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 月 24 日公交运营复工以
来，为提高广大市民的疫情防控意
识，阿康公司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
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以实际行动
践行天安集团“顾客第一、服务至
上”的责任担当和民生情怀。根据
总公司“两方案一预案”要求，阿康
公司在复工前第一时间召开了疫情
防控专题工作调度会议，从防控管
理、后勤保障、宣传培训、运营管理
等多方面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再

动员、再部署，进一步细化、实化、强
化各项工作，以最高标准和要求夯
实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公司多措并举，疫
情防控与运营保障并重，一是从抓
好疫情防控与兼顾便民出行考虑，
对阿康城区的各条公交线路相应调
减了台次和班数，采取分批分次上
线运营模式，逐渐从2月24日第一
批的 2 条线 8 台车增加到 2 月 27 日
第二批的 6 条线 32 台车，再到 3 月

2 日第三批的 8 条线 56 台车，并采
取适当拉大班次间距、乘客不超核
载人数的 50%等办法，调节市民乘
车出行率，以防疫情通过公交运输
系统传播；二是为防止疫情传染和
扩散，严格落实营运车辆清洁、消
毒和通风等工作，加大运行安全管
理人员上线检查力度，重点抽查上
车乘客体温及佩戴口罩等防护情
况，并要求驾驶员当班期间必须佩
戴口罩和手套上岗，对未佩戴口罩

的乘客可进行劝离或拒载。运行过
程中驾驶员要做好车厢消毒和通
风，坚持做到“终点必消毒，行车
必通风，消毒全覆盖”，每趟终点
站对车厢进行擦拭消毒，每晚收车
后对车厢及车身进行全面消毒、驾
驶人员到消毒房内进行紫外线消毒
1 分钟；三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落实防控措施。安排保安每天收发
车前后对停车场进行两次消毒，安
排保洁员对职工食宿公共区域进行

消毒和通风，设置一个进出口，并
全天安排专人对进出人员进行登记
及体温检测；四是加强培训提高防
范水平，充分利用微信工作群、钉
钉全员群、天安商学院在线培训平
台，发放宣传单等多种载体，对乘
客及职工宣传普及疫情防护知识和
防控要求，切实增强乘客和员工的
自我防范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
与疫情防控的社会氛围。同时充分
发挥城市公交窗口职能作用，在公

交车上张贴疫情防控告知书、温馨
提示等，多方位、多渠道、多措施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有一种担当叫“逆行而上”，
公交人作为公共交通运输保障者负
笈前行，为市民出行筑起一道疫情
防控的“流动防线”，为全市打赢
疫情防控战做出公交应有的贡献！

阿康公司 王乐报道

阿康公司做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战斗“吃劲”，天安人铆劲！
乍暖还寒，正是复工复产返热

潮扑面而来之时。在打响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同时，肩负维护道路运输
市场秩序、守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的天安人，按照上级的安排部署，闻
令而动，毅然“变身”。在抓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统筹协调，强化举措，
落实责任，“两手抓、两不误”，全力
做好复工复产运输保障工作，用初
心书写忠诚，用尽职展现担当。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仍处在十
分关键的阶段，复工后大量人员返
岗，管控难度更大，防控要求更

高，更为密集的人流、车流接踵而
至，这对道路运输行业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和更严峻的挑战。为确保道
路运输平稳，便捷广大人民群众出
行，自2月28日起各公交运营线路
已逐步营运。根据东胜公司经理乔
利军的部署，防控工作要做到细之
更细，安排管理人员严格落实车辆
的清洁、消毒和通风规定，及时做
好车辆性能维护。在苏家渠、杨家
渠两处停车场站各安排 3 名运营管
理人员、2-3 名安全管控人员，由
副经理带队值班。晚值班运营管理

人员主要负责晚收车后车辆整车消
毒检查工作，早值班运营管理人员
主要负责出车前驾驶员体温检测、
检查驾驶员状态、是否携带驾照、
是否酒后等情况以及防疫检查记录
表发放工作，安全管控人员主要负
责检查驾驶员防护装置是否佩戴齐
全、车厢内设施设备是否擦拭，严
禁出现聚集现象。每日上午9:00至
11:00，下午 15:00 至 17:00 安排值班
人员，共设 8 个值班点，分两组进
行，其中，欢乐谷、市中心医院、
购物中心、民生广场设摆台值守，

主要负责高峰期乘客乘车秩序的维
护，站点停靠公交车辆检查，做好
疫情期间乘车实名认证宣传工作，
做好体温抽查工作，车厢内乘客的
防疫措施是否到位、乘客体温是否
超37.2度、驾驶员工作流程是否正
确以及驾驶员防护措施是否到位进
行检查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
作。

一是统筹推进。为确保企业复
工复产安全、有序、高效，东胜公司
各管理人员积极参与轮班守岗，对
人流密集的公交站点进行检查、登

记、测温，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和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

二是坚持广泛宣传。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抓好疫情防控
交通领域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
坚持疫情防控与扫黑除恶同宣传，
确保安全生产工作和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氛围不减，劲头不松。

三是坚持常态排查。扎实开展
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确保对安全生
产领域从业人员宣传到位，东胜公
司三名副经理每天上线排查各站点
隐患，确保防控任务有序推进。

突如其来的疫情之灾，总能考
验一个集体的组织能力与快速反应
能力，临危不乱，从容果敢，雷厉风
行温暖而不失力量，我们天安人做
到了！东胜公司将以最高的站位统
一思想、以最强的措施落实要求、以
最严的纪律落实责任，打好、打赢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全力做好市区交通运输保障。

东胜公司 高梦蕊报道

新春伊始，一场肆虐的病毒席卷了全国，但可怕的病毒打不退英勇的中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全国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在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体现出超强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在全国防控一盘棋的局势下，党中央提出了各地开始积极复产复工的指示。天安控股集团积极响应，按照市委市政府防控工作
要求，防运并重、多措并举，坚决打好疫情期间复产复工“防疫战”。

2020年3月31日

·行胜于言·

4 专 题

自 2020 年 1 月底开始，我国所
有行业受疫情影响不同程度地处于
停产停业状态，大街小巷设卡检查，
举国上下共抗疫情，通过全国人民
的齐心协力终于迎来了温暖的春
天。3 月 23 日一直影响加气站正常
通行的满都海巷口和宝日陶亥东街
巷口的检查卡点终于全部放开，为
公司的正常运营了清除了最后一道
屏障。

疫情期间，销售业绩稳步上升，
虽不及同期销量，但在这非常时期
同样离不开天然气公司全体员工的
群策群力与全力以赴。

一、提高加气效率，减少客户等
候时间。疫情期间为缩短加气等候
时间和相互接触时间，公司全体人员
提前开启闲置加气机等候车辆加气，
将随到随加、杜绝车辆排队等候落到
实处，实现“安全、高效”的加气服务，

赢得客户一致好评。这项措施也是
公司改革、提高服务的重要途径。

二、提前为客户开通免费冲车
服务。往年，公司在4月底5月初开
通免费冲车服务，今年为吸引客户，
公司从 3 月起根据气候变暖陆续开
始此项服务，近一个月来增加了不
少因此而来气站加气的出租车和私
家车客户。

三、疫情期间公司为前来加气

的车辆免费发放口罩、手套，并提供
车辆消毒服务。疫情期间天然气公
司积极响应政府和集团的号召，为
前来加气的司机免费发放口罩1000
个、手套1000副，并全天候提供车辆
消毒服务，得到了有关部门、出租车
公司和顾客们的认可和称赞，为公
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四、在原有免费茶饮的基础上
新增茶品。春天来了，气候转暖，公

司想客户所想，新增适合春季祛火
消毒的金银花茶和菊花茶，体现了
天安加气站细致入微的服务理念。

五、积极联系农行开展无感支付
业务，实现合作共赢。公司与农行经
过多次协调与沟通，从 3 月 20 日开
始，推出加气使用农行卡无感支付，
消费达30元以上减免10元的优惠活
动。此项活动将长期有效，是天然气
公司锁定客户的又一有效措施。

六、为积极响应企业复工复产
的号召，公司实行降低气价的措
施。为了积极响应政府及相关部门
关于企业复工复产的号召，同时规
避受疫情和燃油大幅度降价带来的
影响，我公司积极协调同行企业，根
据自治区发改委和市发改委相关文
件要求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 0 点起，
将天然气单价由原来的3.75元/m调
整为3.58元/m。

复产复工也是一场“战役”

积极应对 打好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战役

天然气公司 李忠报道

安得人心在 全力为生产
天安驾校检测站总公司自疫情

发生以来，按照鄂尔多斯市政府与
天安集团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立
即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制定出自己
的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措施，成立
了以总经理王彦斌为组长的安全排
查小组，积极对驾校检测站的人员、
场地、车辆、设备进行不间断的安全

隐患排查，加强公司安全工作的管
理，基本完成了鄂尔多斯市政府及
天安集团赋予公司的任务，并取得
了阶段性的成果。

公司展开员工健康登记，电话
回访工作，解决了人员带病上岗的
安全隐患。

对公司的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系

统的安全隐患排查并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及时整改，对需要集团配合完
成的整改工作进行整理汇总，并指
定专人进行对接。

对驾校场站的车辆进行不间断
的检查，并将所有车辆的电瓶断开，
防止因停用时间长导致电瓶短路而
发生火灾。

指定专人对出入场站的人员进
行体温测量，并发放关于疫情防控
的宣传资料，并在广播上不间断的
宣传疫情防控的注意事项。

检查人员对用水用电供暖进行
全面的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全
面整改，对公司的自备应急电源进
行检查保养。

针对公司的办公场所及建筑物
因使用时间长有损坏的情况，进行
逐一排查，统计汇总，并将维修计划
备案，报送集团公司相关部门。

天安驾校检测站全体员工坚决
执行天安集团的各项安全管理制
度，尤其是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的安全管理，及时消除各种不

安全因素，坚持安全工作与生产创
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
圆满完成2020年的工作目标！

驾校检测站 郭利军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