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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公交召开年终安全总结会暨春运部署动员会
12 月 29 日尧30 日袁高新

记工作遥 安全部在会议中详

进疫情防控工作遥 最后袁综合

公交 顺利 召 开 2020 年 年 终

细分析全年整体安全工作情

部对本季度客运投诉情况及

安全 总结 会 暨 2021 年 春 运

况袁对安全行车尧文明驾驶尧

行车停站不规范通报袁 对具

部署动员会袁 此次会议由高

服务质量中存在的不足提出

体停站和文明行车作出整改

新公交总经理 孔强主持袁就

整改措施遥 接着部署 2021 年

要求遥

2020 年安全工作总结尧 春运

春运安全工作袁 提出春运期

后期高新公交将持续加

安全注意事项及新冠疫情防

间对务工人员及返程学生乘

强疫情防控袁 常态化开展文

控等方面做了重要讲话遥

车安全注意要点袁 具体分析

明驾驶和安全宣教力度袁进

会上袁 孔强总结了 2020

冬季公交行车要点袁 重点就

一步提高安全敏感度和警惕

年安全行车情况袁 对公交防

防雾尧 防冰雪安全工作做了

度袁 多方位确保公交运营安

疫工作作出要求袁 公司全体

进一步安排袁 同时结合当前

全遥

员工要严格落 实防疫措施袁

线路运营实际及疫情防控情

做好个人和车 辆消毒处理袁

况袁对场站防疫管理尧安保及

扎实做好各项体温检测和登

疫情防控作出要求袁 扎实推

渊高新公交 尚仁杰冤

高新公交多举措保障假期
运营服务

抵御严寒
高新公交做好冬防冬运工作
近日袁 随着合肥市气温

计划及时保养袁 在做好运营

展袁 保证了恶劣天气下车辆

逐渐降低袁 低温天气时刻伴

保障的前提下袁 有效降低故

在线路的运营遥

2021 年元旦假期将至袁

时与园区学校尧企业对接袁了

行状况袁 及时进行现场调度

寒潮也随着而来袁 高新公交

解放假计划袁 提前做好车辆

调整线路运力袁 同时密切关

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袁保

安排曰 二是持续做好节假日

注接驳地铁二号线线路客流

障元旦假期园区乘客出行遥

期间袁 防疫防控措施及宣讲

情况袁确保运营尧服务到位遥

元旦期间客流出行主要

工作曰三是针对温度变化袁提

以假期往返尧短途旅游为主袁

前排查车辆设施袁 做好突发

高新公交针对园区出行乘车

事件应急处置准备遥

需求袁结合客流集中的特点袁

元旦假期期间袁 高新公

提前做好各项准备遥 一是及

交将结合客流变化尧 道路通

渊高新公交 余秋烨冤

积极开展场站设施检查
全面保障安全行车工作
12 月 3 日尧4 日袁高新公

同时袁结合冬季霜多尧雾多尧

对准备袁 形成冬季驾驶好习

交顺利完成冬季场站设施检

雨雪多尧风力大尧气温低等特

惯遥

查及冬季 安全行车宣教工

点袁 开展冬季安全行车宣教

后期袁 公司将持续关注

作遥

工作袁 进一步加强驾调人员

天气变化袁 加大安全稽查力

随考验袁 为保障公交车平稳

障率发生频次袁 对有需要车

下一步袁 高新公交将继

运营袁 高新公交开展恶劣天

辆的防冻液尧 干燥罐进行了

续针对天气温度变化袁 有条

检 查 人 员 前 往 公 司 11

的安全驾驶能力袁 要求驾驶

度袁落实各项防护保障工作袁

气下车辆检查工作遥

统一更换袁 此次共计补加防

不紊的开展维修保养工作袁

个场站针对配备的安全设备

员袁 在雨雪天气要保持车速

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行车意

冻液 150 桶袁 预防将要到来

确保运营车辆安全过冬遥

进行排查袁包括监控尧消防尧

的平稳袁缓踏尧缓松油门袁树

识遥 尧

立科学认识袁 做到防冻尧防
滑尧防疲劳尧防事故袁做好应

高新公交针对天气情
况袁 结合车辆特性及运营保

的冬季低温对车辆的危害遥

应急等设施及高压配电房设

障提前做好养护计划袁 统筹

同时针对冬季夜间行车时间

备袁确保各项设施齐全有效遥

安排车辆检查工作袁 为了让

长的特点, 还加强对灯光尧蓄

广大乘客乘安全车尧放心车袁

电池以及冷却系统的检查袁

高新公交严格按照车辆保养

冬运冬防工作有条不紊地开

(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

高新公交完成年终资产盘点工作
为进一步掌握公司固定

制作详细的资产盘点表遥 整

提高了资产核算的准确率,保

资产分布及使用情况袁 防止

个盘点过程中袁 盘点人员认

证了年终会计决算的质量遥

固定资产的损 坏和流失袁提

真登记尧仔细核对袁根据使用

下一步袁 各部门将对变

高固定资产的 使用效 率袁23

部门及存放地点逐个盘点遥

动尧 损坏资产办理相关变动

日-24 日袁 高新公交开展固

各站点尧 部门及盘点人员积

手续袁 便于后期资产使用管

定资产盘点清查工作遥

极配合袁密切协作袁准确高效

理遥

本次盘点 由财务 部尧综
合部协同完成袁 盘点工作前

的完成了年度盘点工作袁各
项资产账实相符遥

期袁 财务人员完善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年度盘点工作

台账袁 在账表一致的基础上

的完成核实了固定资产存量,

渊综合管理部 金晗冤

渊高新公交 季孝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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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学习税收征管环境改革状态 重构汇算清缴新思路
为了解金税四期改革政

革 状态 对 2020 汇 算 清 缴的

分析解决方法袁 帮助企业解

策袁 及时准确把握税收政策

影响尧2020 年税制改革措施

决实务问题遥 培训内容涉及

变化袁 做好汇算清缴及两税

及未来趋势分析尧 汇算清缴

面广袁政策解读通透袁对财税

申报工作袁12 月 17 日-18 日

的总体布局尧 年终决算前需

工作开展具有较强的指导作

高新公交财务人员参加由中

要平衡和处理的重大事项四

用遥

税网举行的 野金税四期趋势

大模块展开讲解遥 老师通过

通过培训袁 财务人员受

下 严 征 管 背 景 下 重 构 2020

生动形象的语言结合通俗易

益匪浅袁 有助于帮助财务人

年汇算清缴新思路冶 主题培

懂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对增值

员认清清缴形势袁 把控年终

训会遥

税电子发票问题尧 个人所得

汇算全局遥 指导财务人员在

培训会由中税网特聘讲

税汇算清缴调整尧 企业薪酬

下一步工作中运用汇算清缴

师徐晓莉主讲袁 金税四期改

结构设计与两税规划问题尧

新思路袁找到解决问题方法袁

革不仅仅是税务方面袁 还纳

年底关税前典型汇总问题梳

提升财税管理水平遥

入野非税冶业务袁实现了业务

理与关键点处理尧 企业财报

更全面的监控遥 在此背景下袁

涉税异常点的风险与控制等

主讲老师从税收征管环境改

常见问题点进行详细讲述袁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气温下降进行时
防寒举措动起来
随着气温的进一步降

源等袁 提前做好融雪盐的采

低袁为了保障线路行车安全袁

购工作袁完善采购手续袁确保

12 月 10 日袁高新公交顺

高新公交积极落实各项防寒

储备需求量袁 保障融化道路

利完成防寒物资发放工作袁

准备工作遥

人员进出安全性遥

结冰区域的需求袁 确保场站

夯实安全运营的基础保障工

气温的下降袁大雾尧雨雪

道路尧 运营线路上重点道路

作遥 冬季气温变化明显袁后期

天气也将陆续出现袁 高新公

段的行车安全遥 同时袁高新公

高新公交将持续关注天气情

交结合冬季雨雪路 滑等特

交根据场站特点袁 针对场站

况袁及时调动储备用品袁发挥

点袁 为了预防降雪严冬导致

内的瓷砖路面雨雪天气湿滑

防寒物资的能动性袁 为乘客

的道路结冰情况袁 经详细的

的隐患袁新购防滑草垫袁铺设

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保障遥

了解融雪盐的售价尧质量尧来

在场站瓷砖路面袁 保障工作

12 月 13 日合肥下起了

迎挑战 战寒流 保运营

(安全管理部 康梦园)

近日袁寒流来袭袁气温呈

况袁 联系车辆生产厂家检查

提前预设运营调整计划袁安

现野断崖式冶下跌袁最低气温

车辆电池使用情况袁 全面掌

排好临时车辆尧 线路调配方

达零下 7 度袁 低温寒潮天气

握各线路车辆用电情况袁确

案袁确保各线路正常运营遥

对公交营运带来较大影响袁

保新能源车辆充电及使用正

后期袁 高新公交将继续

高新公交对此严阵以待袁切

常遥 提前安排维修人员时刻

关注天气变化袁 尽可能减少

实采取措施做好车辆保障工

待命袁加强车辆防冻液尧零配

寒潮天气对公交营运产生的

作遥

件等物资储备袁 根据需要及

影响袁 努力为广大市民营造

针对冰雪 低温天 气袁高

时添加或更换防冻液袁 及时

便捷尧 舒适尧 安全的出行环

新公交提前为传统柴油车辆

做好故障车辆维修工作袁不

境遥

更换-10 号柴油袁 联系充电

让带野病冶车出场营运袁确保

桩厂家密切关注充电桩情

营运车辆性能良好遥 同时也

(运营管理部

吴瑶)

下雪啦浴 高新公交多举措保障安全运营
安全袁全心为乘客出行服务遥

施工路段袁应注意车距袁与社

场站防寒物资进行梳理排

季综合巡查袁 特别是对公交

让尧规范停靠尧纠正超速和违

入冬来的第一场雪袁 此次降

此次除雪及宣教工作具

会车辆保证安全距离袁 同时

查袁及时采购防滑草垫尧融雪

线路运行督察袁在雨雪降临尧

章行为袁确保公交安全运行遥

雪也让道路变 得湿滑难行袁

体分为三个方面院 一是安全

加强对新开线路路段尧 道路

盐等物资袁并完成发放工作袁

道路结冰时袁 高新公交将安

面对冰雪特殊天气的安全运

行车教育遥 借助微信尧QQ尧电

改造及施工路段尧 路面掉头

确保各场站有独立应对冰雪

排巡查人员袁 定时定点对运

营野难题冶袁高新公交积极落

话等渠道袁 提醒驾驶员运营

处的安全监控工作遥 二是补

天气的能力袁 为各场站运营

营线路尧站点进行巡查袁督导

实各项除雪及 宣教工作袁全

中减速慢行袁 在路口和站牌

充防寒物资遥 12 月上旬已启

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遥 三是

车辆安全运营袁 提醒驾驶员

力保障雨雪天气的公交营运

处须提前减速袁 当途径道路

动冬季防寒工作计划袁 对各

加强路面巡查力度遥 开展冬

遵章守纪尧谨慎驾驶尧文明礼

寒冬到来袁气温降低袁12

时袁柴油就会析出蜡袁堵塞滤

月 13 日晚低温天气开始后袁

网或滤清器袁 车辆不能正常

高新公交开始柴油公交车防

启动行驶, 防凝剂就是除加

凝剂添加工作遥

注高凝固点标号柴油以外袁

柴油车的特性就是容易

公交车柴油防冻的首选遥

结蜡凝冻袁 所以一定要在柴

高新公交后期会根据天

油中添加柴油防凝剂袁 目前

气温度袁 将柴油防凝剂按一

国内应用的轻柴油按凝固点

定的比例添加到柴油里,有效

分为 6 个标号袁 选用不同标

地防凝防冻袁 避免因温度低

号的柴油应主要根据使用时

造成的油料结冰袁 影响车辆

的气温决定遥 0# 柴油适用于

次日上线运营遥

气温在-3益及以上时使用遥
如果气温骤降至-3毅度以下

(运营管理部

李健)

渊安全管理部

尚仁杰冤

添
加
低防
温凝
天剂
气保
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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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维护增强续航里程 电动公交持续服务在线
近日袁 针对公司较早一
批纯电动公交车续航里程变

池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尧全方

丝尧 插销有无裂痕尧 脱落现

是否连接正常袁 接插件无退

外袁 特别针对电池组压差过

位的维护保养遥

象曰 查看电池管理系统

针尧破损尧箱体保险连接紧固

大的问题做全箱分解检测遥

短袁 多次出现电池电量不足

此次维护 内容 主要 有袁

渊BMS冤电压显示尧温度显示尧

等现象袁 低压件电池仓有无

本次维护保养袁 将在一

问题袁联合客车尧动力电池厂

检查电池模组尧 箱体表面无

电流显示尧高/低压线束是否

异味袁箱体高压总正/总负对

定程度上增加纯电动车续航

家对较早年份购买车辆的电

明显水渍尧锈蚀尧变形固定螺

正常袁 高压件各箱体间串联

壳体绝缘值绝缘的检测遥 另

里程袁为即将到来的寒潮尧春

运做好准备遥

渊运营管理部 李健冤

高新公交开展元旦节前安全巡查工作
一年一度新年到袁12 月

电遥 针对站内的电瓶车充电

27 日袁 为落实节假日场站安

棚袁也进行着重检查袁对检查

全袁 巩固节假日行车安全意

发现的破损尧 老旧的充电设

识袁 高新公交开展元旦节前

备袁明确不予以充电袁从源头

安全巡查工作遥

杜绝电路隐患遥 同时袁针对车

节日氛围浓烈袁 但安全

内安全设施尧 场站充电桩消

意识不容忌惮袁 此次安全巡

防设备展开检查袁 对驾驶员

查工作袁从场站到车辆尧从设

安全行车意识进行强调遥

备到意识袁由大到小尧由浅至

节假日期间袁 高新公交

深的开展落实安全工作遥 在

安全员将依照往年元旦期间

场站巡查中袁 先后对柳树塘

客流出行模式袁 结合园区内

站尧 开福寺场站及皖水路站

商场尧 公园的分布及市民出

进行检查袁 要求一线人员不

行的特点袁 做好车辆运行安

得忽略安全工作袁 应在保障

全提醒工作袁加强一线巡查尧

全袁 为市民提供更为安全的

安全的情况下袁合理用水尧用

稽查力度袁 保障乘客出行安

出行服务遥

享受政策红利袁促进企业发展

渊安全管理部 赵旗冤

四季度校园安全联席会议
12 月 29 日下午袁高新区

任曹效记就校园冬季安全工

体系袁 努力为广大师生创造

下一步袁 高新公交将持

召 开 2020 年四 季度 校 园 安

作做重要指示袁 他强调校园

更加和谐安全稳定的工作和

主管部门袁 全面做好税务规

续挖掘税务等各项补贴的政

全联席会议袁 高新公交相关

安全关乎师生生命健康袁关

学习环境遥

划遥 在达到申报标准时袁迅速

策红利袁增强发展动力袁为公

人员参加会议遥

乎校园安全稳定尧 关乎家庭

下阶段袁 高新公交将根

的到帐袁 给高新公交带来了

及时的进行了各项资料的整

交民生工程的发展添砖加

会上袁 由高新区社会事

幸福尧关乎社会稳定袁责任之

据会议精神袁 认真落实好安

强大的资金补充袁 切实享受

理汇总袁 根据要求认真填报

瓦遥

业局通报了三季度高新区安

重袁重于野大蜀山冶曰各单位要

全防控体系袁 积极做好冬季

到了减税降费的改革红利遥

数据袁 第一时间进行了退税

全情况袁 各单位就落实安全

积极推进校园安全工作袁创

校园安全的保障工作遥

整改情况进行汇报遥

新工作思路袁 切实担起使命

近日袁 高新公交顺利收

财务人员认真学习跟进税务

到增值税留抵退税款 234 万

政策的变化袁 积极联系税务

元袁为 2020 年的留抵退税工
作画上了圆满句号遥 退税款

为顺利做好增值税留抵

申报遥 一周的时间内即获得

退税的申报工作袁 高新公交

了审批核准袁并收到退税款袁

极大的缓解了资金压力遥

渊财务部 李琼冤

工委委员尧 管委会副主

渊综合管理部 孙健冤

责任袁 构筑好校园安全防控

高新公交顺利完成柳树塘站站房搬迁工作
12 月 26 日袁 历时三天袁

利完成新站房修整工作袁确

高新公交顺利完成柳树塘站

保了站房内的用水用电安

站房搬迁工作袁 新站房正式

全袁 为一线人员营造出适宜

投入使用遥

的办公尧休息场所遥 同时袁新

应柳树塘场站管理需

站房正常投入使用后袁 高新

求袁 年初投入使用的柳树塘

公交工作人员将完善旧站房

站房袁 需再次搬迁至原合肥

的退租手续袁 按流程完成旧

公交集团柳树塘站办公楼

站房的处理工作遥

内遥 为了保障新站房的配套

搬迁后的新站房集牢固

设施袁 高新公交安排专业人

性与安全性于一身袁 是驾驶

员先后对新站房进行检修袁

员休息的港湾袁 亦是在寒潮

并结合一线人员需求袁 对水

来临之前袁 给予大家的一份

电设施进行重新规划尧 对泛

野温暖冶遥

黄的墙面进行二次修整遥 经
多次沟通尧勘查袁高新公交顺

渊安全管理部 季孝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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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公交党支部认真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精神尧把握实质尧深化认识中明确方向尧推动

神袁12 月 16 日上午袁 高新公交党支部组织全

实践遥

体党员开展学习遥 会议由支部书记主持遥

会后袁党员代表纷纷发表看法遥 大家一致

会议集体学习了 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表示要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大

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曳 原文遥 会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袁 认真领会全会的

上袁 支部书记强调全体党员要把学习贯彻党

新奋斗目标尧新发展理念尧创新思维尧统筹发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展和安全等内容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 增强

时期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袁 坚持持之以恒的

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

学习袁切实把五中全会精神学深尧学透袁切实

护冶遥
(孙晓亚)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袁 在领会

高新区高新公交公司念好野三字决冶
扎实推进全年工作开展
高新区高新公交公司党支部按照全年党

安全教育日活动曰夏季高温送清凉活动曰组织

建工作部署安排袁扎实开展党建工作袁通过念

党员观看叶夺冠曳尧叶我和我的家乡曳等爱国主

好野三字决冶袁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袁增强服

义影片袁激发党员爱国情怀遥 同时袁根据不同

务意识袁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支

的活动主题袁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尧党员发展对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袁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遥

象尧群众代表参加遥 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事

组织建设袁突出一个

字遥 公司按照全年

党建工作要求袁以野三会一课冶为载体袁采取集
中学习尧个人自学尧交流讨论等形式袁认真学

创业尧创先争优的热情袁有效解决党员野精神
缺钙冶野行动乏力冶的问题遥
工作开展袁突出一个

字遥 支部的党建工

习党的路线尧方针和政策袁深入学习和贯彻习

作有力地推进了公司的生产经营遥 公司不断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十九大精神遥 今

优化线路袁为满足望麓别院尧西子曼城居民出

年来公司累计组织各种集中学习尧培训 20 余

行需求袁 考虑周边道路及首末站情况袁 开通

次袁发放学习材料 30 余份遥 通过学习进一步

659 路公交线曰为满足长宁大道与明珠大道交

提高了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袁 提升了党员

叉口处芯碁产业园乘车需求袁 调整 665 线路

干部的精气神袁 为更好的发挥党员干部先锋

运营方向遥 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袁不忘加强线

模范作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遥

路安全检查工作的开展袁 全年累计上线检查

字遥 为了营造良好

共计 88 余次袁针对存在安全隐患路口尧路段

的活动氛围袁 支部对党务整体工作做了精心

蹲点式检查 44 余次袁有效地降低安全事故发

安排袁 组织党员同志走进公交车厢开展国家

生率遥

活动开展袁突出一个

高新公交开展
野宪法进公交冶主题活动

(孙晓亚)

高新公交党支部开展
疫情防护宣传党日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宪法知识宣传页袁在梦园公交首末站袁停站休

中尧三中尧四中尧五中全会精神袁深入学习宣传

息的驾驶员们认真阅读宪法的相关知识袁营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袁 高新公交

造懂法守法的良好氛围遥12 月 4 日当天袁宣传

以野12窑4冶国家宪法日为契机开展野宪法进公

员们兵分两路袁 一路宣传员选择客流量较大

交冶主题宣传活动遥

的公交站点袁为等候的乘客讲解宪法知识曰另

高新公交公司高度重视普法工作袁 为了

一路宣传员选择高峰时段登上公交车袁 向车

此次宪法宣传工作袁 精心准备了宪法宣传挂

上乘客讲解宪法知识并袁发放宪法宣传页袁号

图袁同时印制了一批宪法知识宣传页遥 宣传周

召大家了解宪法尧学习宪法尧遵守宪法遥

期间袁 公司宪法宣传员们前往公司各公交首

通过此次活动袁要深入学习宣传宪法袁使

末站袁 在站房内及公交车辆上张贴宪法宣传

宪法精神深入人心袁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袁不

海报袁向乘客宣扬宪法精神袁维护宪法权威袁

断推动高新公交法制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遥

为高新公交又快又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治

12 月 3 日袁 宪法宣传员们前往一线发放

保障遥

(综合管理部 苏婧)

高新公交圆满完成
本年度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袁 引导

识尧 外出就餐防疫知识以及如何正确洗手并

近日袁根据高新区相关工作安排袁高新公

广大干部员工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学习遥 12 月

告知员工在日常生活中要勤洗手尧不聚集袁以

交积极做好 2020 年度退伍军人转业安置工

25 日下午袁 高新公交党支部组织开展新型冠

此来帮助广大员工正确的做好疫情期间的防

作遥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护知识宣传主题党日

护工作袁打消员工的顾虑遥

活动遥
活动现场袁 党员同志们在开福寺公交停
保场宣传栏内张贴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海报袁
如工作场所防疫知识尧 公交共交工具防疫知

公司所提供的安置岗位袁 结合退伍军人的意
愿袁本年度有一名退役军人选择我司遥
在经过选岗结果公示尧 人员接收等程序

2020 年袁 高新区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后袁12 月 21 日袁 该名退伍军人按时到公司报

通过此次宣传袁 引导广大干部员工做到

退役士兵 12 人袁 其中 11 名退役士兵由高新

到并完成了一系列的入职流程袁 正式成为高

科学防疫袁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工作能力袁为

区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安置遥 在区退役军人安

新公交一员遥 至此袁高新公交 2020 年度退役

市民出行服务工作做好充分准备遥

置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下袁 高新公交配

军人安置工作圆满完成遥

(孙晓亚)

合完成 2020 年退役士兵安置选岗工作袁根据

(综合管理部 苏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