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高气爽袁 高新公交助

力园区重阳登高活动乘车需

求遥
重阳节近在眼前袁 高新

区老年体协于 10 月 26 日组

织开展重阳登高活动袁 活动

参加人员年龄较大袁 出行不

便袁经过沟通协调袁高新公交

安排专车解决参加人员乘车

需求遥 高新公交接到任务后袁
安排专人参加动员协调会袁
了解活动详细时间尧流程尧需
要用车数量等细节遥 会后逐

一联系各个社区活动负责

人袁 明确乘车人数尧 接人地

点尧出发时间袁综合考虑园区

早高峰各路段车流量尧 堵车

等路面信息袁提前安排车辆尧
驾驶人员袁 并制定详细行车

路线袁避开高峰路段袁满足各

个社区不同人数的乘车需

求袁 保障参加人员准点到达

规定地点遥
高新公交会将持续以热

情尧周到的服务园区居民袁为
广大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出

行保障遥

(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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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冬季来临之

际袁 在高新公交公司领导的

关心下袁 公司统一为全体工

作人员更换新款冬装工作

服遥

此次新款冬装工作服继

承了传统冬装工作服以藏青

蓝色为主基调袁 面料采用新

型材质更为耐磨亦防水袁内

部填充优质白鸭绒更为保

暖袁衣服左胸口处尧右肩袖轮

处仍保留了公司 LOGO尧工

作证绊子及驾驶员星级牌绊

子遥 此次新款冬装工作服选

择了高新区园区企业设计制

作袁 进一步保障的工作服的

品质袁 公司领导也为工作服

整体设计考虑了更多的实际

因素院 一是加深了内外的口

袋深度袁 保证日常物品携带

的安全性曰 二是增加了衣服

的含绒量袁 确保冬季穿着更

为温暖曰 三是整体工作服设

计更为时尚化尧现代化袁让工

作服更为野生动冶尧更符合公

司员工的意愿遥
高新公交公司为员工提

供统一着装袁 并不断优化这

工作服设计袁 一方面大提升

了公司的整体形象袁 从而实

现规范管理曰 另一方面亦提

升了公交司乘人员的精神面

貌袁振奋了员工的精神面貌遥

(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

冬季来临 羽绒抗寒

高新公交参加离职环节法律风险培训

2017 年 10 月 12 日下午袁
高新区总工会举办 2017 年

度工会统计年报工作培训

会袁 高新公交工会委员会工

作人员参加此次培训遥
培训会上袁 高新区总工

会相关人员首先讲解了统计

年报中各项指标的内涵尧逻

辑关系和填报技巧袁 并强调

填报的时候要严格遵守统计

法律法规袁坚持实事求是袁杜
绝弄虚作假袁确保数据真实尧
有效遥 培训会最后袁参会人员

针对不明白的地方积极提

问袁 高新区总工会相关人员

均给予详细解答遥
本次培训会使广大工会

干部及工作人员加深了对统

计年报中各项指标内涵的理

解袁 明确相关工会工作具体

要求袁 强化统计法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袁 进一步提高了高

新区统计年报工作质量遥

(法规稽查部 吴瑶)

2017 年度工会统计
年报工作培训会

为全面掌握开展劳动竞

赛取得的宣传实况袁 充分搜

集员工对劳动竞赛的意见和

建议袁 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遥 10 月 17 日-18
日袁 高新公交按高新区总工

会工作要求组织开展了劳动

竞赛调查问卷活动遥
此次调查活动采取随机

调查的方式进行袁 公司员工

参加踊跃袁 对劳动竞赛活动

高度关注遥 此次问卷调查内

容涉及劳动竞赛整体目标制

定尧不同竞赛工种设置情况尧
征集选手竞赛意见尧 竞赛组

织实施情况等方面内容遥 调

查人员向填写问卷调查的员

工耐心细致地讲解袁 大力宣

传开展劳动竞赛的重要意

义遥

本次活动共发放调查问

卷 30 份袁实际收回有效问卷

30 份袁 让员工更加深刻了解

劳动竞赛的概念袁 更加深刻

认识到开展劳动竞赛的重要

意义袁 营造了人人关注劳动

竞赛的良好氛围遥

(法规稽查部 吴瑶)

高新区总工会劳动竞赛
调查问卷进公交

10 月 26 日下午袁 高新

区人事局举办 叶离职环节法

律风险控制技巧曳袁高新公交

人事专员参加了此次培训遥
正确处理企业与员工之

间的关系袁 构建和谐稳定的

劳动关系袁 是企业生存与发

展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手段遥
员工离职管理是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过程中最易发生劳动

争议的的环节袁 是企业遭遇

用工法律风险的灾难性时

点遥 如何正确处理员工辞职尧
辞退和裁减钥 如何应对解除

和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或赔偿钥
此次培训邀请安徽力澜

律师事务所胡红玲律师围绕

劳动法开展专题讲座培训遥
培训会上袁 胡律师以课件讲

解形式带领学员对招聘与离

职环节法律风险控制进行全

面解析袁 通过大量经典案例

对招聘与离职环节的操作技

巧进行全面讲解袁 帮助学员

理顺各环节的法律法规要

点袁 并能运用于实际问题的

解决之中遥
通过本次学习袁 将有助

于提高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处

理员工辞职尧 辞退和裁减的

规定尧原则和技巧曰学会应对

解除或终止合同经济补偿或

赔偿的方法曰 提高人力资源

管理的风险防控能力袁 进一

步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

系袁促进企业发展遥

渊综合管理部 张晓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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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机动车停车棚
安装灭火装置

10 月 28 日袁 高新公交

为非机动车停车棚安装灭火

装置遥
此次灭火装置的安装任

务袁 是针对高新公交场站日

常安全检查中发现的不足之

处进行的一次改进遥 高新公

交非机动车停车棚不仅方便

职工停车袁 也为职工电动车

充电提供了便利袁 虽然车棚

附近有消防沙池等灭火设

施袁 但充电线路过长和众多

车辆自身不稳定性袁 在干燥

天气的背景下袁 仍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遥 高新公交为保

障场站安全袁 联系相关消防

单位确定改进方案袁 制定了

多套方案袁 最终决定在车辆

顶棚处安装灭火弹装置袁在

发生火灾时可以有效掌控袁
第一时间对灭火点采取灭火

措施袁做到提前防范袁为安全

保障工作打下坚实基础遥
未来高新公交将继续抓

好场站安全工作袁 把安全运

营工作常态化发展下去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冤

为更好的完成财务档案

管理工作袁 规范记账凭证管

理袁以便于查找与保存遥10 月

25 日高新公交完成 1-8 月

份凭证的装订存盒工作袁共

装订凭证 56 盒遥
凭证的装订工作是会计

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从原

始凭证的归集整理袁 到凭证

夹固尧打孔尧穿线尧装订袁全是

财务人员在手工作业袁 完整

的装订一本凭证往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遥 为节省装订时

需要的时间袁 避免凭证出现

不平整尧脱线等问题袁装订前

的日常准备工作也不能忽

视袁 每月在编制凭证的同时

根据凭证编号大体分册袁持

凭证存放整齐有序遥 装订时袁
首先把每月凭证做个估算袁
平均分成数册袁将封面尧记账

凭证尧封底尧包角放好袁反复

罗列检查是否整齐有序袁然

后将左上角订牢袁 用装订机

打眼袁装订针装订线固定袁包
好包角遥 最后在凭证封面将

起止日期尧册数尧凭证号数等

相关内容填写完整袁 有序排

放遥
凭证的装订是会计档案

管理的基础工作袁 装订的整

洁尧美观尧有序袁便于在查账

时轻松查到需要的资料袁同

时不宜散失袁 便于日常档案

的保存管理袁 提升财务档案

的管理水平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更新车载电子设备

确保车辆安全运营
高新公交统一更换一批

老化车载设备遥
10 月份袁 高新公交开展

为期两周的电子设备检查遥
检查中发现公司运营车辆中

存在 9 台设备损坏无法修复

现象袁 为此高新公交高度重

视袁立即联系维保单位袁要求

限期对运营车辆进行系统性

排查袁 经排查因原厂家车载

设备老化及电子器件更新换

代原设备已无法有效修复袁
需要更新为新一代设备袁对

此高新公交与安徽富煌科技

公司对接后袁 决定为损坏车

辆统一更换新一代车载设

备袁 有效的保障车辆运营数

据的及时记录遥
截止 10 月 30 日袁 此次

排查出的有问题设备均已更

换完毕袁 为高新公交安全运

营提供了有效保障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冤

装订记账凭证 规范账簿管理

高新公交公司召开OA 项目启动会 高新公交召开内刊编辑部会议
10 月 19 日上午袁高新公

交公司内刊叶高新公交曳编辑

部会议在公司 206 会议室召

开遥 高新公交公司负责人尧各
部门通讯员参加了此次会

议遥
会上袁高新公交公司负

责人针对内刊编辑部 2017

年上半年度新闻宣传做了指

导工作袁 并提出为了更好地

做好 2018 年度公司新闻宣

传工作袁 要求各部门通讯员

针对各个部门的特点袁 制定

2018 年度的宣传计划袁 按时

间轴列出明细袁 进一步做细

做好宣传工作计划遥
高新公交公司负责人在

肯定内刊编辑部工作的同

时袁 亦对今后的宣传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希望遥

渊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冤

10 月 30 日下午袁 高新

公交公司 OA 项目启动会在

206 会议室召开遥高新公交公

司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

责人参加了此次项目启动

会遥
本次 OA 项目启动会主

要从公司一体化尧 审批便捷

化尧 沟通快捷化方面为高新

公交公司部署协同办公系

统袁 将重点利用成熟的互联

互通组件实现各部门的协同

办公系统进行互连袁 使数据

信息能够上下传达畅通袁让

公司领导及时了解各部门的

工作情况袁 也让各部门员工

能够及时收到公司的通告通

知与反馈等信息袁 从而促进

高新公交公司实现全面信息

化遥
启动会上袁OA 平台项目

开发方经理阐述项目具体实

施建设方案袁 在项目启动阶

段袁需求调研阶段袁系统建设

阶段袁 上线准备阶段以及持

续支持阶段做了详细的规划

与时间安排遥 项目经理针对

此次项目提出项目实施风险

和应对政策实施方法论介绍

以及实施制度保障建议遥
最后袁 高新公交公司负

责人进行项目动员袁 重申公

司对此次项目的高度重视袁
并宣布项目正式启动浴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为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

确保广大乘客安全尧舒服尧文
明尧便捷出行袁高新公交公司

早安排尧早部署尧精心组织广

大干部员工积极行动起来袁
多措并举袁 积极强化各项管

理遥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遥 全

面落实各个环节尧 各个部位

的安全管理责任和安全保障

措施袁 坚决防止各类重特大

事故发生袁 确保党的十九大

召开期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遥
二是再动员再部署遥 召

开安全工作部署会袁 分析当

前形式袁 结合近期发生的一

些治安案件开展警示教育工

作袁提高安全意识袁做好安全

防范工作遥
三是加强隐患排查遥 做

到野逢包必问尧可疑必查尧违

禁拒载尧视情报警冶袁最大限

度地动员干部职工袁 到车上

去尧 到车站去尧 到运营一线

去袁确保内部和谐稳定遥
渊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冤

高新公交多措并举
迎十九大胜利召开

为推进野两学一做冶学习

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袁10 月

10 日上午袁 高新公交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集中观看 叶榜
样曳专题片遥

该片以 野走进学习榜

样袁凝聚复兴力量冶的主题袁
通过真实感人的先进事迹尧
朴实的人物访谈等形式袁用

平凡的故事讲述深刻道理遥
片中每位优秀共产党员对理

想信念的坚守袁 对工作的勤

奋敬业与无私奉献袁 无不诠

释着新时期共产党人的精神

风采遥
观看结束后袁 党支部书

记要求全体党员袁 要以先进

典型人物为榜样袁引领自身袁

强化责任担当意识与宗旨意

识袁在实际工作尧学习尧生活

中袁时刻保持党员的先进性袁
用思想去跟进尧 用行动去靠

拢曰立足岗位尧奋发有为尧扎

实工作袁 做一位合格的共产

党员遥
渊财务部 李琼 冤

高新公交全体党员
观看专题片叶榜样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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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尧10 日下午袁
高新公交召开 野平安护航十

九大冶安全工作部署会袁确保

公交运营等各项工作安全尧
稳定尧有序进行袁为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创造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袁 会议特邀高新公

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王

晋给大家做宣传教育工作遥
会上袁 王晋为大家分析

了当前形式袁 结合近期发生

的一些治安案件开展了驾驶

员教育工作袁 希望大家能在

工作期间提高安全意识袁做

好安全防范工作遥 高新公交

公司负责人从源头上分析了

前三季度公交事故发生原

因袁 并强调年底安全工作形

式严峻袁责任重于泰山遥 会议

就妥善处理党的十九大期间

高新区支线公交运输环节稳

定工作袁 保障十九大期间高

新区支线公交运输稳定提出

了三点要求院 一要在下一步

工作中进一步突出重点袁十

九大期间公司安保维稳的重

点是反恐防暴和防止个人极

端事件的发生遥 驾驶员要做

到野逢包必问尧可疑必查尧违

禁拒载尧视情报警冶遥 二要加

大人员检查力度袁 最大限度

地动员干部职工袁到车上去尧
到车站去尧到运营一线去遥 三

要确保内部和谐稳定袁 做好

干部职工的后勤保障工作遥
此次会议增强了广大员

工的责任感袁 激发了员工饱

满的工作热情袁 进一步提升

了高新公交的服务保障能

力袁 迅速在全司形成了干事

创业尧加快发展的良好局面袁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渊运营管理部 陈大伟 冤

高新公交召开
野平安护航十九大冶安全部署会

高新公交全体党员
观看十九次党代表大会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袁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

幕遥 高新公交党支部组织公

司党员袁 会结于公司会议室

观看开幕盛况遥
大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

情聆听和学习习近平同志代

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所作的 叶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曳报

告遥 报告指出袁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袁 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遥 大会的

主题是院 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

命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袁 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袁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袁 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遥
习近平同志所作的报告

是制定蓝图尧 引领未来的报

告袁是凝聚力量尧增强信心的

报告袁 宣示了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沿

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的决心和信心遥
高新公交全体党员备受

鼓舞尧热血沸腾袁纷纷表示要

立足于本职工作袁 贯彻实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袁 牢固

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尧 大局

意识尧核心意识尧看齐意识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而砥砺奋进遥

渊法规稽查部 吴瑶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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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广大员工的业余生活，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10 月 31 日下午，高新公交
公司举办了员工羽毛球比赛。

本次活动共吸引了近 100 名选手报名，大家不分年龄大小、职位高低都积极参与。比赛为
分组淘汰赛, 采用三局二胜，每局 11 分制，率先得到 11 分的一方获胜。比赛过程精彩纷呈,高潮
迭起。特别是进入到名次争夺赛, 选手们使出浑身解数，斗策略、比技术、论心态、拼体力，将高
远球、扣杀、吊球、扑球等运用得淋漓尽致，引来场外的观众加油声、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经过
半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分别产生了男子组前三名和女子组前三名。

通过本次比赛，员工们得到锻炼的同时也增进了相互交流与了解，充分展示了高新公交公
司全体员工的昂扬斗志和饱满精神状态, 营造了热情、和谐的良好氛围。

（综合管理部 孙晓亚）

羽毛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大众运

动，人们经常用羽毛球来休闲娱乐，人

们经常打羽毛球，但是知道羽毛球对人

体好处的人却很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

休闲娱乐的运动来进行。打羽毛球的

好处你知多少？

淤 锻炼眼力

打羽毛球让人练得“眼明手快”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打球时双方要经常观

察对手挥拍情况和高速飞行中的球体，

眼睛紧紧追寻高速飞行的球体，眼部的

睫状肌就会不断地收缩和放松。

大大促进了眼球组织的血液循环，

从而改善了睫状肌的功能，长期锻炼就

能提高人的视觉灵敏度和眼睛的反应

能力。对于普通的羽毛球爱好者，尤其

过度使用眼睛的人来说，如果能坚持打

羽毛球，视觉敏感度将会明显提高。

于 舒筋活血

羽毛球同篮球、网球、乒乓球一样，

是个较强体力的运动，技术占 40%，体

力占 60%，哪怕是寒天冻地，一场球打

下来全身会出汗，春天秋天就更厉害

了，对身体起到调整和平衡的作用，促

进新陈代谢，对预防心血管病，强身健

体非常有益。

盂 治颈椎(肩周)病
参与羽毛球运动，要用手肩膀协调

出动，拼命抽球，你的头要抬、肩要动，

每天坚持打球一小时以上，骨质增生很

难形成。颈椎、肩周病也很难产生。

榆 排毒养颜

长期打羽毛球的同志胖子比较少，

走路轻松，人变得较年轻。每天出汗把

身体毒素排出，使你大小便通畅，叫你

汗流浃背，体毒排泄，对预防痛风病很

有脾益。

虞 全身锻炼

羽毛球运动也很适合减肥人群。在

羽毛球运动中，需要不停地运用手腕和

手臂的力量握拍、挥拍，还要充分活动

踝关节、膝关节、胯关节等部位，所以对

于全身肌肉和关节的锻炼是很充分的。

而且，你在捡球、接球的过程中，又

会不断地弯腰、抬头，这样，也使腰部、

腹部的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愚 增强友谊

通过打球、比赛不相识的都互相认

识了，了解对方的性格，真正以球会友，

友谊长存。

舆 提高技能

通过球友组织比赛，激发技能训

练，球友之间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余 开心娱乐

养生专家讲：每天要大笑三次，对

人的精神舒畅，促进五脏六腑活动非常

有好处。可排除浊气、邪气。只要羽毛球

一发，一场球打下来，要笑十次以上，使

人的心情保持快乐。

俞 身体灵敏

打球的人都精神抖擞，精道道的，

身体灵活，四肢勤快，打羽毛球的，身体

关节骨胳都用的上，采取抽吊结合，四

方球、左右勾球、变化多样，使身体灵活

多变。

逾 健脑增智

羽球人员要动脑打球，不是不动脑

击球，叫打球先打脑，要研究对方弱点、

致命地方，因人而宜，以人为本，坚持以

我为中心，以主动为动力，以快速为法

宝，以赢球增信心。

（内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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