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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袁 党工
委委员尧管委会副主任
吕长富袁高新集团党委
书记尧 董事长王强袁党

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陈
越袁人力资源部经理许
宁一行袁在孔强的陪同
下袁前往文曲路公交停
保场看望慰问高温下

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遥

野大家辛苦了袁一
定要注意休息袁安全驾
驶遥 冶吕长富对一线职
工高温下坚守岗位尧辛

勤工作表示肯定袁再三
叮嘱大家在提供优质

服务的同时袁要注意防
暑降温袁特别是疫情期
间要切实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遥

随后袁吕长富详细
询问了公交运营管理

情况尧各项防暑降温措
施落实情况和夏季安

全生产工作情况袁并提
出三点要求院一是要抓
紧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袁落实落细各项防疫
措施曰二是要做好夏季
车辆安全例检和维修

保养工作袁 严禁车辆
野带病冶运行曰三是要合
理安排一线员工作息

时间袁做好关心关怀工
作遥
领导的慰问袁给炎

炎烈日中坚守岗位的

一线员工带来了一份

关爱和慰藉遥高新公交
将继续发扬拼搏奉献

精神袁战高温尧保运营尧
抗疫情袁 坚守岗位袁为

市民群众出行做好保

障工作遥

正值小暑时节袁7
月 7日袁柏堰科技园工
委书记尧管委会主任范
成贵一行在高新公交

负责人陪同下袁来到柏
堰科技园公交首末站袁

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

公交一线员工遥
范成贵一行现场

查看了一线员工在高

温天气下的工作情况袁
叮嘱他们在做好工作

的同时袁一定要合理安
排作息时间袁 劳逸结
合袁 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袁保证身体健康遥 同
时要求公司应做好具

体的防暑降温保障措

施袁合理规划一线员工
作息时间袁做好相关后
勤保障工作遥
最后袁范成贵为一

线员工送上防暑慰问

品袁同时肯定了高温下
一线员工为安全运营

做出的贡献袁也表示气
温仍呈上升趋势袁大家

要克服困难袁确保营运
生产安全有序进行遥

领导的亲切慰问

给在炎热天气中坚守

岗位的一线员工送去

了一丝凉爽袁进一步激

发了一线员工服务市

民尧 奉献社会的干劲袁
极大地鼓舞了员工们

的工作热情遥

6 月 30 日下午袁
高新公交公司工会主

席走访慰问退休人员遥
走访中袁工会主席代表
高新公交公司对退休

同志爱岗敬业和脚踏

实地的工作态度给予

了充分肯定袁并送上了
祝福心声袁表达了对退
休同志辛勤工作的敬

佩和不舍之情遥回顾往

昔岁月中一起奋斗的

经历袁希望他们一如既
往地关心和支持公交

事业的发展遥
最后袁工会为退休

员工送上了退休纪念

品遥现场氛围既有回忆
中的美好袁又有对未来
生活的期待袁流露着温
馨尧温暖尧不舍和祝福遥
据悉袁高新公交工

会慰问退休员工作为

2022年工会工作计划
之一袁将在员工退休当
月举办欢送仪式袁旨在

向退休员工表达野娘家
人冶 的关心和惦记袁小
小的仪式感袁既表达了
对老员工多年来辛苦

付出的感谢袁也拉近了
在岗职工与退休人员

之间的距离袁增强了全
体职工的归属感遥

7 月 12 日袁 高新
公交开展站务通培训

工作袁参加此次培训人
员为全体一线调度员遥

随着公交运营智

能化的推进袁为提高公
交调度工作效率袁确保
调度工作更精准袁高新
公交在各线路各站房

启用站务通遥 此次培
训袁高新公交委托安徽

交欣科技公司安排专

人前来授课袁就站务通
的构建和特点以及操

作流程向所有调度员

进行了详细介绍袁并且
对站务通功能逐一进

行讲解袁 针对车辆更
换尧工号校对尧实时调
度和查看行车日报等

功能进行现场操作演

示袁让培训人员很直观
的了解操作流程遥一线
调度员也就站务通的

功能和操作进行了现

场实际操作袁并就遇到
的问题进行询问并得

到了解答遥
通过此次培训袁调

度员全面了解掌握站

务通的实际操作方法袁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陆续

在各站房推广使用站

务通遥通过站务通的实
际操作应用可以全面

提升公交服务水平袁做
好公交线路运营调度

工作袁满足信息化时代
市民出行的交通需求袁
确保市民出行得到最

佳的便利服务遥

连日高温袁热浪袭
人遥高新公交采取一系
列措施袁切实做好高温
天气驾驶员防暑降温

工作袁确保夏季安全生
产有序开展遥

高新公交高度重

视要求采购储存足量

的清凉饮料袁安排专人
保障每天及时送到一

线驾驶员的手中遥并且
针对夏日已发放到位

防暑降温药品的使用

情况进行了统计袁就所
缺的十滴水尧藿香正气

水尧人丹等药品进行及
时补充袁以备一线驾驶
员身体不适时的应急

之需遥同时积极关注天
气温度变化袁时刻关心
驾驶员身体状况袁了解

站房冰箱尧空调尧电风
扇等夏季纳凉电器的

使用情况袁以保证站房

纳凉环境满足需求袁避
免一线人员出现中暑

等身体不适袁同时提醒
调度员要随时掌握一

线职工的身体状况袁灵
活调度车辆遥
夏送清凉沁心脾袁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瓶
水尧一句话尧一份关怀,
高温还在继续袁高新公
交将克服一切困难袁战
高温尧斗酷暑袁确保自
身避暑保护和安全生

产作业袁确保高新区内
广大市民群众安全便

捷出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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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运

营服务质量袁规范公交
服务标准袁提升服务乘
客水平遥 7月 27日尧28
日袁高新公交组织召开
2022年上半年度服务
会议袁高新公交总经理
孔强袁综合管理部负责
人及全体员工参加会

议遥
首先综合管理部

负责人先就本次会议

主题尧目的和意义做了
介绍袁随后综合管理部

服务专员就 2022年上
半年的整体服务尧投诉
情况以及下半年度的

服务工作进行汇报分

析袁其中对上半年度运
营服务中的投诉实例

进行了深入分析遥
最后袁孔强同志就

2022年上半年的服务
工作做总结发言袁并对
下半年度服务工作提

出四点期望和要求院
袁公交

是窗口服务行业袁公交
驾驶员是代表公司的

形象袁乃至公交行业的
形象曰
袁工作中多一点同理
心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
态度曰
袁希望全体员工通过
自身的努力袁树立高新

公交正面形象曰
袁要求所有

人认真学习百日整治

活动文件精神袁熟记文
件内容袁自觉自愿做好
本职工作遥
下一步袁高新公交

将以百日整治活动为

准绳袁 加大督查力度袁
进一步提高公交服务

品质袁切实提升市民乘
车幸福指数遥

6月 30 日袁 高新
公交联合安徽乔宇物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工

作袁安徽拜亚注册安全
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吴工程师参与并进

行现场评估遥
下午 2时袁演练在

高新公交文曲路停保

场正式开始遥抢险队员
按照各自职责袁分组奔
赴场站地下车库袁迅速
进行应急抢险救援遥首
先到达地下车库出入

口袁按照应急预案要求
设置防水沙袋袁防止雨
水流入地下车库遥然后
通过人工疏导和抢险

机械设备对地下高压

配电房等积水处进行

堵尧引流尧抽排等手段
抢修遥 在防汛演练现
场袁 抢险队员令行禁
止尧快速响应尧配合密
切袁充分展现了在公交
场站抢险工作中应对

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遥
演练结束后袁安徽拜亚
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吴工程师

结合高新公交应急预

案要求袁现场对本次防
汛应急演练工作的演

练目标尧 指挥协调尧现
场应急处置等情况进

行评估遥
进入汛期以来袁高

新公交积极加强监测

预报预警袁完善应急指
挥体系袁进一步建立健
全联动联防尧协同处置
等工作机制袁为各项防
灾救灾工作提供有效

保障遥

为熟练掌握纯电

动公交车辆安全操作

规范袁提升驾驶员专业
技能袁7月 26日, 高新

公交组织驾驶员开展

电动公交车辆专业技

术培训遥
本次培训的内容

涉及到车辆的结构原

理尧 仪表显示故障判
断尧安全操作尧应急预
案尧注意事项等遥 培训
邀请了安徽安凯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专业技

术人员袁就纯电动公交

车辆驾驶操作规范做

了重点讲解袁培训中驾
驶员们认真听讲袁做好
笔记袁 理论培训结束
后袁安凯技术人员进行
了现场答疑解惑袁就驾
驶员提出的实际操作

中产生的疑问做了逐

一解答袁促使驾驶人员
对电动公交车辆的专

业操作技能掌握有所

提高遥
通过此次培训袁全

方位尧系统化尧多角度
地提高驾驶人员的理

论袁大大地加深了驾驶
人员对于纯电动车辆

性能的认识袁实现了新
车型新技术知识的全

覆盖袁为切实做好新能
源车辆安全驾驶操作

打下坚实基础遥

为确保党员教育

落在实处袁合肥高新公
交公司党支部用三个

野注重冶 不断提升党员
教育培训质效遥

聚焦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袁组织广大党

员学深学透袁 深刻领
会尧准确把握遥 重点打
造党建文化墙尧党员活
动室等场所袁营造学习
氛围曰借助野学习强国冶
等媒介袁使网络成为党
员随时了解最新党建

工作动态的野掌上知识
库冶遥

除了运用 PPT尧多
媒体等感官效果比较

强的教学模式外袁高新
公交党支部组织党员

走出去袁参观江战役纪
念馆和安徽名人馆等袁
通过现场音频尧图片等
视觉效果较强的展现

形式袁激发党员的学习
兴趣和求知欲望袁点燃

爱国爱党的热情袁增强
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属

感遥

由公交行业特殊工

作性质袁部分党员工作
时间分散袁党员集中学
习难遥高新公交党支部
打破党课授课地点的

限制袁充分利用野互联

网+冶 新载体平台袁举
办野线上党课冶活动曰录
制野微党课冶视频曰野下
沉冶基层走进公交车箱
讲党课袁实现培训工作
全覆盖,增强教育的有
效性遥

为实现关口前移尧
精准监管尧 源头治理袁
从根本上防范事故发

生袁构建安全生产长效
机制袁高新公交组织开
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活动袁张贴
野一图一卡冶 即风险四

色图尧安全告知卡遥
经前期对公司运

营及场站全系统的排

查袁结合发现的风险与
隐患管控点进一步梳

理出管控区域袁张贴的
风险四色图尧安全告知
卡遥野一图一卡冶的张贴
是将管控措施落实到

一线安全区域的重要

关卡袁是实现第一时间
发现与第一时间治理

的关键性步骤遥 截至 7
月 25日袁 高新公交工
作人员已完成管控区

域图卡的制作与张贴

工作袁在责任落实到人
的同时袁将安全生产的
远程管控与精准治理

紧密联系在一起袁真正

做到全区域无死角覆

盖遥
通过张贴野一图一

卡冶袁 不仅实现了对公
司各区域危险源的全

面辨识袁也推进了隐患
排查治理的各项措施袁
真正打通安全治理最

后野一公里冶袁实现安全
预防在前尧管控治理及
时的目标遥

6 月底袁根据合肥
市交通局相关文件要

求袁高新公交按照安徽
省预算绩效管理相关

规定袁积极做好准备及
备查工作袁高效完成本
次绩效评价任务遥

本次绩效评价工

作由省交通运输厅统

一组织袁 相关单位牵
头袁具体评价工作由第
三方评级机构实施遥采
用听取介绍尧 调阅材
料尧实地查看和调查问
卷等方式进行袁对获取
的项目信息对照指标

体系袁以百分制进行量

化打分袁分为野优尧良尧
中尧差冶四个等级遥
高新公交评价工作主

要针对 2021年划拨新
能源补助资金用途尧新
能源车辆补助材料及

2020 年-2021 年运营
数据开展袁 从投入尧过
程尧产出尧效果四个方
面综合反映绩效评价

情况遥 公司高度重视袁
合理分工袁一方面安排
人员准备申报材料袁统
计分析人次尧公里等运
营数据曰另一方面整理
2020 年-2021 年油补
资金使用凭据袁根据绩

效指标体系计算评价

分数袁分析得失分依据
和原因袁按时完成资料
报送遥

7 月 12 日 袁2021
年度省级交通部门预

算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已完成 遥 高新公交
2021 年度严格资金使
用管理袁公交运营工作
稳步推进袁社会公众满
意度得到提高袁绩效评
价等级优袁整体工作得
到上级主管部门及评

价单位认可遥

为加强固定资产管理袁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袁切实做好国有资产管理
工作袁 6月 28日-7月 1日袁财务部会同各部门袁顺利完成了 2022年度年中
固定资产盘点工作遥
此次固定资产盘点工作对公司四大类 491个固定资产进行实地盘查袁

落实清查固定资产使用部门尧存放地点尧资产状况以及实物保管人和监管负
责人等内容遥 各部门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袁能够积极配合袁细心负责袁盘点工
作有序尧按时尧正常完成袁未发现资产盘亏现象遥
通过清查袁 一方面全面落实了固定资产实物管理的各项基础信息以现

场实物盘点为依据袁 另一方面完善了财务固定资产明细账以及物管部门台
帐的信息登记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