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加强冬季防疫袁 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袁11月 26日下午袁 高新公交工作人员深入一
线开展冬季防疫宣教工作遥
进入秋冬以来袁 国内疫情出现了多点零星

散发现象袁全国各地本土病例增加遥 为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袁加强一线驾驶员尧调度员的疫情防护
意识袁高新公交工作人员深入一线袁就冬季防疫
要点对驾调人员进行宣教工作遥
要求调度员落实体温监测工作袁 并做好台

账记录曰要求驾驶员运营期间必须佩戴口罩袁并
监督乘客佩戴口罩乘车曰 要求驾驶员做好日常
车辆消毒工作曰 要求公交车冬季运营期间开空
调时仍需保持开窗通风遥 同时工作人员也对现
阶段的防疫工作进行了检查袁 针对防疫台账登
记不详细的情况提出整改要求遥
现阶段仍在防疫的关键时期袁 后期高新公

交将根据省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的要求袁进一
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遥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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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公司档案管理工作袁提

高员工对档案知识的认

识袁提升档案管理业务能
力和专业水平遥 11月 25
日下午袁高新公交组织开
展档案业务知识培训遥高
新公交全体行政人员参

加培训遥
此次培训特邀请了

安徽档案学会常务副秘

书长尧叶安徽档案曳常务副
主编王晓源进行授课遥王
秘书长从事档案工作三

十多年袁 在企业档案工
作尧机档工作及文书档案
业务等方面有着丰富的

工作经验遥
培训会上袁王秘书长

结合公司工作实际和需

要袁从档案的收集尧分类尧

整理工作等方面展开详

细的讲解袁全体参训人员
认真聆听遥 会后袁各位员

工就实际工作遇到的问

题与王秘书长进行了讨

论交流袁王秘书长现场给
予了解答与工作指导遥
通过此次培训袁 加深

了参训人员对档案管理

工作的理解和认识袁提高
了档案工作中的法制意

识尧 责任意识和规范意
识袁提升了档案人员的综
合素质和业务水平遥

高新公交将以此次

培训为契机袁建立健全的
档案管理工作体系袁积极

推进档案工作常态化尧规
范化管理遥

渊综合管理部 黄静冤

高新公交开展档案业务知识培训

11月 23日袁 合肥高
新公共交通运营有限公

司汽车维修工中级工技

能鉴定工作圆满结束遥
为加快推进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袁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袁增加技能培

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袁提
高员工技能水平袁高新公
交在今年 7 月开展汽车

维修工培训后积极申报

考试事宜遥为确保鉴定考
试工作正常有序进行袁高
新公交工作人员与培训

学校制定详细的考试方

案袁并根据参考人员工作
班次进行分场考试遥此次
考试分为笔试和实操两

部分袁通过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考查检验参

考人员对汽车维修知识

的掌握情况遥 考试期间袁
监考人员进行了巡视及

现场督查袁并对所有考试
进行全程录像遥

下一步袁高新公交将
继续做好员工技能提升

的相关工作袁把技能培训
和技能等级认定作为公

司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

重要举措袁为推动公司高

质量发展做好人才支撑遥
渊运营管理部 吴瑶冤

高新公交汽车维修工技能鉴定工作圆满结束

为强化党建学习教

育成效袁丰富学习教育形
式袁推动党建与单位发展
相结合袁10月 29日袁高新
集团党支部组织赴省级

野双强六好冶 先进基层党
组织 要华米科技参观党
建阵地袁高新公交党员同
志参加活动遥

走进华米科技新展

厅袁参观人员纷纷被映入
眼帘的攀岩墙惊艳袁经解
说人员介绍袁这面墙是华
米科技企业运动文化的

展示遥 随后袁参观人员参
观了华米科技党建阵地

和华米展厅袁了解了华米
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浓郁

的党建氛围遥通过参观党
建阵地袁了解到华米科技
结合自身企业特色秉持

清晰的野1224冶党建工作
思路袁坚持 1个宗旨尧2个
平台尧2 个融合 尧4 个打
造袁 健全党建工作机制袁
将党建和产品尧 运功尧学

习尧公益结合袁不断推进
党建工作质量遥把党建的
工作目标与企业尧 员工尧
用户尧 社会利益融为一
体袁 促进企业的快速发
展遥 作为民营企业袁华米
科技入选成为安徽省的

党建工作示范单位袁并正
在争创国家级示范单位遥
华米公司取得的成绩与

他们重视党建袁以党建为
工作抓手袁 是密切相关袁
不可分割的遥
通过本次活动袁学习

到党建强企业以党建工

作为引领促进企业文化

发展曰以健全的党建工作
机制引领袁构建强大的组
织保障袁提升党建执行能
力曰 以创新精神引领袁让
企业充满活力和创造性曰
以社会责任引领袁让企业
更有价值袁 实现多方共
赢遥 后期袁支部将对照工
作上查找差距袁加强党建
工作袁 以党建工作为抓
手袁 提升支部的战斗力袁
主动作为袁为企业良性发
展提供有力的保障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为进一步增强员工

情绪调节能力袁提升员工
家庭和谐关系遥 11月 11
日袁 由合肥市妇联主办袁
高新区妇联承办组织的

野维权和心理服务冶 七进
基层活动袁在高新公交文
曲路停保场举办遥

本次培训邀请知名

心理专家万娇燕老师授

课袁万老师结合公交员工
工作特点,讲解如何运用

心理学技巧袁实现对情绪
的疏导与转移袁从而获得
内心的宁静与平和遥并在
此基础上强调袁良好情绪
对于构建和谐家庭与工

作关系的重要性遥
在课堂互动环节袁万

老师邀请同学们参与心

理健康疏导小游戏袁在
野解压运动冶中发觉野动冶
的奥秘袁在野冥想对话冶中
探寻野静冶的神奇袁从而指

导同学们在动静结合中袁
找寻内心的平和点袁实现
对情绪的管控遥

通过开展此次培训袁
旨在引导驾驶员在工作

生活中学以致用袁控制舒
缓情绪袁 建立乐观心态,
实现家庭与工作的和谐遥

渊综合管理部 偶梦然冤

动静结合管控情绪心理培训进公交

为落实上级纪委工

作要求袁进一步强化党风
廉政教育袁筑牢廉洁从业
思想防线遥11月 23日袁高
新公交党支部开展廉政

教育主题党日活动袁组织
全体党员集中观看廉政

专题片叶正风反腐就在身
边曳 第三集要要要叶坚守铁
规曳遥

该片披露了福建泉

州欣佳酒店坍塌事件尧甘
肃岷漳地震灾民异地安

置尧宁都县野网红书记冶王
四华虚假扶贫尧国家烟草
专卖局原副局长赵洪顺

痴迷高档烟酒等问题细

节遥
观看过程中大家神

情肃穆袁 无不为 野大老
虎冶尧野蝇蚁冶 给人民群众
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而

愤慨袁同时深刻感受到国
家全面从严治党尧惩治腐
败尧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
决心和行动遥

高新公交党支部高

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袁通
过开展此次党风廉政教

育活动袁使广大党员干部
接受了一次思想和精神

上的洗礼袁同时深刻认识

到严以用权尧 严以修身尧
严以律己的重要性遥

党员们表示袁要以案
明纪袁引以为戒遥 真正做
到心有所畏尧 言有所戒尧
行有所止遥在工作中守住
底线尧不越红线袁以务实
的工作作风尧昂扬的工作
状态为公司的发展贡献

力量遥

渊综合管理部 苏婧冤

高新公交党支部组织开展
廉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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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公交携手“蓝朋友”守护消防安全
他们身披 野火焰

蓝冶袁赴汤蹈火尧向险而
行袁与时间赛跑尧与灾
害对抗曰 他们有灾必
救尧有难必帮袁在突发
事件和灾难一线袁救民
于水火尧 助民于危难曰
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

候袁 他们擎旗而进袁冲
锋在前袁赴汤蹈火遥 而
他们就是我们的野蓝朋
友冶要要要消防员遥

火灾的发生是现

实生活中最常见尧最突
出尧危害最大的一种灾
难袁是直接关系到人民
生命安全尧财产安全的
大问题遥 11月作为全
国消防月袁10日尧11日
下午袁 高新公交携手
野蓝朋友冶要要要高新消

防大队程浩瀚教员袁为

一线驾驶员开展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遥
根据相关数据 袁

2021 年 1 至 6 月袁全
国共接报火灾 16.2 万
起袁死亡 832 人袁重伤
626 人袁已核直接财产
损失 19.8亿元遥 培训
会由一段 13分钟的火

灾警示教育片拉开帷

幕袁视频内的一个个现
实案例和触目惊心的

数据敲打着在场的每

一位同志遥 随后袁程教
员通过消防安全知识尧
消防器材使用尧安全员
职责三个层面传授消

防安全知识袁提出每一

位同志应该做到自主

学习消防知识尧预防措
施尧扑救方法和逃生方
法袁遇到火灾袁不慌乱
会报警尧会利用消防器
材扑救初起火灾尧会组
织疏散逃生遥 最后袁程
教员强调到只有清醒

地认识到野安全就是效

益冶袁牢牢树立野安全第
一冶的思想袁将消防安
全工作放到尊重生存

权尧 尊重人权的高度袁
本着对社会尧对公众负
责任的态度袁 明确责
任袁狠抓落实袁才能从
根本上落实消防安全

工作遥
通过此次培训袁大

大加强了全体员工消

防安全意识袁为全体员
工的人身安全及公司

的财产安全树立了堡

垒袁提高了公司全体人
员的消防应急水平袁增
强公交员工的应对处

置能力袁保证公交运营
安全新形势遥

渊高新公交 康梦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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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国家节能减排尧 绿色环保要求袁
高新公交新能源车辆占比逐年增高袁配套
充电桩也相应增加遥今年高新公交新增充
电桩 33 个袁现共有充电桩 88 个袁分布在
文曲路停保场尧开福寺首末站尧柏堰首末
站以及皖水路首末站遥
进入冬季袁充电桩设备运行随时面临

大风降温和冰雪灾害的考验袁为确保充电
桩冬季使用安全袁高新公交联系各充电桩
单位对充电桩进行专项检查袁针对低温天
气易出现的故障进行提前预防遥各充电桩
单位分别对自己充电桩外壳尧 功能模块尧
控制系统尧充电记录等进行检查袁并对充
电枪枪头尧电缆尧接地等关键部位进行检
测袁及时处理安全隐患袁确保设备正常使
用袁同时对充电桩周围环境卫生尧配套设
施完好情况等进行查看袁确保配套设施安
全和充电通道畅通遥
截止 11月 16日袁 高新公交 88个充

电桩全部检查完毕袁同时充电桩单位承诺
做到及时抢修尧及时维护袁全力保障新能
源公交的充电需求遥 渊高新公交 吴瑶冤

高新公交顺利开展换季车辆保养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袁公交车辆进行防冻保养也迫在眉睫袁高新公交开展

冬季车辆换季保养工作遥
高新公交为确保公交车辆在冬季冰雪等恶劣气候条件下保持良好性

能袁 确保在冬季低温恶劣天气条件下气路不结冰尧 发动机及驱动电机不冻
裂袁保障公交正常有序地运行袁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遥 高新公交有针对性
的对车辆的性能进行保养维护袁利用发车间隙及早晚车辆收班前后袁对更换
时间超过 24个月纯电动公交车的防冻液进行更换尧添加遥同时袁对目前正在
运营的 133台公交车辆袁及 3台大巴车干燥罐进行了集中更换袁11月 22日
顺利完成车辆换季保养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持续关注气温变化袁制定冬季防护措施袁以保障园区

广大居民出行遥 渊运营管理部 李健冤

高新公交完成 670 线增设站点工作
随着高新区不断发展袁 为了进一步满足园区内的企业员工上下班和市

民出行需求袁高新公交于 11月 11日顺利完成 670线增设停靠站点工作遥
结合 670线路周边生物医药园尧中科大高新园区师生乘车需求袁为能更

好的服务园区企业和附近住宅小区的乘车需求袁 工作人员提前对站点位置
进行了实地勘测袁根据实际就道路通行情况袁明确站点位置袁拟定增设站点
设置及名称规范方案袁并按计划步骤有条不紊的逐一实施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时刻关注线路改线后沿线客流变化袁确保市民出行方

便尧安全尧舒适袁为园区建设发展做出贡献遥 渊运营管理部 符瑛冤

冬季巡查进行时场站安全保障中
小雪节气已过袁寒

潮和强冷空气的来临袁
天气会越来越冷尧降水
量也会随之渐增遥为进
一步做好防寒工作袁加
强场站管理袁高新公交
顺利完成冬季场站安

全巡查工作遥
此次巡查主要围

绕场站监控尧水电安全
展开遥 巡查发现袁开福
寺监控线路被鼠类啃

食袁 导致线路破损尧监
控断电袁 经维修检测袁
已修复线路并加强对

线路的防护措施袁防止
再次出现类似情况遥同
时发现袁开福寺高杆灯

被马蜂筑巢袁由于蜂巢
体积较大尧位置高且依
附于高杆灯上袁不可使
用焚毁蜂巢的处理方

式袁高新公交及时与园
区消防队取得联系袁在
消防队的处理下袁以水
枪冲杀的方式清除蜂

巢袁消除了场站安全隐

患遥
巡查期间袁高新公

交皖水路站全场断电袁
高新公交第一时间于

国家电网尧场站施工单
位联系袁多管齐下排查
场站电缆线路袁 经排
查袁电缆接入端存在两
处断路损坏袁经工作人

员为期 2 天的更换维
修袁皖水路站电力得以
恢复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

拓宽巡查面袁以场站为
基点袁加强年底场站巡
查袁 强化场站管理袁共
同维护场站安全遥

渊高新公交 康梦园冤

落实防疫措施 守护场站安全
为认真贯彻落实

合肥市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部叶层转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关于印发进一步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培训工作方

案的通知曳渊合疫防指
办也2021页425 号冤文件
精神袁结合公司叶高新

公交员工防疫培训方

案曳遥 11月 16日上午袁
高新公交组织物业服

务人员开展疫情防控

培训遥

场站尧首末站等重
点场所是公司每一位

员工每日的野打卡点冶袁
培训中要求保安落实

岗前体温检测及安康

码核验工作袁保洁应做

好公交车尧办公区卫生
打扫及消毒工作袁合理
利用消杀工具袁增强自
身工作责任感袁提高防
疫执行力遥 最后袁提出
场站物业服务人员落

实防疫工作的同时袁应
做好自身防疫工作袁树
立正确的防疫意识袁从
思想上尧行动上助力场
站防疫工作遥
场站是公交的野大

本营冶袁 高新公交将以
场站为着力点袁加强整
体疫情防控力度袁并呼
吁每一位同志负担起

自己的工作责任袁在疫
情防控时期袁从自身做
起尧从小事做起袁落实
各项防疫工作袁协力保
障场站安全遥

降
温
进
行
时
高
新
公
交
防
寒
在
行
动

近期受强冷空气影响袁 全市将出
现降雨尧降温尧大风天气袁合肥气温将
下降 7益~9益遥 为保障线路行车安全袁
高新公交积极落实各项防寒准备工

作袁 并于 11月 15日完成防寒物资发
放工作袁 进一步夯实运营安全主体责
任袁落实安全保障工作遥
针对降温降雪导致场站道路结冰

问题袁 高新公交首先落实往年防寒物
资盘点情况袁结合我司各场站特点袁及
时完成融雪盐的采购及发放袁 确保各
场站融雪盐储备充足袁满足使用需求遥
同时袁 为解决场站内部分瓷砖地面雨
雪天气湿滑隐患袁特新购防滑地垫袁铺
设在场站瓷砖地面袁 保障工作人员进
出安全性遥
高新公交将根据天气情况袁 持续

关注公司各场站及重点道路路况袁及
时调配防寒储备用品袁做到野关口前移
重心下移冶袁强化事前预防尧控制风险袁
充分发挥安全管控能动性袁 为乘客提
供安全便捷的出行保障遥

高新公交召开 2020 年度工会经费审查报告会
为进一步规范工

会账务管理袁依法履行
工会经费监督职责袁根
据全国总工会叶工会各
级经费审查委员会组

织通则曳及公司财务管
理制度有关规定袁高新
公交对 2020年度工会
经费的收支执行情况

进行了审查袁 于 11月
9 日召开会议向全体

工会委员报告经费使

用情况遥
本次会议向全体

工会委员报告了 2020
年工会经费收支明细

及结余情况遥自工会成
立以来袁高新公交严格
按月计提工会经费袁并
根据工会活动开展情

况拨付工会经费袁经审
查工会 2020年度工会

资金收支均符合工会

法规定遥 2020 年度所
查收支账目尧凭证符合

财务要求袁报销付款手
续和附件齐全袁签字审
批程序完善袁会计科目

核算规范袁财务档案保
存完整遥保证了工会经
费合理尧合法尧合规的
使用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工

会经审委员会将继续

认真履行职责袁加强工
会经审监督力度袁促进
经审工作的规范化袁保
障工会在整体工作中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