乐祥和的春

节气氛中袁增进内部交流袁增
强团队意识遥 2 月 10 日上

午袁 综合管理部用精心购买

的节日灯笼和 1000 余条写

有特色灯谜的彩条袁 把高新

公交公司开福寺停保场内装

饰一新袁营造出热热闹闹尧红
红火火的节日氛围遥 全体员

工济济一堂袁 积极踊跃地参

与了这次精心组织策划的猜

灯谜活动袁 共享传统文化娱

乐形式带来的快乐遥
本次活动备选了 1000

余条谜语袁既有传统的字谜袁
也有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方

面的内容袁 还有行车安全知

识袁内容丰富尧妙趣横生袁融
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遥 活

动现场大家跃跃欲试袁 员工

或独自思考袁或几人商议袁猜
中谜底的员工拿着谜面乐呵

呵的领到高新公交公司准备

的小奖品遥
通过此次元宵节猜灯谜

活动袁 增加了大家学习的乐

趣袁吸引了大家的参与热情袁
让大家在猜字谜的同时袁也

掌握了公司各项管理理念和

安全运营知识袁 为全面做好

年度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

基础遥

(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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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部

650 线路

王传祥渊651冤
仇多俊渊651冤
王学保渊651冤
魏宏芳渊651冤
窦礼勇渊651冤
张宏山渊651冤
王增孙渊652冤
黄德力渊652冤
胡 伟渊652冤
陈友红渊652冤
满玉华渊652冤
汪东升渊652
何 斌渊652冤

许光保渊652冤
朱守财渊653冤
王姚东渊653冤
宋金凤渊653冤
陈道金渊653冤
杨忠水渊653冤
黄兵兵渊653冤
朱传稳渊653冤
李 波渊656冤
周基萍渊656冤
石家权渊656冤
瞿明月渊656冤
周宗勇渊656冤

王惠琴渊656冤
张宣梅渊656冤
李 珍渊656冤
叶 仓渊656冤
李化育渊656冤
王 惠渊656冤
赵先锋渊656冤
徐 兵渊655冤
胡朝荣渊665冤
王俊松渊665冤
戴世明渊665冤
黄典东渊665冤
刘 立渊665冤

李 斌渊665冤
李 军渊665冤
刘 磊渊665冤
施维俊渊665冤
王学增渊665冤
李 平渊665冤
李铁志渊665冤
孙家琦渊专一线冤
孙 斌渊专一线冤
王传友渊专一线冤
徐 程渊专一线冤
沈来堂渊专一线冤
余让兰渊调度员冤

何宗桂渊调度员冤
金家会渊调度员冤
阮红霞渊调度员冤
李金花渊调度员冤
刘多松渊调度员冤
孙晓亚渊综合部冤
苏 婧渊综合部冤
张晓婷渊综合部冤
浦劲松渊法规部冤
季孝龙渊运营部冤
李 健渊运营部冤
赵 东渊财务部冤
杨 洁渊财务部冤

高新公交公司召开 2016 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1 月 19 日下午袁高新公

交公司召开 2016 年度工作

总结表彰大会遥 高新公交公

司领导班子尧行政全体人员尧
各线路驾驶员尧 调度员共计

100 多人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高新公交公司负

责人对 2016 年工作作了回

顾总结袁并对 2017 年工作进

行了部署遥 高新公交公司按

照集团公司年度工作总体要

求袁紧紧围绕野优质服务尧高

效保障尧 安全运营尧 方便快

捷冶 十六字经营理念开展工

作袁 较好推进了年度目标任

务完成遥2017 年袁高新公交将

围绕六个方面开展工作院一

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遥 加快

推进文曲路停保场尧 长燕交

口土地指标落实工作等袁完

善基础建设曰 二是落实民生

工程遥 优化线网规划袁增开新

线路袁开展特色服务曰三是推

进公交信息化建设遥 推出高

新公交微信公众号袁 方便市

民实时查询公交线路走向袁
推进 OA 办公平台建设袁提

高办公效率曰 四是完善制度

建设袁加强执行力度遥 根据各

环节的目标任务的工作特

点袁制定完善公司管理制度曰
五是根据集团考核要求袁建

立灵活用人机制遥 秉承着能

者上的用人机制袁 为公司内

部员工提供展示自我的平

台尧挑战自我的机会袁引导员

工多干事尧干好事曰六是丰富

员工业余文化生活遥 不断创

新方式方法袁组建羽毛球尧乒
乓球等兴趣小组遥 充分利用

各种资源袁 着力丰富员工的

业余文化生活遥
随后袁高新公交公司对 2

个先进集体和 95 名先进个

人进行了表彰遥

渊运营管理部 陈大伟冤

金恩斌渊650冤
李 霞渊650冤
桂新武渊650冤
刘 风渊650冤
周祖银渊650冤
胡革胜渊650冤
孙 伟渊650冤
孙自荣渊650冤
徐红星渊650冤
孙自珍渊651冤
骆昌红渊651冤
王传奎渊651冤
张正翠渊651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