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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公

交行业安全生产意识袁
10 月 14 日尧15 日袁高
新公交组织开展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曳宣贯培训会袁此次
培训会袁高新公交全体
负责人尧 安全管理员尧
驾驶员等共计 300 余
人参加培训学习遥

培训会邀请到合

肥市安全生产协会副

秘书长谭守臣授课袁谭
秘书长是国家注册安

全工程师尧国家注册消
防工程师袁合肥市职业
健康和安全生产专家袁
安徽省安全生产培训

讲师袁在安全理论基础
扎实袁 在安全培训尧职
业健康管理尧 消防安

全尧应急管理等方面工
作实践经验丰富遥

培训会上袁谭秘书
长对新安全生产法的

出台背景进行阐述袁从
政府层面尧企业层面和
员工层面袁例举大量安
全生产事故案例袁用生
动的语言技巧尧专业的

理论水平尧丰富的处置
经验袁深刻剖析讲解安
全生产法对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

法律规定和野三管三必
须冶的内涵要求遥 强调
了颁布实施叶安全生产
法曳对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体系袁预防和减

少生产安全事故袁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袁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意

义遥
培训结束后袁同

事们纷纷表示院经过本
次培训学习袁深刻理解
了新 叶安全生产法曳在

安全生产管理上强化

野超前意识冶野预防为
主冶的理念袁只有预防
安全事故于未然袁才能
使安全工作达到最好

的效果袁更加体会到安
全生产重要性袁提高了
自身的安全意识袁增强
了对安全事故的预防

意识遥
野安全无小事袁枝

叶总关情冶高新公交将
持续组织开展宣教活

动袁全力推进新叶安全
生产法曳 走深走实走
心袁为园区居民提供安
全便捷的运营服务遥

渊安全管理部 康梦园冤

全员学习安全法“超前意识”护安全

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党史学习教育野我为
群众办实事冶 实践活
动袁助推文明创建工作
深入开展袁10 月 22 日
下午袁公司党支部来到
合肥七中公交站点开

展党建志愿服务活动遥
合肥七中为寄宿

式教学袁 每周五下午
16院20 -18院00 为学生
集中离校时间遥为确保
学生出行安全袁党员志
愿者们头戴小红帽手

持小红旗袁做好各项防

疫措施袁兵分两队在道
路两侧的公交站点全

力投入到活动中遥

志愿者们在站台

提醒学生做好个人防

护袁 引导学生文明出

行尧排队乘车曰同时向
学生及家长宣传文明

乘车和安全乘车须知袁

解答学生及家长的咨

询袁维护放学高峰期期
间七中站点的秩序袁为
七中学子营造了安全

畅通尧文明有序尧和谐
礼让的乘车环境遥

通过此次志愿服

务活动袁既确保了学生
放学时的交通安全袁同
时积极引导党员进一

步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袁
践行党员使命袁切实将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

化为为民服务的动力遥
(综合管理部 苏婧 冤

学党史见行动
高新公交党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为了鼓励更多的

老年人走出家门袁亲近
自然袁通过运动增强体
质袁营造健康向上的良
好氛围袁10月 26 日上
午袁由高新区老体协主
办的高新区第二届老

年人野庆重阳冶登山比
赛在大蜀山森林公园

拉开序幕遥
此次活动高新公

交高度重视袁按照赛前
动员会上指示袁高新公
交精心组织尧安排专人

负责袁 提前对接长宁尧
天乐尧兴园尧江河四个
社区袁确定车辆接送时
间尧地点袁做好车辆人
员安排以及接送路线

工作袁确保活动顺利进
行袁由于目前疫情尚未

结束袁高新公交已提前
做好车辆消毒工作袁同
时提醒所有参赛人员

上车戴好口罩袁做好个
人防护工作遥

活动当天袁高新公
交共安排 4辆公交车袁

早早到达接送地点袁安
全送达近两百名老年

参赛者袁圆满完成此次
野庆重阳冶 登山比赛的
接送工作遥

渊综合管理部 杨慧冤

“庆重阳”登山比赛高新公交保障出行

10 月 27 日下午袁
区工委在管委会一楼

多功能厅组织开展专

题宣讲报告会遥高新公
交公司党务工作者参

加了此次报告会遥
本次报告会特邀

省委讲师团专家库青

年宣讲名师尧省委讲师
团二级主任科员刘宁

宁作党史学习教育野四
史冶专题宣讲叶改革开
放新时期完成野富国大
业冶曳专题讲座遥刘主任
以时间为序袁将改革开
放史分成了四个阶段袁
以全局的高度尧宽广的
视野尧 严密的逻辑尧详

实的事例尧 独到的见
解袁阐释了改革开放的
背景尧成就尧启示及伟

大意义遥
改革开放的历程

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袁

四十多年的努力拼搏袁
四十多年的沧桑巨变袁
中国从城市到乡村袁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遥同时改革开放也是
进行时袁中国共产党不
断攻坚克难袁在更多领
域取得辉煌成绩遥

通过此次专题宣

讲会的学习袁让与会者
更加深入了解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

成绩袁明确自身的使命
与担当袁把小我融入国
家的大我中袁与时代同
步伐袁 不断开拓创新袁
继续把新时代的改革

开放向前推进遥
渊综合管理部 苏婧冤

高新公交参加
党史学习教育“四史”专题宣讲报告会

为进一步规范驾

驶员安全驾驶行为袁倡
导野珍爱生命尧安全出
行冶的理念袁树立驾驶
员自觉礼让行人的意

识袁养成良好的职业习
惯遥高新公交开展礼让

行人专项检查活动遥
检查人员通过调

取车载监控袁实时查看
车辆通过斑马线时袁否
礼让行人来进行检查遥
经查看袁驾驶员能够行
驶至斑马线前袁提前减

速并礼行让人尧避让车
辆曰能够做到安全文明
驾驶袁平稳行车曰能够
自觉遵守交规袁文明驾
驶遥

野文明行车袁礼让
行人冶袁 让每一位驾驶

员理解安全行车的意

义袁逐步把礼让行人培
养成为一种良好的驾

驶习惯遥斑马线前安静
等待的公交车已成为

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遥 一个细微的动

作袁 一个不经意的举
止袁都会折射出文明与
和谐遥
渊安全管理部 李惠惠冤

高新公交开展礼让行人专项检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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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建国 72周

年袁持续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袁增强党支部凝

聚力袁9月 30 日下午袁

高新公交党支部组织

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

片叶长津湖曳遥

该片以抗美援朝

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

为背景袁讲述了一段波

澜壮阔的历史袁重现了

抗美援朝时期最为惨

烈的一战袁面对美国精

锐军队的步步紧逼袁中

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

战袁志愿者们在极寒严

酷环境下袁东线作战部

队凭着钢铁意志和英

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一

路追击袁 奋勇杀敌袁扭

转了战场态势袁打出了

军威国威遥 观看时袁全

体党员全神贯注袁完全

被影片中的故事情节

所吸引袁被片中人物爱

国精神所触动袁为国家

命运赴汤蹈火的革命

情怀所感动遥悲壮的场

景袁残酷的战争袁坚不

可摧的信仰情怀袁为国

为民的民族大义袁对党

无限忠诚的精神深深

地打动了观影人员遥

结束后袁党员们感

慨的说院今天的和平环

境是伟大志愿军战士

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

换来的遥正是这些革命

先烈的付出袁才会有我

们现在的国泰民安遥 冶

大家一致表示袁要认真

学习志愿军战士那种

野明知山有虎袁 偏向虎

山行冶 的甘于牺牲尧争

取胜利的精神遥在实际

工作中袁要拿出不畏困

难尧 不惧得失决心袁以

不达目标不放松的精

神状态袁在自己的工作

岗位上作出应有的贡

献遥

(财务部 焦艳君)

国庆长假落幕袁高

新公交保障任务圆满

完成遥 长假期间袁高新

公交员工坚守岗位袁抓

紧常态化疫情防控不

放松袁精心保障野不打

烊冶袁 为市民提供便利

出行遥 10月 1-7日袁累

计行驶里程约 15.1 万

公里袁安全运送乘客约

6.9万人次遥

为应对国庆长假

客流高峰袁高新公交提

前开展了安全生产大

检查尧 安全行车教育尧

车辆卫生大清洁曰根据

以往经验袁结合当前疫

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实

际袁 对假期的客流分

布尧走向尧高峰时段等

情况综合分析袁制定营

运生产预案袁重点加大

通往大蜀山尧野生动物

园等旅游景点尧七中等

学校以及客运汽车站

等交通枢纽站有关线

路的运力投入以保障

乘客顺利出行遥

节日期间袁 车流尧

客流量大袁高新公交坚

持做好安全叮嘱提醒

工作袁督促驾驶员坚持

做到安全文明行车袁规

范服务袁引导乘客自觉

排队上车袁后勤工作人

员严格做好假日期间

值班值守和巡查工作袁

做到统一指挥尧协调配

合遥 国庆盛典袁举国欢

庆袁高新公交全力以赴

保安全尧保运营尧保畅

通袁做到假期安全生产

平稳有序遥

(财务部 杨洁)

因夏季高温袁高新

公交为确保行车安全袁

对公交车辆轮胎情况

进行逐一排查袁对花纹

磨损较为严重的轮胎

进行及时更换袁致使场

站内废旧轮胎堆积较

多袁需要处理遥

经高新公交工作

人员与轮胎供应商沟

通 袁 依据高新公交

2020 年轮胎招标规

定袁废旧轮胎由轮胎供

应商进行统一回收遥10

月 14日袁 轮胎供应商

与高新公交工作人员

一起袁对文曲路尧开福

寺场站及皖水路首末

站内袁废旧轮胎的数量

和型号进行了清点遥经

清点袁 回收的轮胎共

341条袁统一由轮胎供

应商负责搬运处理遥

此次废旧轮胎处

理袁不仅改善了高新公

交场站环境袁也减少废

旧轮胎堆放的安全隐

患遥

渊运营管理部 吴瑶冤

10 月 12 日下午袁

合肥交通运输局代队

长一行赴高新公交文

曲路公交停保场袁督查

指导安全生产等相关

工作袁高新公交总经理

孔强尧副总经理王春夏

等相关人员陪同参加遥

此次检查内容涉

及我司经营企业资质

情况尧 运营协议执行尧

运营场站设置等多个

方面遥代队长一行首先

了解了高新公交在线

运营的车辆数尧具体场

站分布及相关安全生

产材料完善情况遥

代队长对高新公

交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作出肯定袁提出公交行

业作为窗口单位袁要在

思想上高度重视袁落实

安全工作措施和责任袁

不断完善加强安全生

产工作遥

孔强同志表示将

持续关注安全生产工

作袁 关注政策变化袁从

预防入手袁加强全员学

习袁 树立安全生产意

识袁全面加强对法律政

策细节上的把握袁提高

工作标准和要求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

定期与市交通运输局

交流沟通袁 共同进步袁

为安全生产运营提供

加大的支撑力袁为园区

居民提供安全的乘车

服务遥

(安全管理部 康梦园)

为进一步加强各

场站安全管理袁树立责

任意识袁10 月 14 日尧

15日袁 高新公交组织

全体调度员参与签订

叶站房行为规范告知

书曳遥

告知书从工作职

责出发袁 立足实际袁切

实增强责任感尧使命感

和紧迫感遥在四个层面

上规范场站管理院一是

要求调度员加强对站

房卫生管理及要求袁营

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

境曰二是明确提出不得

私拉乱接线路袁应保证

站房水电使用安全规

范曰三是维护站房办公

秩序袁不得出现携带亲

属尧 朋友进入办公场

所袁对于及与公司无关

的外来人员应做好来

访登记记录工作曰四是

树立信息保护意识袁对

于站房内各项纸质资

料及员工个人信息等袁

不得泄漏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

持续加强场站巡查力

度袁确保工作职责落到

实处袁提升场站管理等

级遥

渊安全管理部 季孝龙冤

为进一步加强线

路运营管理袁10 月 15

日袁高新公交开展车辆

运营情况抽检工作袁并

依据各线路运营情况尧

配车数尧高平峰发车间

隔等特点袁制定出具有

针对性的运营抽检方

案遥

此次抽检工作袁在

9个站房同时进行袁围

绕各站房车辆发车时

间是否准点尧首末站点

停放是否规范尧运营操

作是否符合要求尧站房

调度员工作是否符合

规定等方面展开检查遥

检查结束后袁高新公交

工作人员通过与智能

调度系统运营数据的

比对尧复核检查登记表

上车辆运营情况细节袁

核查首末站点运营规

范袁驾调人员的工作落

实度尧 有无违规现象袁

达到加强对线路运营

摸排管理的目的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

继续加大力度检查各

线路车辆运营情况袁确

保车辆安全有效运营

的同时袁做好园区居民

出行服务遥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冤

高新公交根据今

年天气情况袁对车上夏

季用品进行分批次更

换和拆除遥

因 10月初气温骤

降袁高新公交首先安排

将车上驾驶员座椅凉

席套拆除并更换为布

套袁确保为驾驶员提供

舒适温暖的工作环境遥

10月底袁 陆续将车厢

遮阳窗帘拆除尧 清洗袁

并加装电风扇布套袁保

障车厢明亮整洁袁乘客

乘坐舒适遥同时根据天

气变化袁提前做好发放

车辆挡霜布和保温布

的各项准备工作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

会时刻关注温度和天

气的变化袁做好冬季低

温防护工作袁以保证车

辆正常运行遥

渊运营管理部 吴瑶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