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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来临之际袁
有一种颜色穿梭在全

国各地街头要要要中国

红遥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3 周年袁以
五星红旗为代表的中

国红袁已经穿街越巷成
为一道风景线袁高新公
交也处处飘扬着中国

红袁这是全体高新公交
人袁 用自己的方式袁表
达着对伟大祖国的祝

福浴
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3周年华
诞袁 表达浓浓的爱国
情尧中国情袁高新公交
在 11 条线路 尧133 辆
公交车刷卡机杆处全

部插上一面面国旗袁让
每一名乘客上车时一

眼就能看到袁同时在国
庆期间袁每位公交驾驶
员将佩戴中国红口罩袁
热情服务每一位乘客袁
营造了浓浓的国庆气

氛遥
随着车辆的行驶袁

一面面国旗随风飘动袁
显得既庄重又喜庆遥一
位乘客说院野今年是国

庆 73周年袁 一上车就
看到红旗袁还有中国红
口罩下驾驶员热情的

笑脸袁 心里很开心尧很

激动袁 我为祖国而自

豪冶遥 司机和乘客共同
处在这样的氛围中袁一
股股浓浓的爱国情怀

在每个人心中涌动遥
驾驶员们也纷纷

表示袁每当看到五星红
旗袁心中的民族自豪感
油然而生袁将不断增强
责任意识袁用爱国情怀
全心全意为乘客做好

服务遥 渊高新公交 黄
静冤

9月 22日下午,高新公交党支部召开第三季度党员大会袁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野7窑26冶重要讲话精神遥 高新公交公司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了野7窑26冶重要讲话精神原文袁并从充分

认识野7.26冶重要讲话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尧准确把握野7.26冶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和
基本精神等方面袁系统地阐
述了习近平总书记野7.26冶重
要讲话精神袁 通过深入浅
出尧通俗易懂的阐释袁为参
会的党员学懂弄通尧贯彻落
实好野7.26冶讲话精神起到了
指导作用遥 会议强调袁一是
要深化思想认识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袁结合学习叶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 曳 渊第四

卷冤袁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曰二是要坚持把学习
野7.26冶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袁以强烈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学习宣贯工作袁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曰三是要以野7.26冶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引袁围绕服务市民出行做好本职工作遥
会后,党员同志们纷纷表示,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遥 (工会 孙晓亚)

7 26
为积极开展诚信宣传教育袁打造文明诚信公交袁9

月 30日下午袁高新公交党支部组织开展诚信宣传教育
主题党日活动袁营造人人讲诚信的良好社会风气遥

高新公交党支部为加强诚信宣传工作袁通过发放
诚信宣传页尧 在公交各场站内为员工宣讲诚信规范的
方式袁提升广大员工诚信水平遥 活动中袁党员同志引用
身边事例袁以诚信角度向员工讲述相关案例袁说明诚信
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遥并与员工互动袁引导员工分享
生活中亲身经历的诚信小故事袁 使其深切体会诚信对
自身的影响遥 公司以野诚实守信尧知行合一冶尧野诚信公
平尧相互依存冶的理念袁强化员工诚信意识袁凝聚诚信共
识袁树立守信为荣尧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袁引导广大员
工把诚信内化于心尧外化于行遥
诚信是公民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袁 也是当前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袁 高新公交党支部通过
开展诚信宣传活动袁 让员工切实感受到诚信对其自身
利益的重要性袁 引导员工将诚信作为立德修身的基本
要求袁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袁进一步推动诚信文化建设
工作袁提升了广大员工诚信水平遥 (工会 孙晓亚)

9月 22日下午袁高新公
交党支部召开书记讲党课活

动袁 高新公交党支部书记以
叶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袁 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曳 为主

题进行辅导遥 高新公交公司

全体党员参加了活动遥

党支部书记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尧 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

重要意义尧 党的二十大代表

选举工作尧 二十大代表应当

具备哪些条件以及二十大代

表如何体现广泛代表性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遥 会议

要求袁 一要不断提高思想认

识遥 坚持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遥 二要立足岗位勤

思考遥始终坚持野服务市民出

行冶初心使命袁进一步打造安

全尧舒适的出行环境遥三要严

肃纪律守底线遥 把纪律和规

矩挺在前面袁 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汲取更多营养袁 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遥

参加活动的党员们纷纷

表示袁通过党课学习袁进一步

提高了认识袁解放了思想袁要

认真学习党史袁 把自己的热

情和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

中遥 渊工会 孙晓亚冤

2022年国庆假期
将至袁为保障节假日期
间市民乘客的出行安

全袁为党的二十大召开
营造安全尧稳定的社会
氛围袁9月 29 日袁高新

公交总经理孔强带队袁
一行五人先后前往公

司柏堰科技园尧 开福
寺尧梦园小区尧皖水路
公交场站开展国庆节

前安全大检查遥

检查组一行首先

对站房内防疫台账进

行检查袁结合现阶段合
肥市疫情形式袁强调要
严格落实落细各项疫

情防控工作曰随后就站

房内水电设施进行检

查袁提出在节假日期间
应注意用水尧 用电安
全曰最后袁就车辆运营
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叮

嘱袁要求驾驶员在节假

日期间行经各大景点

和商圈时袁要仔细观察
道路情况袁提前做好预
判袁同时在节假日期间
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袁
给乘客带来安全舒适

便捷的乘车环境遥
节假日期间高新

公交将持续巩固各项

安全工作袁全力做好假
期安全工作袁加大安全
巡查力度袁加强场站管
理袁落实落细各项疫情
防控工作袁为市民提供
方便快捷的安全出行

服务遥

为进一步加强中秋节假日期间公交运营安全保障工作袁9月 9日下
午袁高新公交总经理孔强带队袁深入一线开展中秋节前安全大检查遥
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公司文曲路尧皖水路尧开福寺公交场站袁首先对场站
消控室尧高压配电房尧消防设备等进行检查袁要求工作人员做好节假日安
全保障工作遥

随后前往公交站房袁提醒驾驶员节假日期间应注意客流情况袁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袁调度员要做好节假日期间各项保障工作袁注意用水尧
用电安全袁做好驾驶员岗前酒精检测及登记工作遥
最后袁对场站内充电桩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袁要求节假日期间要保证设备
设施正常运营袁杜绝安全隐患遥
高新公交将加强节假日期间安全巡查力度袁为园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
安全出行服务遥 渊高新公交 康梦园冤

9月为国
家反假币宣

传月袁为进一
步普及人民

币知识袁不断
增强人民群

众反假币意

识袁营造群防群治反假币的良好环境袁近日袁高新公交贯彻落实反假币
宣传活动要求袁深入开展反假币普及宣传活动遥
活动期间袁高新公交线上线下齐步走袁努力营造反假币尧防假币氛

围遥
一是线下通过张贴反假币宣传单页袁向公司职工宣贯学习反假币

知识袁增强职工反假币警惕性袁提升宣传效果遥 二是线上通过网络平
台袁以漫画尧小视屏方式生动普及中国人民银行反假币知识宣传袁指导
群众如何识别假币袁了解假币违法犯罪常见行为有哪些以及收到假币
怎么办等小常识袁进一步提升群众野拒绝假币尧净化流通冶的意识遥 三是
积极鼓励将反假币知识转发给身边人看袁讲给亲属听袁扩大宣传范围袁
让更多人了解反假币知识袁让不法分子无机可乘遥

高新公交此次反假币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切实将人民币
知识和反假技能送到广大群众手中袁提高了身边群众对人民币知识的
了解袁打通了反假币宣传野最后一公里冶袁对引导群众参与反假币的活
动起到积极意义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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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秋佳节来临

之际袁高新公交 9月 7
日-8日开展节前安全
大检查工作遥
此次大检查覆盖

公司 11 个首末站袁主
要围绕场站用电尧用
水尧消防尧卫生及非机
动车棚等设施设备展

开遥

首先袁 从站房内
水电使用安全入手袁
对插座尧水池等高频
使用区域进行着重

检查袁对发现的配件
老化问题及时安排

更换曰随后袁对场站
内窨井盖尧限位器及
化粪池情况进行检查袁
对损坏设施进行登记

并安排整改工作曰接
着袁对场站卫生和消防
设施逐一进行检查袁确
保设施设备处于正常

使用状态曰最后袁对场
站非机动车棚结构及

供电设备情况进行检

查袁对破损顶棚进行统
计登记袁并联系人员安
排更换工作遥
检查中袁工作人员

提醒驾驶员节假日期

间应落实酒精测试袁杜
绝野酒气冶上岗袁途径景
点尧超市时应加强对车
辆尧行人的观察袁同时袁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遥

高新公交亦将加

强安全巡查力度袁巩固
场站管理袁及时消除各
项安全隐患袁落实相关
安全措施遥

渊高新公交 康梦园冤

9月 10日至 12日

三天中秋小长假袁为保

证乘客的出行便利袁高

新公交认真谋划尧精心

组织尧调度运力袁全体

工作人员和广大驾驶

员以 野辛苦我一人袁方

便千万家冶的精神风貌

喜迎中秋节遥

为提升服务水平袁

方便乘客出行袁中秋节

期间袁高新公交合理调

配运能袁全力保障假期

乘客出行顺畅袁认真做

好安全生产及疫情防

控检查工作袁保障乘客

安全出行袁为乘客提供

了安全放心尧温馨舒适

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遥

节日期间袁 高新公

交全体职工坚守岗位袁

运送工作井然有序袁运

营公交车辆全部上线袁

累计运送乘客约 2.3

万人次袁圆满完成中秋

节期间运营任务遥

(高新公交 杨洁)

为进一步加强公交

出行安全保障袁提高驾驶
员安全意识袁夯实公交出
行安全堡垒遥高新公交自
9月 22日起袁深入一线以
面对面的形式开展安全

宣传教育工作袁 以 100%
的覆盖率落实安全宣教

工作遥
此次安全宣传教育

工作从事故发生因素和

线路情况注意事项两方

面入手遥首先就驾驶员年
龄尧性别尧性格及心理等
个体特征因进行逐一分

析袁要求驾驶员行车过程
中应提升自身的敏感度袁
切勿过度依靠自身应急

反应能力袁保障充足的休
息时间尧 保持稳定的情
绪袁 从而提升感知能力尧
操作能力遥 随后就超速尧
抢信号灯尧 进出站不规

范尧转弯刹车过急尧起步
加速快等不良驾驶行为

进行强调袁野十次事故九
次快冶过急尧过快是出行
安全的重要隐患袁要严格
按公司规定的运营速度

运营袁进出场站或途径路
口尧 学校等特殊路段时袁

应提前减速尧观察确认后
再通行遥 接着袁结合各线
路特点及节假日期间客

流情况袁提醒驾驶员应避
免出现猛加油尧 急刹车尧
强行超车等现象袁保障车
辆行驶安全及车内乘客

安全袁从根本上防止出现
事故尧客伤袁对于携带可
疑物品人员乘车时袁做好
规范化询问袁合理利用车
载设备进行检测遥 最后袁
结合合肥市疫情防控工

作袁在做好岗前两码上报
及体温检测的同时袁运营

中应规范佩戴口罩袁做好
自身防护并督促乘客佩

戴口罩袁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遥

公交出行是城市交

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市
民出行的保障遥高新公交
将引导驾驶员培养良好

的驾驶行为尧树立文明出
行理念袁与驾驶员肩并肩
共同守护公交出行安全袁
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舒

适的乘车环境遥
渊高新公交 康梦园冤

国庆小长假将至袁
正值市民外出游玩的好

时期袁高新公交积极做好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袁给节
假日期间市民提供安全尧
舒适尧方便尧快捷的出行
服务袁

国庆假期前袁开展安
全大检查和安全隐患整

改工作袁重点检查尧整改
车辆安全性能尧 车容车
貌尧车内卫生尧车内服务
标识尧灭火器尧报站器尧座
椅等遥同时严格按照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袁 加大车
辆尧场站消毒工作袁严格
落实各项防疫政策袁筑牢
疫情防控坚固屏障遥

国庆期间袁为满足市
民及游客的乘车需求袁高
新公交精心组织尧周密安
排尧 科学调度营运车辆袁
提高运营效率遥同时安排
工作人员做好值守工作袁
随时掌握客流动态及时

调整运力袁保证有序运行
秩序遥

国庆期间袁高新区倡
导市民群众选择绿色公

共交通出行袁避免道路交
通拥堵遥为保障市民节假
日出行乘车方便袁高新公
交安排专人接听服务热

线袁并提前要求客服人员
熟悉高新区重要景点以

及商场周边公交线路和

换乘方式袁第一时间为市
民答疑解惑袁节省公交换

乘时间遥高新公交服务热
线为 0551-65313620袁欢
迎广大市民提前来电咨

询遥
最后袁高新公交温馨

提醒疫情期间请广大市

民上车自觉佩戴口罩袁做
好个人防护工作遥

渊综合部 杨慧冤

9月 15日袁高新公交完成 T697线路调整优化工作遥

高新公交为最大限度地服务园区企业员工袁 满足园区内企

业员工出行需求袁 在接到中国声谷提出的员工上下班乘车时间

及站点建议后袁积极进行对接袁派专人就企业员工出行需求具体

要求进行了细致沟通袁依据了解到的乘车时间和站点需求袁制定

调整优化方案袁定于 9月 15日开始袁在 T697线路上增设动漫基

地停靠站点袁同时调整早晚发车时间袁以满足中国声谷的出行需

求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将定期关注线路运行状况袁了解客流及运

营时间的具体情况袁确保企业员工出行方便尧安全尧舒适袁继续为

园区建设发展助力遥 渊高新公交 符瑛冤

国庆节小长假将至袁高新公交高效地完成节前所有车辆的
车载电子设施设备检修与维护保养工作遥

此次节前检查袁重点从两个方面对车载设备进行查看袁一是
重点查看车载摄像监控设施遥 主要针对每辆车的视频监控尧主动
安全设备进行查看及位置校对袁为避免摄像头倾斜尧脱落等情况
发生袁 确保设备角度合适袁 能完整观察到车厢内外及驾驶员动
态曰二是针对防疫语音播报尧提醒功能做了检查袁确保防疫措施
提醒到位袁也对于之前的车载反诈宣传视频做了查看袁确保所有
车辆宣传视频播放正常遥 截止至 9月 27日袁已完成所有车辆车
载设备检查工作袁同时就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故障及存在问题袁专
业维护人员已进行了维护和处理遥
后期袁高新公交会持续检查车载设备运行情况袁为园区乘客

继续提供优质服务遥 渊高新公交 符瑛冤

国庆将至袁为确保

乘客在舒适安全的情

况下出行袁高新公交对

所有公交车辆进行全

系统尧全方位的检查遥

从 9月中旬开始袁

高新公交采取车辆分

批次逐车上地沟检查袁

合理利用线路早高峰

结束后的时间段袁此次

排查工作袁从车辆制动

系统尧悬挂系统尧转向

系统尧灯光系统到轮胎

胎压和纹路袁再到纯电

动公交车电池使用及

充电情况袁检查项目覆

盖范围广尧 涉及部位

全袁针对车辆的制动系

统尧空调系统尧灯光系

统尧转向系统及轮胎的

胎压和纹路进行重点

检查袁另外对车辆内的

安全锤尧 吊带吊环尧挡

板尧座椅等车内情况一

并检查遥 截止至 9 月

26日袁就发现的问题袁

维修人员已经完成了

维修维护遥

在假期来临之前袁

高新公交顺利完成全

部车辆的检查工作袁确

保每台公交车辆处于

完好状态袁让园区市民

安全出行尧放心出行遥

渊高新公交 汤大余冤

为切实抓好近期各项

安全管理工作袁做到提前
谋划尧 事前预警袁9月 28
日袁高新公交组织开展场
站管理专题会议袁就近期
疫情尧场站管理尧安保工
作提出要求袁夯实安全生
产良好环境遥
一要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相关工作遥认真学习第

91 次合肥疫情防控会商
会要求袁所有物业人员非
必要不离市袁根据合肥市
防控要求做好核酸检测

并登记备查袁要充分认识
当前安全生产和疫情防

控形势的严峻性尧 复杂
性遥场站内所有人员逢进
必查袁 落实每日体温尧二
码检测袁杜绝违规操作行

为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
疫情防控工作遥

二要切实履行场站

安全主体责任遥把安全生
产放在心上尧 抓在手上袁
物业公司要履职尽责袁对
文曲路场站尧 开福寺场
站尧柳树塘场站等联合办
公场所袁要加强来访人员
管理袁杜绝无关人员进入

场站袁同时落实每日呼气
酒精检测袁从源头上杜绝
野隔夜酒冶等安全隐患袁筑
牢安全生产野防火墙冶遥

三要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要求遥 落实场站巡查机
制袁 加强场站内高压配
电尧安全设施等隐患排查
力度袁对发现问题第一时

间整改排除隐患袁从严从
实从细抓好各项工作遥

野安全生产警钟长
鸣冶高新公交将进一步抓
牢尧抓实尧抓细尧抓好安全
生产工作袁确保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平稳向好袁以良
好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遥
渊高新公交 尚仁杰冤

为进一步深化公交

场站管理工作袁不断改善
场站内运营环境袁 近日袁
高新公交积极对接区建

发局上报基建维修计划袁
对我司开福寺场站沥青

道路及厕所地基下沉等

问题整改翻修袁确保场站
公共设施安全使用遥
根据基建计划要求袁

维保单位第一时间作出

部署安排袁对开福寺停车

场内沥青道路及公共设

施进行全面排查袁摸清现
存的路面病害点位和公

共设施问题袁排定整治计
划袁 依次进行整治维修遥
特别是对场站进出口路

面坑洼破损严重区域实

行快速化沥青修复袁保障
了路面平整度袁消除了路
面坑洞和积淹水隐患袁在
路面恢复后集中修复其

余公共设施遥

高新公交将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袁做
好各类场站安全工作袁全
力以赴确保场站平稳有

序运行袁打造公交出行良
好和安全的运营环境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