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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公交召开文明创建推进会
5 月 11 日尧12 日下午袁

高新公交召开 2017 年文明

创建工作推进会袁 会议由高

新公交公司总经理主持袁公

司全体员工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高新公交公司总经

理就让公司员工学习的四项

文件做了详细讲解袁 着重对

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下发的

叶关于印发<2017 年度城市

公交行业文明创建督查工作

方案>的通知曳 及 叶关于印

发<合肥市城市公共汽车经

营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办法>

的通知曳进行说明袁总经理指

出每日都有文明创建工作者

对各辖区内公交首末站尧停

靠站尧公交车开展检查工作袁
范围之广尧面积之大袁并会在

次日将汇总表反馈至各公交

企业督促整改袁 一周后须再

进行复查袁做到日结周清袁督
查严格遥

文明创建工作需要公司

每位员工都要把工作做好做

细袁 每一项工作都要大家共

同的监督才能更好的完成遥

渊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冤

市交通运输局领导来高新公交督查指导文明创建
5 月 12 日上午袁 合肥市

交通运输局调研员张和龙书

记一行三人袁 来到高新公交

公司督查指导文明创建工

作遥
张书记一行人员首先来

到梦园小区公交首末站袁在

场站里袁 张书记实地查看了

场站周边环境袁 随行人员登

上 650 线公交车袁 逐项查看

车厢内外公益广告尧票价表尧
线路走向图尧服务证件尧车辆

卫生尧路别标识尧车辆设施等

情况袁 询问工作人员文明创

建相关知识遥 随后袁来到高新

公交公司袁 听取了高新公交

公司负责人关于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情况的汇报遥 张书记

指出袁 公交行业作为窗口单

位袁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袁要
落实工作措施和责任袁 对检

查到部分车辆公益广告占比

未达标事宜尽快整改袁 吃透

测评细则袁 提高工作标准和

要求遥
高新公交公司负责人表

示今后工作中会从细抓起袁
坚持精益求精袁 不断提高创

建工作的推进速度和工作标

准袁 对实地督查中发现的问

题第一时间抓紧整改袁 全面

提高高新公交公司创建工作

水平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高新公交召开文明创建工作布置会
为做好文明创建工作袁

全力迎接全国文明城市复

评袁6 月 5 日上午高新公交公

司召开工作会议袁 布置迎检

各项任务遥 高新公交公司班

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同志参

加了会议遥
会议首先传达了高新区

文明创建工作再动员推进大

会会议精神袁 对文明创建工

作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尧 网格

化管理办法等 7 项制度文件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遥 同时总

结回顾了今年以来高新公交

公司文明创建 工作中存在

的不足遥 会议要求袁要进一步

健全创建活动的长效机制袁
特别是要健全和完善考核管

理尧 网格化管理等方面的规

章制度遥 要采取各种有力措

施袁通过各种渠道袁广泛发动

高新公交公司职工袁 大力营

造浓厚的创建工作氛围袁确

保创建工作从一开始就让广

大干部群众知晓尧 支持尧参

与尧配合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支持文明创建袁加大检查力度
为积极响应合肥市文明

创建精神袁 确保文明创建顺

利进行袁 高新公交积极组织

检查人员上线检查所有在线

运营车辆遥
此次检查主要分动态和

静态两种检查方式袁 一边由

高新公交领导带头轮流上线

巡查袁 一边由法规稽查部组

织工作人员到各条线路主站

进行检查遥 此次主要是对场

站卫生尧车辆卫生尧车身内外

广告是否完整无破损尧 驾驶

员仪容仪表等方面进行的全

面检查袁 最后将检查到的问

题一一汇总整理袁 对所有检

查到的问题进行限期整改遥
下一步袁 高新公交将继

续加大检查力度袁 力求做到

问题早发现早解决袁 为乘客

提供一个良好的乘车环境袁
同时为创建合肥文明城市增

添一道靓丽风景遥
渊法规稽查部 杨慧冤

高新公交工会召开第二届工会第二次会议
5 月 17 日尧18 日下午袁

高新公交工会在公司 206 会

议室召开第二届工会第二次

会议袁表决公司驾驶员尧调度

员岗位实行综合工时制袁会

议由高新公交工会主席主

持袁工会代表参加会议遥
会议伊始袁 高新公交工

会主席就综合工时制的定

义尧适用范围尧计算方法等做

了详细讲解袁 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分析了公司实行综合

工时制的岗位和原因曰随后袁
全体参会代表对公司驾驶

员尧 调度员岗位实行综合工

时制进行举手表决袁 现场选

定计票员对会议表决结果进

行统计曰最后袁工会主席宣布

此次会议应到工会代表 40

人袁实到 37 人袁同意 37 人袁

表决同意公司驾驶员尧 调度

员岗位综合工时制遥
此次会议的召开袁 既体

现了公司实行民主管理的制

度袁 也体现了员工行使民主

管理的权力袁 同时发挥了监

督尧协调作用袁形成公司内部

民主制约机制袁 构建了和谐

稳定的劳动关系遥
渊法规稽查部 吴瑶冤

高新公交加强节假日公务车管理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及高新区相关文件精神袁
充分利用车辆资源袁 提高车

辆使用效率袁 节省车辆费用

开支袁确保行车安全袁进一步

加强公务车辆的使用和管

理袁 切实维护公司的良好形

象袁高新公交贯彻落实叶公务

车辆管理办法曳袁保障公务车

辆管理的制度化尧规范化遥

公司公务车在综合管理

部统一管理下袁 根据公司下

发的 叶公务车辆管理办法曳袁
公务车辆实行派车单登记制

度袁 公务车辆外出须填写公

务车派车单尧上报领导审批遥
法定节假日前切实对公务车

辆张贴封条实行封存袁 并拍

照存档遥 若需节假日使用袁须
提前向领导提出书面申请袁

否则不得使用遥
高新公交明确了公务车

的管理人及使用人袁 由综合

管理部及法规稽查部不定期

对公务车使用进行抽查督

促袁杜绝违法违纪行为发生遥

渊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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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6 日袁高新

公交启动年度车辆年检工

作遥
高新公交 5 月初着手准

备车辆年检工作袁 核查所检

车辆年检材料袁 备齐各项手

续所需袁 按年检时间分批次

审核车辆遥 第一批次年检车

辆为 2013 年度上线运营车

辆袁 高新公交根据车辆使用

年限和运营特点袁 从车辆制

动尧 方向和尾气排放方面调

整检测内容袁 及时办理好强

制责任保险袁 准备好行车证

及牌证申请表袁 确保所有车

辆在检车时一次通过遥
为保证此次年检顺利完

成袁 高新公交提前做好与车

管所检测站之间各项沟通工

作遥 统一协调尧组织安排车辆

减少车辆排队时间袁 加快领

取年检合格标志和环保标

志袁 避免年检时间过长给线

路运营带来影响遥
安全重于泰山袁 检验年

检不仅保障了车辆安全性

能袁 同时还保证园区居民的

安全出行遥

渊运营管理部 李健冤

由市交通局尧市运管处

发起的关于召开 2016 年度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绩效

评价指标考核工作检查座谈

会遥 5 月 11 日上午袁合肥公

交尧经开公交尧双凤公交以及

高新公交在公交集团参加会

议遥
此次座谈会主要根据

叶安徽省道路局运输管理局

文件 关于开展 2016 年度城

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绩效评

价工作的通知曳 文件要求组

织开展袁由市交通局尧市运管

处主要根据 2016 年度城市

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绩效评价

指标考核内容袁 包括各公交

公司填写内容包括公共汽电

车线路密度尧 智能化公共交

通系统建设等二十几项指标

以及实现智能调度公共汽电

车线路数尧 网络平台等三十

几项数据情况作简要报告袁
帮助与会人员了解绩效评价

工作开展情况袁并由交通局尧
市运管处组成的督查组到各

单位现场查验公交车辆行驶

证尧公交车辆台账尧公交线路

详细汇总表尧 客运量及运营

里程统计报表等相关证明材

料袁检验上报数据真实性遥
通过此次绩效评价工作

座谈会袁 高新公交积极配合

市交通局尧 市运管的复核和

调研袁 争取提供完整的绩效

评价指标考核工作所需的相

关材料袁 确保城市公交发展

水平绩效评价指标考核工作

的顺利完成遥

渊财务部 杨洁冤

车辆定期年检 保障行车安全

参加城市公交发展
水平绩效评价考核检查座谈会

为提升公交安全运营服

务水平袁 高新公交在夜间组

织车辆检查袁 集中对所有运

营车辆的消防设施尧 车辆自

编号尧 放大号牌及其他安全

重点部位进行检查袁 增加安

全防范设施遥
5 月 17 日袁 高新公交安

排对所有运营车辆的消防设

施尧车辆自编号尧放大号牌及

其他安全重点部位进行拉网

式检查袁对车辆安全锤尧拉环

等损坏情况进行统计汇总袁
同时安排专人统一修复曰自

编号及放大号牌字样脱落

的袁及时现场补喷曰对灭火器

等消防设施失效的立刻更

换袁 力保所有消防设施均能

正常使用遥
下一步袁 高新公交会继

续加大对安全设施尧 消防设

施的巡查力度袁 并针对炎热

天气安排线上巡查和场站水

电设施的检查维护遥

渊运营管理部 尚仁杰冤

高新公交检查车辆安全尧消防设施

近日袁合肥市叶2016 年度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绩效

评价指标数据曳 核查工作如

火如荼的开展遥 5 月 12 日上

午袁 由合肥市运管处相关部

门带领的核查小组来到高新

公交公司袁 完成对高新公交

叶2016 年度城市公共交通综

合评价指标数据曳 等报表的

核查工作遥
核查小组首先根据核查

要求详细列式核查基础资

料袁要求对涉及 2016 年度评

价指标数据的项目资料来源

做明确说明袁 提供详细的纸

质及电子资料袁 并要求上线

检查场站及线路运行情况袁
确保更细致全面的完成 2016
年度城市公共交通综合评价

指标数据的核查工作遥 明确

核查要求后袁 高新公交运营

部和财务部积极配合袁 根据

核查小组要求兵分两路袁一

组人员完成公司 2016 年度

车辆台账尧驾驶员台账尧近期

驾驶员排班表尧调度记录表尧
事故发生情况尧线路长度尧站
台分类尧线路走向尧场站及首

末站信息尧 运营里程尧 客运

量尧 财政补贴情况等指标所

对应纸质及电子材料的整理

汇总工作遥 另一组人员带领

核查小组上线沿车辆运行路

线查看沿线公交站点尧 首末

站及场站的使用情况遥
目前袁 高新公交已根据

要求上报核查资料袁 完成场

站线路的实地检查遥 后期袁高
新公交将积极领会行业主导

部门考评要求袁 更系统的做

好相关指标的日常核实工

作袁 不断提升公司综合发展

水平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积极配合完成
2016 年度公交绩效评价审查

自 5 月份文明创建工作

启动以来袁 高新公交积极响

应袁开展自查整改工作遥
应文明创建要求袁 高新

公交对在线运营车辆车容车

貌尧车内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遥
排查中发现袁 部分车辆存在

侧墙板因漏雨水袁 潮湿浸泡

导致的破损袁 车厢内广告板

钢卡尧边框尧有机玻璃板损坏

的现象袁 高新公交依据车容

车貌创建要求袁 就排查到的

破损问题进行整改袁 统一更

换破损设施遥 此次工作历时

十余天袁 修理人员加班加点

共计更换侧墙板五十余块袁
广告板钢卡一百多条袁 在规

定时限内完成对车容车貌的

修复计划遥
保持车容车貌也是文明

创建的重要工作内容袁 后期

高新公交会继续关注文明创

建中的具体要求袁 更好的完

成创建任务遥

渊运营管理部 李健冤

积极响应创建 修复车容车貌

高新公交对公司 7 个站

房的水电硬件设施统一进行

排查袁并及时维修更换袁消除

安全隐患遥
高新公交在对站房安全

设施例行抽查中发现袁 有站

房水电硬件设施老旧损坏袁
插线板松动的现象袁 使用过

程中存在安全隐患遥 高新公

交依据抽查结果袁 扩大检查

范围袁 统计核查存在安全隐

患的硬件设施袁 同时联系相

关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袁 对损

坏情况进行分析排查袁 并安

排修复及更换损坏设施袁消

除了安全隐患袁 给员工创造

一个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遥
下一步运营部将继续加

强对各站房安全设施的检查

和保障袁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袁
更加扎实的作风袁 推动安全

工作的有序开展遥

渊运营管理部 季孝龙冤

维修更换站房水电设施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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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佳节是我国一年一

度的传统习俗，而在这个节

日里，看龙舟、吃粽子、吃龙

船饭、吃艾角都是常见的习

俗和饮食习俗。但是这时人

们就很容易忽视了健康问

题，下面我们就从端午节的

习俗来看养生保健的常识

吧！

过端午节，各地都有吃

粽子的习惯。粽子风味有别，

但材料通常都是以糯米为主

料做成的，分咸甜两种，咸味

粽子可加绿豆以及猪肉、蛋

黄、火腿等种类，丰富多彩，

美味可口。

医师指出，粽子属于高

热量、不易消化的食品，在食

用时应注意量的控制。每年

端午节前后胃肠道病人会明

显增加两成左右，大家饮食

应有所节制。

尤 其 要

提醒喜欢拿

粽子当早餐吃的人们，粽子

是糯米做的，不容易消化，一

大早就吃下粽子，停留在胃

里的时间则更长，刺激胃酸

分泌，可能导致慢性胃病、胃

溃疡患者发病。另外，临睡前

绝对不能把粽子当夜宵，容

易造成消化不良，从而影响

睡眠。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

有吃“艾角”的风俗。艾角，是

将采摘回来的艾草洗净，煮

过以后剁碎，与糯米粉、黄糖

混合后舂匀，捏成一个个墨

绿色的扁圆形。最后用香蕉

叶垫底，放进蒸笼蒸熟，即成

软绵香甜的艾角。

艾草具有抗菌及抗病毒

作用，可以平喘、镇咳、祛痰、

祛寒湿、理气血，同时还有止

血凝血、镇静、抗过敏及护肝

利胆等作用。中医提醒，艾草

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吃用

艾草做的艾角能起到一定的

预防感冒和祛

湿的作用。

但是，有

些地方的艾角

都是用糯米粉

做的，糯米粉

相 对 不 易 消

化，因此不能

多吃。食用过

多，反而不利

于人体健康。

也可以尝试把

糯米粉换成大

米粉做艾角，

从田里摘来野

生的艾草，和

大米粉掺在一

起，做成艾角，

老人小孩子也

能吃。

端午之后湿热渐盛，各

种真菌、细菌大量繁殖，人体

湿热出汗，空气中的过敏原

增多，蚊虫活跃，

日照增强。于是，

各种皮炎、湿疹、

手足癣、荨麻疹、

白癜风等皮肤类

疾病开始多发。

专家强调，将菖

蒲、生艾叶、佩兰

等香草混合，煎

水洗澡，可以预

防以上提及的皮

肤病。菊科的佩

兰有香气，煎水

沐浴有解热清

暑、化湿健胃、止

呕的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还能起

到预防感冒，防

止蚊虫叮咬的作

用。

为 防 治 疾

病，很多地方都有喝藿香的

习俗。藿香有祛暑、止吐、治

霍乱腹痛、驱逐肠胃充气等

功效。以它入药的藿香正气

类制剂，更是备受专家推崇。

在我国南方，端午节喝

雄黄酒的习俗比较普遍。中

医认为，雄黄又称鸡冠石，性

温，味苦辛，有毒，主要用做

解毒、杀虫药。其主要成分是

二硫化砷，遇热后可分解为

毒性很强的砒霜，因此不建

议内服。不过，可将雄黄酒外

涂在毒虫叮咬和长包、长疖、

生痱子的地方，也可将雄黄

酒洒在居室的墙角和床下，

具有较强的灭蚊和杀虫作

用。

赛龙舟、蹴球、珍珠球、

斗草都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

在端午节开展的体育运动。

从古至今，端午节是一个提

倡运动的节日。中医将精、

气、神称为“三宝”，与人体生

命息息相关。运动养生正是

抓住了这三个环节，调意识

以养神以意领气，调呼吸以

练气，以气行推动血运，周流

全身；以气导形，通过形体、

筋骨关节的运动，使周身筋

脉畅通，滋养整个机体。

在日常生活中，“走”是

简单易行有效的运动方式，

我国传统医学认为“走为百

炼之祖”。健步走健身，锻炼

者可选择上午或傍晚锻炼，

运动中身体放松、头部端正、

目视前方、两臂自然摆动、两

腿自然迈步，步幅较普通步

子稍大，步速较普通步行稍

快，保持精神饱满，呼吸自然

有节律。走路时达到“头目清

爽、足部发热，全身微微出

汗、心情愉悦”状态

为最佳。

渊内刊编辑部冤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高新

公交在此为家有 12 周岁以下儿童的

员工发放了读书卡。让广大员工家庭感

受到公司对其的关怀，让孩子们体味节日的快乐。

一直以来，高新公交在关爱员工的同时,不忘关心员工

子女的教育成长。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具有意义的儿童节，

鼓励孩子们好读书、读好书，在公司组织下开展了“六一 让孩

子进入书的海洋”的活动。

手持读书卡，员工们纷纷表示这一活动不但有助于丰富

子女们的精神世界，扩大孩子们的知识面，更能带动整个家庭形

成勤学善思的学习氛围，进而增强公司的凝聚力，亦助于员工自

身素质的提高，得到了广大员工和员工子女的一致好评。

（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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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高考季，忙碌的远不止赶

考的学子及其家长，高考牵动着许多人

的心。 今年是高新公交连续第六年组

织“绿丝带”爱心送考活动。2017 年中高

考期间，高新公交 8 条公交线路，共计

90 辆公交车将统一挂上“绿丝带”，考生

只需持准考证便可免费乘坐。

为做好本次“爱心送考”活动，高新

公交将在送考、接考时段增大运力供给，

缩短发车间隔，组织人员巡查维持站点

秩序，针对园区线路中高考考点换乘情

况，要求服务热线人员熟记换乘线路和

站点应对咨询事宜，以保证考生顺利出

行。同时严格要求驾驶员做好车辆卫生、

礼貌热情，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温

馨的乘车环境。

高新公交将以热情、周到的服务应

对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咨询、换乘需求，为

广大考生提供安全舒适的出行保障。

（运营管理部 范世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