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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改进员工

工作作风袁着力营造求真
务实尧勇于担当的干事环
境袁2月 25日袁 高新公交
组织召开学习会袁传达学
习全省改进工作作风为

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大

会精神袁 公司党支部书
记尧 总经理孔强主持会
议遥
孔强指出袁全省改进

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

企优环境大会的召开袁彰
显了省委省政府永远在

路上的政治自觉尧驰而不
息加强作风建设的鲜明

态度遥公司全体员工要认

真学习贯彻全省改进工

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企

优环境大会精神袁坚持问
题导向袁狠抓落实袁推动
高新公交各项工作高质

量开展遥

孔强强调袁全体党员
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省

委书记郑栅洁同志在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袁全面落
实公司年度工作会议部

署袁 刀刃向内对照查摆袁

对标对表改进作风袁持续
提升工作效能袁 埋头苦
干袁真抓实干遥

孔强要求袁公司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一要进一

步转变工作作风袁深入基
层一线袁认真开展调研走
访袁全面梳理一线实际需
求袁帮助员工解决实际困
难和问题遥二要聚焦广大
园区企业和居民所需所

盼袁秉持野将心比心冶的态
度尧野马上就办冶 的速度尧
野办就办好冶的力度袁当好
群众的服务员尧当好企业
的服务员遥认真做好信访
工作袁不断建立健全野为

民办实事冶长效机制遥 三
要坚持说实话尧 办实事尧
求实效袁建立常态化工作
推进机制袁 抓工作调度尧
项目推进尧 任务落实袁切
实拧紧上下贯通的责任

链条遥
孔强指出袁改进工作

作风是大事尧要事袁也是
难事尧长久事遥 全体干部
职工要结合职责履行袁抓
好整改提升袁切实把状态
提起来尧 把劲头鼓起来尧
把标杆立起来袁加快高新
公交公司发展步伐袁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遥

2月 7日是节后第一
天上班的日子袁突降的大
雪给的合肥市民来个措

手不及遥瑞雪在点缀城市
的同时也给市区交通带

来诸多不便遥
以雪为令尧 闻雪而

动遥7日上午袁高新公交紧
急启动雨雪天气应急预

案袁组织党员在公交各停
保场及多个公交站点开

展铲冰除雪志愿活动遥
大雪挡不住大家的

铲雪热情袁党员们纷纷挥

动手中的铁锹袁为奋战在
一线的同事和出行的居

民开辟出一条 野绿色通
道冶遥 雪越下越大袁大家衣

服都裹成了白色袁但这丝
毫无法动摇同志们的信

念遥 通过不懈努力袁终于
将停保场及公交站点积

雪清除干净袁消除了安全
隐患袁为交通安全运营提
供了有力保障遥

铲冰除雪过程中袁党
员同志们齐心协力袁风雪
无阻袁充分体现了高新公
交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袁保障安全出行遥
渊综合管理部 苏婧冤

为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袁增强晋升尧晋级
员工守纪律尧讲规矩尧廉洁自律尧履职尽责的
意识袁2月 25日袁高新公交召开 2022年度员
工晋升尧晋级暨廉政谈话会议遥
会上袁公司党支部书记尧总经理孔强同志

对本次晋升尧晋级员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
认可袁勉励大家要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以更
大担当和作为袁在新的岗位上创造更大的业
绩遥 随后袁孔强同志围绕廉洁自律袁从三个方
面与晋升尧晋级的员工进行了廉政谈话院一是
要坚定理想信念袁公司上下形成守纪律尧讲规
矩尧重实干的浓厚氛围遥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袁
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曰二是要
加强自身建设袁提高修养袁提升格局遥 加强廉
政学习尧严格遵守纪律袁始终坚持廉洁自律尧
清正廉洁袁维护好公交人的良好形象曰三是端
正思想袁调整心态袁增强学习自觉性遥 特别是
此次晋升的员工袁要迅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袁
多向老同志学习袁尽快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
作遥
最后袁晋升尧晋级员工作了表态发言袁他

们表示要在今后加强学习袁严于律己袁踏实工
作袁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培养袁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袁脚踏实地袁做
出更好的成绩遥 渊综合管理部 苏婧冤

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 野安全第一 预防为
主冶的方针袁强化行车
安全管理袁2月 21日袁
高新公交深入一线开

展安全警示宣导工作遥
驾驶员作为公交

安全的执行者袁必须严
守交通安全法律尧法规
和公司规章制度要求袁
运营中更应心系乘客

和车辆的安全遥此次宣
导工作袁要求驾驶员严
格检查乘客随身携带

的物品袁尤其是乘客携
带的杯装尧 桶装液体袁
应利用车载设备对其

进行检测袁防止乘客携
带易燃易爆物品等违

规违法物品乘车遥 随
后袁结合安全驾驶行为
要求袁倡导驾驶员自觉

抵制各类驾驶陋习袁杜
绝行车中吸烟尧 闲谈尧
吃零食等危险行为袁摒
弃随意变更车道尧开车
不系安全带等交通陋

习遥 最后袁呼吁驾驶员
争做文明出行的践行

者袁行车至路口时要降
低车速尧文明礼让非机
动车和行人遥

高新公交将持续

宣导尧不断加强驾驶员
安全责任意识的树立袁
从每个人抓起尧从驾驶
岗抓起袁筑起安全生产
防线袁守护公交安全运
营袁提供优质安全的出
行服务遥

渊安全管理部 康梦园冤

2022 年春运从 1
月 17 日起袁 为期 40
天袁于 2月 25日结束遥
春运期间高新公交积

极采取运力投放尧加强
应急保障等措施袁切实
做好春节假期保障工

作袁为广大市民提供安
全便捷尧优质高效的公
交出行服务遥

据统计 袁1 月 17
日至 2月 25日袁 高新

公交均运营车辆 118
台袁共计运营约 4.1万
班次袁运送乘客约 60.5
万人次遥
春运前期袁随着春

运的序幕拉开袁高新公
交为落实安全运营的

后勤安全保障工作袁完
成场站安全设施检查

及安全宣教工作曰积极
开展对现有 133 台营
运车辆的专项检查曰对

各首末站开展安全检

查工作袁同时加强春运
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袁为
野平安春运冶 保驾护航
做好安全防范及疫情

防控措施遥
随着春节假期的

结束袁2月 7日是春运
客流返潮大军开启的

日子袁一场大雪来临给
高新公交带来了巨大

考验袁但是这场大雪对

于备战部署行动迅速尧
组织有序的高新公交

却是一场洗礼遥高新公
交提前第一时间启动

恶劣天气应急预案袁保
障公交线路安全运营遥
伴随务工返潮的结束袁
学生流也来临了袁2月
16日袁 各大学校相继
开学袁高新公交暖心护
航袁保障学生们安全出
行遥

2022 年春运期
间袁高新公交全体职工
坚守岗位袁 文明驾驶袁
热情服务曰11 条线路
全力保障运力充足袁平
稳安全袁 服务到位袁高
新公交为市民能过上

一个温暖祥和的新春

佳节提供了可靠的出

行服务袁 为期 40天的
春运工作圆满结束遥

渊财务部 杨洁冤

2月 21日袁高新公交完成全部车辆车载设备
更新联动工作遥
此次更新联动工作袁主要针对智能化调度系

统线路数据实时下发及运营时点控制功能袁在实
际应用中更贴合而展开遥 工作开始前袁高新公交
就每批次不同车载设备的特点袁提前统计车载设
备实现功能程度袁 明确智能调度系统操作步骤尧
流程以及能达到的效果袁对比目前运营使用要求
和规定袁制定详尽计划遥 工作开始后袁高新公交工
作人员先就系统数据库内容进行核对袁同时选取
测试线路及车辆袁查看呈现实时运营状况袁确认
设置条件符合更新联动要求袁接着复核调度系统
后台记录日志袁确保下发线路数据准确袁新设定
运营时点控制操作状态良好袁 就测试出现的问
题袁真实登记并及时联系合作单位进行整改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持续不间断关注智能调度

系统使用情况袁确保智能调度系统与车载设备都
处于良好的同步联动状态袁为车辆安全运营和优
质服务打下坚实基础遥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冤

随着高新区不断发展袁
轨道交通线路陆续开

通袁为更好地了解所有
线路与轨道交通换乘

客流变化情况袁掌握客
流动态资料袁服务营运
情况袁高新公交于 2月
22日组织开展常规线

路客流调查工作遥
此次客流调查涉及高

新公交 11 条常规线
路袁采用全面客流调查
方式袁提前划分高平峰
发车时间段袁主要调查
记录线路的高平峰总

体客流数量及变化袁收

集主要客流动态资料袁
了解早晚高峰在全线

整体客流占比情况袁精
准划定高平峰时间段

界限袁 待调查结束后袁
高新公交将对调查数

据进行梳理分析尧汇总
统计袁做为线路车辆编

制公交行车计划时提

供客流数据基础遥 同
时袁也为下一步线网优
化结构调整尧运力配置
和日常科学调度提供

了实际的参考依据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

集合市民出行方式的

变化袁 不断优化线路
网袁进一步提高运营服
务效率袁从而更好满足
市民乘车出行需求遥

渊运营管理部 符瑛冤



2月 18日袁高新公交圆满完成 2021年度统计年报申报工
作遥
为确保年报申报工作顺利开展袁高新公交通过申报办公群

学习申报指导文件袁明确申报任务袁把握申报要点袁并就易错易
混淆项目进行指标分类袁理解申报指标对应内容,于开网后及
时进行数据梳理统计遥 2021年年报申报需完成叶调查单位基本
情况曳尧叶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曳尧叶企业财务状况曳尧叶信息化及电
子商务应用情况曳尧叶服务业企业创新情况曳等报表遥统计年报申
报数据量大袁申报内容多袁申报周期长遥 填报过程中袁高新公交
加强报表自审袁确定各项指标填报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袁确保报
表数据质量袁及时全面记录反映企业发展情况袁为行业提供数
据支持遥
下一步袁高新公交将及时联网关注审核进度袁确保通过审

核验收遥

为加大疫情防控

法治宣传教育力度袁切
实把疫情防控融入普

法宣传中袁引导职工群
众增强法治意识袁依法

防控疫情袁高新公交立
足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实际袁 于 2月 17日开
展疫情防控防疫知识

宣传遥

高新公交积极整

理疫情防控各项知识

问答材料袁并精心制作
成疫情防护知识手册遥
由宣传小分队先后到

公交站台尧 公交车厢尧
公交首末站袁为群众和
职工分发疫情防护知

识手册遥
活动现场袁工作人

员边发宣传手册边和

大家讲解手册上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防护家

庭生活尧工作以及公共

场所需注意的防护事

项袁同时提醒广大市民
面对疫情袁 不恐慌尧不
传谣尧不造谣尧戴口罩尧
勤洗手遥

通过此次宣传让

群众和职工了解了疫

情防控有关知识袁促进
防疫工作依法有序开

展袁下一步袁高新公交
将继续大力普及疫情

防控科学知识袁带动市
民自觉提高防护意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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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7 日 3 时 38
分合肥市气象台发布

暴雪黄色预警信号和

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

号袁截至 6时合肥累计
雨雪量 8.3mm袁积雪深
度合肥 6cm袁 气温在
0益左右遥 15 时 14 分
继续发布道路结冰黄

色预警信号袁受降雪影
响袁12 小时内我市大
部分区域可能出现对

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

冰遥

持续的预警信号袁
是对交通人的考验袁也
是对高新公交的考验遥

为进一步降低降雪对

公交运营的影响袁保障
各场站尧公交线路车辆
有序运营袁高新公交紧
急部署相关工作袁第一
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

急预案袁梳理各场站防
寒保障工作袁明确了公
交运营尧冰雪灾害防范
等工作精神袁详细部署
了冰冻暴雪灾害恶劣

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袁全
体员工齐心协力袁野迎
战冶暴雪遥

2 月 6日傍晚袁高
新公交根据气象预报袁
提前对场站工作人员

进行冰雪天气预防工

作部署袁并于次日凌晨
5:30袁安排工作人员对
各场站内各干道尧弯道
进行除雪尧 撒盐工作袁
截至 7日 16时袁 累计
出动高新公交党员志

愿者尧工作人员尧物业

人员等 100余人袁完成
公司 11个场站主干道
路除雪工作袁保障公交
车辆顺利进出场站遥
2月 7日袁高新公交增
设夜间巡逻岗袁第一时
间掌握各场站防寒情

况袁提前准备融雪盐等
防寒物资袁如遇夜间降
雪或气温过低袁立刻对

场站内道路安排铲雪

除冰工作袁确保次日公
交车辆进出场安全遥同
时以各公交线路微信

群为渠道袁提醒一线人
员雨雪天气运营袁应低
速行驶袁 行至路口尧车
站要提前减速尧缓慢停
车遥
降雪期间袁高新公

交将持续通过线路巡

查尧路口勘察尧场站检
查等方式袁关注园区主
干道路通行情况及公

交站台积雪情况袁保障
公交线路安全运营遥

2月 16日袁高新公交再次开通梦园小学尧梦园中学交通车袁
为学子暖心护航遥
为保障梦园学校师生出行需求袁 高新公交已于 2021年 9

月 1日开通蜀南庭苑至合肥市梦园中学护学专线袁随着园区发
展袁城西桥家园居民陆续入住袁该小区学生前往梦园学校没有
直达公交线路袁乘车较为困难遥
高新公交为解决师生出行需求袁把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落实

落细袁高新公交再次与梦园中学进行沟通袁详细了解师生出行
需求袁 并对城西桥家园至梦园学校沿线路段进行实地勘察袁明
确学生上学放学时间及乘车站点袁 制定了周密的运营方案袁并
于 2月 16日正式开通运营城西桥至合肥市梦园小学尧 梦园中
学护学专线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积极与校方沟通袁针对梦园学校师生出

行需求变化及时进行调整袁在妥善安排保障运力的同时做好优
质服务袁确保梦园学校师生出行便捷遥

为夯实驾驶员安

全责任意识袁协力维护
公共交通安全袁高新公
交结合叶全市公交系统
安保工作 野五个一冶责
任清单曳于 2月 24日尧
25日袁 联合高新交警
大队开展交通安全宣

讲课袁围绕野逢包注意尧
可疑必问尧 违禁拒载冶
的主题袁宣导全体驾驶
员强化安全运营理念袁
守护交通安全出行遥

此次宣讲邀请到

高新交警大队万警官

授课袁万警官首先对全

国的交通安全形势进

行分析袁再转入高新区
实际道路情况袁以一个
个案例尧 一个个数字袁
警示着在场的每一位

驾驶员袁安全的红线不
容逾越尧更不容触碰遥
野公共汽车乘车守则明

确要求耶不得携带管制
器具以及易燃尧 易爆尧
有毒尧放射性尧腐蚀性
等危险物品乘车爷冶万
警官以此为切入点袁深
度剖析此次宣讲课的

主题袁强调公交车驾驶
员是车辆运营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袁作为公交
驾驶员应当以自身为

起点袁 着力于安全出
行袁主动学习安全防范
知识尧了解交通安全的
重要性袁才能更好的践
行安全驾驶遥

最后袁 万警官表
示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升尧生活压力的变
化袁 交通环境更为复
杂遥驾驶员的安全意识
树立袁 是对自身的负
责尧 是对亲友的负责尧
亦是对道路同行者的

负责遥在驾驶公交车规

范行驶尧文明出行的情
况下袁遇到乘客携带可
疑物品时袁要主动询问
确定物品性质袁遇到不
配合的乘客袁要进行劝
阻袁并及时上报袁必要
情况可拨打 110 寻求
帮助遥

公交是服务群众

中的第一线袁高新公交
将致力于做好第一线

的安全守护袁多举措筑
牢安全出行理念袁保障
群众出行安全袁保证乘
客乘客安全遥

为筑牢疫情防控

防第一线袁确保春节期
间乘客出行安全袁2 月
4日袁高新公交组织全
体公交驾驶员进行新

冠肺炎咽拭子核酸检

测遥
在文曲路停保场

的核酸检测点袁采集人
员身穿防护服袁为核酸

检测的驾驶员录入身

份信息遥驾驶员均正确
佩戴口罩袁保持安全距
离有序排队袁经过卫生

消毒尧登记尧信息核对
之后袁采集人员逐个对
驾驶员进行咽拭子采

样袁整个检测过程有条
不紊遥

高新公交自疫情

防控开始以来袁狠抓上
岗人员体温监测尧防疫
用品配戴尧车辆消毒等
细节袁严格落实防疫防

控各项举措袁有力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袁高新公交将
继续保持高度警惕袁持
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袁遏制病毒传播
风险袁最大限度地排查
和消除疫情传播风险袁
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