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建文，2016 年入职天安公交集团，
现为伊1路公交驾驶员。

作为一名驾驶员，对待工作任劳任
怨，对待乘客耐心热情。当问到他的工作
心得时，他说每天来来往往要面对很多
人，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奔波，自己能
做的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力所能及的帮助
乘客。

2021年2月28日，当郭建文驾驶的伊
1路车行驶至伊旗人民医院站时，发现车
厢座位上有一个黑色背包，打开后发现包
内含身份证、银行卡及现金 3000 余元。

郭师傅心想失主一定很着急，自己又无法
联系到失主，于是立即向公司调度员汇报
情况。此时，失主额女士经过多方打探查
询到了公交公司的电话信息，在确定背包
被郭师傅捡到后，与工作人员相约在旗政
府站领取，抵达站点郭师傅在确认失主就
是额女士后将背包“完璧归赵”，额女士激
动地说：“真的非常感谢郭师傅，包内物品
一样不少”。

郭师傅的拾金不昧不仅体现了“公交
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职业素养，也弘扬
了社会文明新风，传播了社会的正能量。

202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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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胜公司召开
2021年组织机构改革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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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公交总公司整体工作要求，以
“保安全、提服务、增客流、控成本”为主
线，进一步强化公司内部管理，明确员工
工作重点，提高全员安全意识，东康公司
于 3 月份组织召开了一季度安全生产研
讨会。

此次研讨会议明确了 2021 年重点管
控驾驶员名单，着重讨论了如何对驾驶
员进行源头管控。并要求转变原有思
维，形成岗前和岗中源头分别管控。岗
前流程：面试、路考、岗前谈话、三级安全
培训教育；岗中流程：针对问题培训教
育、引导、调整优化。其中岗中管控依
据：①2015 年至 2020 年发生过安全有责
事故、无责事故的驾驶员，结合2019年和
2020 年开展线上实时监控纠正的问题、
线下跟踪发现的问题，对存在安全隐患
和典型安全违纪事例的驾驶员，整体进
行排查，筛选出安全违纪和监控违纪较

多的驾驶员；②利用公司每年的健康体
检报告，对含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驾
驶员进行筛选；③通过对员工日常工作
精气神的观察、反馈，筛选精神面貌低
下、生活作息不规律等的驾驶员；④根据
日常工作了解有饮酒习惯的驾驶员（每
月不定期早出车检查）进行罗列。

会议上薛经理还特别强调：各级运行
管理人员一定要认真、仔细斟酌，对分管
驾驶员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摸底、排查以及
管控，确定我们的重点管控方向，从源头
上将存在安全隐患的人员与行为扼杀在
萌芽状态；同时要从严从紧的执行公司的
排查制度，对重点管控的驾驶员，务必加
强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员工安全操作意
识；最后做好上线密切跟踪提醒、线下深
入沟通交流等的常态化工作，坚持“安全
不放松，时刻敲警钟”的原则，让全员对安
全时时保有警惕性。

为认真贯彻落实总公司
2021年工作计划中团队PK机
制，提升全员的工作积极性与
紧迫感，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
工作，有效控制和预防安全生
产事故的发生，3月12日东胜
公司在五楼电教室召开组织
机构调整相关会议。

今年年初，公司对现有机
构体系进行梳理，发现运调管
理人员日常工作量较大，同一
运调队内各级运行管理人员
之间工作协同性差。为改变
现状，东胜公司经理刘俊斌组
织三名副经理对运行管理人
员的工作量进行分解，并结合
公司实际对组织架构体系进
行优化调整、创新改革，实现
岗位人员的合理匹配。优化
调整后的组织架构体系可适
当减轻各级运行管理人员的
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便于充分
发 挥 各 岗 位 人 员 的 工 作 潜
能。根据各线路特征及车辆
配置数合理将运行管理人员
划分为 4 个队，各队管理的车
辆数由原先的 101 台减少至
75台，适当减轻了各队管理人
员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安全
管理责任得到进一步压实。

会上经理刘俊斌对公司
2021 年的工作如何开展强调

了五点内容：

一、安全工作：安全管理
是我们 2021 年的首要工作，
针对近期发生的事故需要我
们深思，认真分析事故发生起
因，制定下一步管控措施，线
路管辖队长不能掉以轻心，学
会举一反三，将事故经验教训
宣传贯彻到位。各队在 3 月
底前要制定各线路起点至终
点的安全规范行车路线隐患
图，并标注隐患路段行车注意
事项，目的是为了让各线路驾
驶员能够通过的隐患图，熟悉

掌握本线路隐患点、早晚收发

车、终点站等信息，规避事故
的发生。

二、服务工作：因疫情原
因，导致我们驾驶员工作量增
加，偶尔会产生负面情绪，作为
运行管理人员，要根据各队实
际情况，制定具体管控举措，日
常要多关心所辖驾驶员，及时
疏导负面情绪，只有把驾驶员
情绪安抚好，驾驶员才能更好
地服务乘客，客流才可能增加。

三、提升客流：随着气温
回升，哈罗、美团电动单车对

公交车来说是较大挑战，各级
管理人员要研究
应对举措，避免客
流丢失。

四 、成 本 控
制：公司对成本整
体控制的方法适
当 ，今 后 继 续 延
用，严格做好成本
管控工作。

五、劳务关系
处理与应对工作：
公司将根据各级
管理人员的实际
情况，按月匹配相
应的培训课程，便
于各级管理人员
在今后的工作中
能将培训内容运
用到实际工作中，

在与驾驶员沟通交流时能够
保持应有的亲和力，学会灵活
运用相适应的表达方式与技
巧，做到以理服人，逐步领悟
管理的艺术，有效化解各类劳
动纠纷。

经理刘俊斌强调：本次组
织机构改革是为了加强团队业
务PK，各级管理人员要有危机
意识，希望各级管理人员在日
后工作中能够勤沟通、多交流，
齐心协力，共创辉煌。

为全力推进安全保障工
作，3月24日东胜公司召开了
3月份安全研讨会议。

会议对 2020 年度的典型
事故进行分析，通过各级管理
人员的研究探讨制定了关于
预防疲劳驾驶、摔伤事故等一
系列的安全管控措施。

一、继续执行往年 5 月 1
日至10月1日的规定，两人一
车组不超 30 班，三人两车组
不超 40 班，上限不超 5 个班；
管理人员在易犯困时间段内
上车检查，由安全科针对天气
情况安排中午值班，对驾驶员
午休时间进行调整，调度员从
即日起重点对驾驶员行为疲
劳驾驶进行查处，按照公司十
大禁令进行管控考核。

二、即日起开始对城郊线
路定点检查；苏家渠场站停放
车辆早出车时禁止在发车线
路路边停靠吃早点，早餐统一
在单位食堂进食，继续执行往

年措施，早发车提前 10 分到
达终点站；安全科每半年对公
司所有驾驶员进行一次视力、
听力、血压的全面排查，各队
每季度对所辖线路驾驶员进
行摸排，对糖尿病、高血压等
患者汇总上报。

三、日后公司安全例会及
队内例会向驾驶员培训行车

《两勤、三稳、一换位》。两勤：
（眼勤）车辆起步时，注意上车
乘客的动态，筛查出特需乘
客，通过车内后视镜来观察特
需乘客是否坐好、扶好、站好
后再平稳起步，运行中要多观
察和预测其他交通参与者的
动态，通过红绿灯平稳驾驶速
度严禁超过每小时 30km，做
好防御性驾驶工作，避免紧急
制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二
次进站时，驾驶员要特别关注
第一批刚刚上车的乘客，他们
在往后走的过程中即便是已
经扶好或者站稳，车辆运行也

要谨慎，观察周围交通参与者
确认安全后平稳起步，避免猛
刹车。（嘴勤）发现特需乘客，
驾驶员多提醒多询问，必要时
还要多问上下车不方便的乘
客在什么站点下车，做到心中
有数。当车辆到达站点时，再
次重点提醒。三稳：（起步稳）
就是在车辆启步的过程中不
能让乘客出现前仰后合的现
象。（转弯稳）就是在转弯和通
过路口时，要做到“一慢、二
看、三通过”，平稳转弯，防止
惯 性 过 大 乘 客 侧 倾 摔 倒 受
伤。（刹车稳）要求驾驶员在运
行中严控车速、保持平和的心
态，进站时，要提前减速、不争
不抢，平稳进站，车辆停稳后
还要拉紧制动，这样做，虽然
出站时会慢一点，但可以有效
避免乘客在下车过程中因车
辆抖动或轻微移动而造成摔
伤。一换位：把车上特需乘客
当做是自己的亲人，用心去体

会他们，用服务自己亲人的角
度来对待上车的特需乘客，平
稳运行。运行中重点关注老
人、孕妇、孩子、残疾人等，现
在还要多加关注一些“低头
党”，也就是那些玩手机的乘
客，这些都是容易发生车内摔
伤的重点群体。

会议最后刘经理指出，针
对预防疲劳驾驶，抓紧对驾
驶员行为预警监控的验收，
尽快启动，依靠高科技设备
代替人工，各队要认真全面
了解掌握驾驶员生活作息情
况、情绪问题、身体问题；加
强驾驶员安全意识培训，从
入职培训入手。对车内摔伤
事 故 制 定 标 准 ，列 入 违 纪
项。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安
全培训、安全管理要以人为
本，讲究实效，注重方法，要
因人而教，因人而管。决不
能生冷硬粗，以罚代管，以批
代管，更不能放手不管。

长管长严，警钟长鸣。为
做好春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夯实安全责任，预防各类交通
事故及安全隐患。3 月 17 日
下午，公司邀请康巴什区交警
队岗勤四中队警员，组织不当
班驾驶员开展了安全宣讲活
动，有效的提升了职工交通安
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活动首先观看了警示教
育宣传片，随后对不同天气中

安全驾驶知识、遇到危险后应
掌握的技巧及驾车出行交通
安全常识等几个方面进行了
讲解。同时，民警针对驾驶员
可能存在的驾车不良习惯、超
速行驶及春季天气易犯困等
影响安全行车因素提出了诸
多建议。会议要求广大驾驶
员要强化责任意识，时刻把交
通安全放在心上，不管何时不
能有丝毫的麻痹松懈思想，要

切实绷紧交通安全弦，把好手
中的方向盘。

世间事作于细成于严。
近年来公司利用开展的各类
活动契机，着力多措并举在公
司上下形成“人人管安全、安
全为人人”的良好氛围。多一
层监督，就多一层保护，通过
此次交通安全宣传，公司安全
管理人员及驾驶员纷纷表示，
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

安全管理，提高驾驶员的交通
安全意识，自觉遵守安全行车
规定，杜绝危险驾驶行为，共
同预防各类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

常言到“练就金刚身，
不怕百毒侵”，提高自身安全
防控“免疫力”，筑牢安全防
线，防患于未然，竭力为市
民出行提供便捷、安全的出
行服务。

夯实责任：提高安全防控“免疫力”
——阿康公司邀请康巴什区交警队开展安全宣讲活动

因人而教因人而管
安全管理要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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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源头管控为抓手
确保安全起实效

张洪伟，男，1966 年 4 月出生，汉族，
2015 年 9 月进入东胜公交公司，现为 3 路
公交车驾驶员。张师傅自入职公司以来
立足驾驶员岗位的工作特点，勤奋工作、
诚恳待人，自觉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和
工作纪律，不当班期间张师傅积极参加公
司组织的培训学习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素
质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和工作效率；张师傅认真学习和钻研驾驶
专业知识，始终牢记着“行车万里，安全第
一”的目标，在日常工作中爱护车辆，对所
驾驶的车辆及时检查、维修，每天做好对

车辆的清洁工作，做到车子每日如新，认
真做好安全防范措施，预防安全隐患，时
刻提高警惕，确保安全出车，文明驾车；张
师傅深知作为一名驾驶员的工作职责，在
工作中张师傅严格执行公司的各项规章
制度，遵循职业道德规范，任劳任怨，坚持
个人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只要有需要时早
晚或节假日都能随叫随到。

张师傅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将会继续发
扬自身优势，克服工作之中的不足之处，努
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进一步增强服务意
识，争取为公司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21年3月15日上午，毛先生将一面
写有“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的锦旗送到了
东胜公司运行队，对公交司机问瑞师傅表
示感谢。

笔者向驾驶员问师傅了解到，3月15
日上午，她驾驶 32 路公交车到达鼎晨家
园终点、打扫车厢卫生时，发现座椅上有
一部手机，但由于高峰期运行时间较为紧
张，没有时间联系失主，但立刻上报了管
辖调度，待其行驶至联丰大厦终点时，发
现手机上好多未接来电，问师傅马上拿起
自己的电话联系失主，最后失主在维力西
集团站点取走了手机。

笔者在和失主毛先生交流的过程中，
毛先生说道：“一部手机虽然不值多少钱，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手机里的那些照片真
的是特别重要，承载着好多美好回忆，还
好找到了，问师傅的思想真好，请代我谢

谢那位师傅了，也谢谢你们公交公司”。

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但
问师傅拾金不昧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失
主的点赞，也为城市增添了一份温暖，
希望更多司机师傅们能向问师傅学习这
种拾金不昧的精神，让我们的城市更加
文明、温暖。

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

星级驾驶员郭建文

星级驾驶员张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