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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进 行 时
新气象 新面貌 新举措

““重改革促发展重改革促发展 抓安全提效益抓安全提效益””专题会议专题会议
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公司••李忠李忠

20192019 年是天安公交集团深化改革的一年是天安公交集团深化改革的一
年年，，对于各分公司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对于各分公司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转折点转折点。。天然气公司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并结天然气公司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并结
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于近日组织全体行政人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于近日组织全体行政人
员召开了员召开了““重改革促发展重改革促发展 抓安全提效益抓安全提效益””的的
专题会议专题会议。。会议上会议上，，经理曹利平根据各级行经理曹利平根据各级行
政人员汇报的工作进展情况和工作计划做出政人员汇报的工作进展情况和工作计划做出
了整体安排了整体安排。。

会议中会议中，，经理曹利平强调经理曹利平强调，，在集团总公司改在集团总公司改
革大踏步前进的革大踏步前进的20192019年年，，公司全体人员要牢固公司全体人员要牢固

树立树立““团结团结、、高效高效、、务实务实、、自律自律””的工作作风的工作作风，，这不这不
仅是公司自身的一次全面性改革创新仅是公司自身的一次全面性改革创新，，也是员工也是员工
个人的一次自我提升个人的一次自我提升。。

同时曹经理提出以下几点要求同时曹经理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第一，，始终始终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安全面前人人让路在安全面前人人让路，，绝不绝不
能麻痹大意能麻痹大意，，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第二第二，，提提
高效益是公司发展的根本高效益是公司发展的根本。。要在维护好现有客要在维护好现有客
户的基础上户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内部商业模式逐步建立起内部商业模式，，通过与通过与
其他营销公司的合作形成共赢其他营销公司的合作形成共赢；；要积极协调燃气要积极协调燃气
协会和同行业加气站达成共识协会和同行业加气站达成共识，，形成良好的市场形成良好的市场

销售环境销售环境，，杜绝以价格战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杜绝以价格战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
争争、、导致恶性循环导致恶性循环；；第三第三，，坚持把更好的服务带给坚持把更好的服务带给
客户客户。。在保证公司目前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开发在保证公司目前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开发
附加增值服务附加增值服务，，充分发挥服务优势充分发挥服务优势，，稳定老客户稳定老客户、、
吸引新客户吸引新客户；；第四第四，，各级人员要尽职尽责做好本各级人员要尽职尽责做好本
职工作职工作。。

所有的计划和发展都需要一个团队的协作所有的计划和发展都需要一个团队的协作
与配合与配合，，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所以各级人员所以各级人员
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职责分工明确职责分工明确，，积极配合积极配合
团队完成团队完成20192019年整体工作目标年整体工作目标。。

新场站新面貌

综合服务公司铜川场站整体搬迁工综合服务公司铜川场站整体搬迁工
作从作从 20192019 年年 22 月月 2626 日开始日开始，，公司全体人公司全体人
员经过近半个月的齐心协力员经过近半个月的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密切配合
于于 33 月月 1111 日顺利完成场站搬迁工作日顺利完成场站搬迁工作。。33
月月1212日日，，苏家渠维修车间正式启用苏家渠维修车间正式启用。。

自场站交付使用后自场站交付使用后，，机修技师刘宗机修技师刘宗
社组织维修人员利用闲暇时间用彩钢板社组织维修人员利用闲暇时间用彩钢板
在车间内搭建维修指导室在车间内搭建维修指导室、、报修室报修室、、领料领料
室室、、更衣室等更衣室等，，对车间内基础设施建设进对车间内基础设施建设进
一步完善一步完善。。

新的维修车间全部采用钢结构框架新的维修车间全部采用钢结构框架，，
内设维修区内设维修区、、配件加工区配件加工区、、配件库房配件库房、、水房水房
等区域等区域。。机修技师刘宗社利用废旧铁皮机修技师刘宗社利用废旧铁皮、、
角钢等材料角钢等材料，，为维修人员统一翻新为维修人员统一翻新、、制作制作
维修工具柜维修工具柜。。维修区内共设置维修区内共设置88条维修地条维修地
沟沟（（原来只有原来只有44条条），），极大的减少公交车辆极大的减少公交车辆
待修时间待修时间，，提高了公司整体维修效率提高了公司整体维修效率。。水水
房内热水设备从节能房内热水设备从节能、、环保等角度考虑环保等角度考虑，，

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供驾驶员及维修人供驾驶员及维修人
员日常使用员日常使用，，改变了过去锅炉供热的方改变了过去锅炉供热的方
式式。。维修车间内供暖统一接入市政管网维修车间内供暖统一接入市政管网，，
改变了过去维修车间改变了过去维修车间““无暖无暖””现状现状，，使维修使维修
人员工作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人员工作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并且提高了并且提高了
场站安全性能场站安全性能。。

苏家渠场站紧临苏家渠加气站苏家渠场站紧临苏家渠加气站，，新新
维修车间的投入使用维修车间的投入使用，，大大缩短了驾驶大大缩短了驾驶
员报修空驶里程员报修空驶里程。。维修作业的硬件设施维修作业的硬件设施
和软环境改善是提升服务形象的关键之和软环境改善是提升服务形象的关键之
一一。。新的维修车间的投入使用新的维修车间的投入使用，，已彻底改已彻底改
变维修作业的硬件环境变维修作业的硬件环境。。通过硬件设施通过硬件设施
的更新的更新，，带动维修人员服务理念不断优带动维修人员服务理念不断优
化化。。新场站新场站，，新面貌新面貌！！公司要求所有人员公司要求所有人员
要以全新的工作态度投入到工作当中要以全新的工作态度投入到工作当中，，进进
一步推动服务公司向维修职业化团队迈一步推动服务公司向维修职业化团队迈
上新台阶上新台阶。。

心中“一碗水”

为提高广大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文明行车的意识为提高广大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文明行车的意识，，使安全文明行车形使安全文明行车形
成常态化成常态化，，减少各类行车安全事故的发生减少各类行车安全事故的发生，，从从33月月1010日起东胜公司拉开日起东胜公司拉开
了了““一碗水一碗水””技能测试的序幕技能测试的序幕..

笔者了解到笔者了解到，“，“一碗水一碗水””是青岛公交是青岛公交5050年代出现的一种对驾驶员行年代出现的一种对驾驶员行
车稳且准的形象说法车稳且准的形象说法，，是公交驾驶员驾驶水平的评判标准是公交驾驶员驾驶水平的评判标准。“。“一碗水一碗水””测测
试装置很简单试装置很简单，，一个密闭的透明有机玻璃盒子一个密闭的透明有机玻璃盒子，，里面固定着一个透明的里面固定着一个透明的
塑料碗塑料碗。“。“这是这是500500毫升水毫升水，，为了醒目里面加入蓝颜色为了醒目里面加入蓝颜色，”，”负责测试工作的负责测试工作的
线路队长告诉笔者线路队长告诉笔者，，驾驶员在线路正常运行时驾驶员在线路正常运行时，，将将““一碗水一碗水””测试器放在测试器放在
车厢地板上车厢地板上，，运行一圈后运行一圈后，，根据杯中水留置多少得分根据杯中水留置多少得分，，留置越多得分越留置越多得分越
高高。。

11路车郭燕是名女司机路车郭燕是名女司机，，个头不高个头不高，，在别人眼中看来在别人眼中看来，，能够驾驶十几能够驾驶十几
米的公交车已经很不易了米的公交车已经很不易了，，还要技术高超还要技术高超，，让市民乘坐舒适让市民乘坐舒适，，郭师傅在背郭师傅在背
后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后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这条公交线路比较长我们这条公交线路比较长，，单程就单程就
有有3131个站点个站点，，一圈就是一圈就是6060多站多站，，而且途经市区和学校而且途经市区和学校，，客流密集客流密集，，路阻严路阻严
重重。”。”郭师傅介绍说郭师傅介绍说，，但为了提高驾驶技术但为了提高驾驶技术，，她经常乘坐其他线路优秀驾她经常乘坐其他线路优秀驾
驶员的车辆驶员的车辆““偷偷””学技术学技术，“，“驾驶车辆不是看看书就能学会的驾驶车辆不是看看书就能学会的，，一定要在实一定要在实
操中掌握操中掌握。”。”就这样就这样，，一名女司机打败了其他线路上所有的男驾驶员一名女司机打败了其他线路上所有的男驾驶员。。

“‘“‘一碗水一碗水’’评比只是一种激励形式评比只是一种激励形式，，鼓励我们的公交车司机练就扎实本鼓励我们的公交车司机练就扎实本

领领，，安全驾驶安全驾驶，，让乘客更加舒适让乘客更加舒适。”。”郭燕说郭燕说。。
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车流量增大车流量增大，，导致公交车运行时间导致公交车运行时间

明显增加明显增加。。个别公交驾驶员因为路阻被个别公交驾驶员因为路阻被““别别””住住，，一旦道路畅通一旦道路畅通，，就出现就出现
行车行车““急急””的现象的现象。“。“公司通过派出安全员公司通过派出安全员，，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人员路查或者车载人员路查或者车载
监控监控，，每年都会发现和处理每年都会发现和处理1010几起开几起开‘‘急急’’车的违章车的违章，”，”东胜公司副经理东胜公司副经理
宋建文说宋建文说，，因为因为““急急””还容易造成车辆不稳还容易造成车辆不稳，，甚至发生车内摔伤甚至发生车内摔伤，“，“通过通过‘‘一一
碗水碗水’’测试测试，，目的是让驾驶员规范驾驶目的是让驾驶员规范驾驶，，消除急冲猛停等陋习消除急冲猛停等陋习，，做到起步做到起步
稳稳、、转弯稳转弯稳、、停车稳停车稳。”“。”“一碗水一碗水””是一剂良药是一剂良药，，治好了个别驾驶员的路怒治好了个别驾驶员的路怒
症症。。

““这次测试是东胜公交公司有史以来驾驶员参与最多这次测试是东胜公交公司有史以来驾驶员参与最多、、时间跨度最时间跨度最
长的一次测试长的一次测试。。我们这是借鉴老配方来治现在驾驶员的新毛病我们这是借鉴老配方来治现在驾驶员的新毛病，，效果还效果还
是很显著的是很显著的。”。”东胜公司经理杜志胜说东胜公司经理杜志胜说，“，“一碗水一碗水””测试只不过是一种手测试只不过是一种手
段段，，其目的是让所有公交驾驶员心中常存其目的是让所有公交驾驶员心中常存““一碗水一碗水”，”，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任何时候都要注意
平稳驾驶平稳驾驶，，安全操作安全操作，，对公交服务精益求精对公交服务精益求精，，为乘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为乘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
境境，，实现真正的心中实现真正的心中““一碗水一碗水”。”。

东胜公司历时一个月东胜公司历时一个月，，测试测试 2727 条线路的条线路的 500500 余名驾驶员余名驾驶员，，车辆车辆““三三
稳稳””明显提高明显提高。。通过文明驾驶操作技能测试通过文明驾驶操作技能测试，，东胜公司致力于打造一支东胜公司致力于打造一支
高素质的公交驾驶员队伍高素质的公交驾驶员队伍，，更好的服务于市民更好的服务于市民。。

东康公司东康公司东康公司东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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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东康公司 韩杰 候程耀）为
进一步提升我公司安全管理水平，充分
发挥智能调度系统作用，经公司经理助
理贺永飞精心组织协调，东康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下午，邀请公交总公司
调度中心主任高廷岐在八楼会议室为全
体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智能调度系统理论
知识应用及实操演练专题培训。

高主任主要从智能调度系统的系统
功能、基础信息、运营排班、监控系统、调
度系统五个方面向全体管理人员进行了
详细介绍。高主任强调：一、系统功能管
理中要求各调度员在使用智能调度系统
时，首先要对系统功能里的“时间同步”
进行设置，确保电脑时间与后台服务器
时间同步，减小正点率考核误差，从而保
证正点率考核的精确性。二、基础信息
管理主要是对线路、车辆和人员的信息
进行管理，在智能调度系统内要给予相
应的身份。三、运营排班管理主要是对
线路车辆运营时人车关系、时间计划、计
划类型的运营调度中的基本参数的相互
匹配。四、监控系统管理主要包含电子
地图、模拟地图、安全监控、地图制作四
项功能，电子地图包含视频、通话、消息、

广播及轨迹回放等子功能，更为直观的
配合调度系统，方便对运营车辆的管
理。五、调度系统管理主要包含过滤、配
置、调动等子功能，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对车辆实施调度和运行监控，也是线路
车辆数据的出处。

经理助理贺永飞指出，此次开展智
能调度系统理论知识及实操演练培训
后，各级管理人员要结合公司即将开始
试行的实时监控管理办法，实现线上线
下相互协作，加大对运营车辆、驾驶员及
乘客的管控力度，尽最大可能排除运行
中存在的各种不安全因素。对工作不得
力的人员，将在月度绩效考核中兑现。

经理乔云泽要求，全体行政管理人
员务必掌握本次培训的各项知识，并且
能够熟练操作智能调度系统。同时，要
求各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实时监控系统
的查看工作，认真负责，做好不安全行为
的记录、实时提醒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
实到位，执行到位，真正实现齐抓共管。

培训结束后，各级管理人员针对运
行时间表的编排和实际操作等问题在调
度中心与高主任和当班调度员进行了深
入交流与探讨。

东胜公司•高梦蕊

东康公司•韩杰 候程耀

科技信息化 助力公司步入“快车道”
——公司全面推广“钉钉+”提升管理效率

阿康公司•王乐

在集团发展壮大的道路上，一直都在不断
尝试探索和与时俱进，作为服务人民群众的公
共交通服务企业，走在信息化、数字化的今天，
更应紧贴时代发展前沿，“便捷、高效、优质”也
成了发展和改革的着力点。

近日，阿康公司根据集团董事办下发的通
知，为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的管理目标，于 4 月

15 日要求全体一线驾驶员统一下载安装“钉
钉”软件，并于 18 日在全公司范围内启用“钉
钉”软件管理系统。通过与集团技术装备部的
积极对接，目前暂时实现了行政管理人员及一
线后勤人员在“钉钉”系统中对考勤管理、文件
传办督办、物资采购审批、重要工作事项请示、
文件传达及会议组织及签到项目的应用，下一

步将在驾驶员队伍中逐步进行推广使用，以
“钉钉+”的模式全面助力公司管理效率再升
级、再提高。

据统计，阿康公司行政人员22人、一线后
勤人员25人、伊旗公司驾驶员90人、康巴什公
司驾驶员118 人，共计255 人，现已全部安装钉
钉软件并启动使用。

为适应公司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大力
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提高
公司管理水平、提高各级人员工作效率、增强
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逐步树立起“用文化管企业”、“以文化兴企
业”的管理理念，天安通勤公司自 2019 年 4 月
份起开始着手建设企业文化。

此次文化建设将坚持“以人为本”、“讲求实
效”、“系统运作、稳步推进”的原则，重点从精神
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四个方面进
行着手进行。所谓精神文化，即是挖掘和弘扬企
业精神内涵，形成一整套能够让全体员工共同遵
守的价值观和理念；制度文化，就是建立起完善

的制度体系和科学有效的考核体制，加强制度化
建设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管理能力；行为文化，就
是大力推进员工行为管理规范，编制《员工手
册》，并抓好推进落实；物质文化，就是运用物质
形象建设的手段，打造企业标准形象。根据以上
四个方面的主旨，天安通勤公司根据公司目前实
际情况，共制定11项具体工作，并落实了责任人
和责任期限。通过这些工作，初步构建出一套切
合公司实际情况、便于操作的企业文化建设体系
框架，保障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并在后
续工作中，有计划、有步骤、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地完善和补充企业文化体系，促进公司良性健康
发展。

同时，天安通勤公司在启动企业文化建设
工作时，召集全体行政人员，结合通勤行业特
点，共同制定了企业核心理念，具体如下：

企业核心价值观：和谐、激情、创新、执行
安全理念：生命至上、安全为天
服务理念：服务铸就品牌、品牌创造价值
天安通勤公司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为

真正实现“企业的文化即是大家的文化，大家
的文化大家建”的目标，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
上下一心，明确分工，全力推动公司企业文化
建设向前发展、向好发展，为员工的进步营造
良好氛围，为公司的发展增添助力，共同前进、
共同进步。

为完善公司建议管理体系为完善公司建议管理体系，，规范意规范意
见管理工作见管理工作，，以营造开放式的管理氛以营造开放式的管理氛
围围，，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给员工以正给员工以正
确的疏导确的疏导，，从而促进工作效率和工作品从而促进工作效率和工作品
质的提高质的提高，，达到上下畅通达到上下畅通，，步伐一致的步伐一致的
目的目的，，东胜公司建立了企业微信平台东胜公司建立了企业微信平台。。

企业微信是一款针对企业日常管理企业微信是一款针对企业日常管理
工作量身定制的软件工作量身定制的软件，，系统分多类模系统分多类模
块块，，常用有违纪查询及现场通报常用有违纪查询及现场通报、、月底月底
考勤考勤、、工资以及绩效的查询工资以及绩效的查询、、餐补查询餐补查询、、
公司制度的宣传与学习以及经验教训的公司制度的宣传与学习以及经验教训的
共享共享、、民主问卷调查民主问卷调查、、安全知识在线测安全知识在线测
试试。。

为使用便捷为使用便捷，，该系统分为电脑客户该系统分为电脑客户
端端、、手机客户端手机客户端、、平板客户端三种平板客户端三种，，每种每种
客户端根据设备特点和用户类型不同客户端根据设备特点和用户类型不同，，
分别实现了不同信息的录入和查询功分别实现了不同信息的录入和查询功
能能，，通过该系统的手机客户端通过该系统的手机客户端，，全体职全体职
工可随时随地登录工可随时随地登录 APPAPP 对自己工作情对自己工作情
况况、、排名情况等进行查询排名情况等进行查询，，增强了信息增强了信息
透明度透明度，，提升了职工的创先争优意识提升了职工的创先争优意识。。

众多功能之中最为突出的功能是技众多功能之中最为突出的功能是技
能考试能考试，，该项平台建立了安全知识题该项平台建立了安全知识题
库库，，共计共计 520520 道题道题，，题型单选题型单选、、多选多选、、判判
断断，，可实现系统出题可实现系统出题，，具体可设置试卷具体可设置试卷

题目数量题目数量、、答题时间答题时间、、答题期限及合格答题期限及合格
分数分数。。此外此外，，还可以设置每人分别解答还可以设置每人分别解答
不同的题目不同的题目，，最终结果可自行阅卷的功最终结果可自行阅卷的功
能能。。通过电脑计算通过电脑计算，，自动生成全体驾驶自动生成全体驾驶
员的安全知识考核结果员的安全知识考核结果，，同时能够快捷同时能够快捷
有效的对驾驶员技能进行测验有效的对驾驶员技能进行测验，，省时省时、、
省力省力、、省资源省资源，，自行阅卷的功能大大节自行阅卷的功能大大节
约了人力成本约了人力成本。。

企业微信优势明显企业微信优势明显，，一是简化了工一是简化了工
作流程作流程，，实现了各类信息查询的无纸实现了各类信息查询的无纸
化化，，摆脱了以往通过多张摆脱了以往通过多张EXCELEXCEL表格记表格记
录录、、传递传递、、张贴张贴、、汇总工作信息的方式汇总工作信息的方式，，
所有信息通过网络自动传递所有信息通过网络自动传递，，通过数据通过数据
库自动记录库自动记录，，通过客户端自动汇总通过客户端自动汇总；；二二
是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是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往工作人员以往工作人员
每月统计安全知识测验结果时需要批阅每月统计安全知识测验结果时需要批阅
大量的试卷大量的试卷，，通过人工审核试卷才能完通过人工审核试卷才能完
成成。。以以 500500 名驾驶员试卷为例名驾驶员试卷为例，，完成一完成一
次测验结果的汇总至少需要次测验结果的汇总至少需要 7272 小时甚小时甚
至更多至更多，，而使用该系统后而使用该系统后，，通过简单的通过简单的
操作操作，，几秒钟即可自动生成安全知识测几秒钟即可自动生成安全知识测
试结果试结果，，大大降低了工作强度大大降低了工作强度，，同时提同时提
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使管理工作更使管理工作更
加智能化加智能化、、简单化简单化、、透明化透明化，，进一步提高进一步提高
了公司的管理水平了公司的管理水平。。

建立企业微信平台建立企业微信平台
东胜公司东胜公司东胜公司东胜公司

东胜公司东胜公司••高梦蕊高梦蕊

推进企业文化建设 打造企业品牌形象
——记天安通勤公司企业文化建设

通勤公司通勤公司••思旭甫思旭甫

服务公司服务公司服务公司服务公司

综合服务公司综合服务公司••王静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