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升团队间的互助协
作能力，调节工作压力，培养
员工果敢、主动、坚毅的心理
素质，营造激情、责任、快乐的
工作氛围，东胜公司于 3 月 13
日开展了以“砥砺奋进开新
局，凝心聚力再出发”为主题
的团建活动，旨在丰富员工业
余生活，进一步加强团队凝聚
力，激励员工主动找方法、找
思路、找举措，化压力为动力，
保持思想不松、目标不变、力
度不减，力争更好地完成 2021
年各项指标任务。

活动当天，各位同事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和满怀期待的
心情一起出发，经过20分钟的
车程来到了活动基地。在正
式活动开始之前，李景瑞副经
理通过一系列幽默风趣的互
动将队员们带入团建活动氛
围中，活动分为四组进行比
拼。四支队伍分别参与了踢
毽子、滚雪球、企业漫步、猜拳

过河、筷子传纸杯、气球运杯、
羽毛球、踩气球等项目的比
拼，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团队活
动项目激发了大家浓厚的兴
趣与热情，在交叉进行的活动
体验过程中，团队成员们在共
同配合下，攻克了一个个项
目，同时也训练了队员的团队
协作、责任意识，在比赛的过
程中四支队伍你追我赶，经过
激烈的比拼运行四队以优异
的总成绩获得第一名，接着四
支队伍的代表分别分享了该
活动的心得体会。

活动结束后，刘俊斌经理
为本次团建活动做了总结讲
话，刘经理指出：“接管东胜公
司三个多月以来，对公司整体
业务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重新
审视，结合本人这些年来在不
同行业的工作经历，发现公司
还保留着很多的好经验、好做
法，同时也发现一些存在问
题。自接管东胜公司以来，先

后经历了疫情防控、春运及春
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社
保公积金等遗留问题的处理，
看到了公司各级员工兢兢业
业，辛劳付出，每天奔波于公
交运营一线，确保了公交运营
安全有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健康、平安、畅顺、智慧、温馨
的春运出行。同时，通过安排
管理人员对公司现有机构体
系进行梳理，发现运调管理人
员日常工作量较大，同一运调
队内存在各级运行管理人员
之间工作协同性差的问题，为
改变现状，组织各副经理对运
行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做了分
解，对原有组织架构体系进行
了改革，实现岗位人员的合理
匹配”。

本次活动结束以后，当大
家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
岗位和工作环境时，只要我们
坚持互助互信的团队精神，把
每一件工作都当作是拓展训

练中的每一次挑战，就没有战
胜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解决不
了的问题！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此次团队建
设活动给全体人员的工作内
容添加了不一样的色彩，不仅
是一次简单的游戏，更是一场
心灵的洗礼，一种理念的传
递。给全体参加人员营造了
一种家的文化和归属感。虽
然活动只有短短的一天，但紧
张、欢乐的氛围将环绕在每位
员工的心中，让大家意犹未尽
的同时也让每位员工对团队、
责任有了更深的认识，增强了
公司员工对公司、团队和同事
的信任和凝聚力，培养协作精
神，促进沟通交流，形成合作
默契，确保员工能够以更加积
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和工
作，能够“常怀感恩之心，常念
相助之情”。

2021年3月31日

·激情 创新 执行·

7 专 题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深深镌刻在
年轮上，铭记着我们的奋进与担当。
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感受到了太
多，付出坚守的太多；我们经历了前所
未遇的肺炎疫情，但我们在变局中步
履铿锵、迎难而上。

口罩遮住了我们的脸，却遮不住
公交人坚定的眼。一路走来，我们或
许是惊慌、自信，或许是挫折、欢喜，亦
或是紧张、泪水……。过去的一年，仿
佛浓缩了我们一生的境遇，我们感怀
过往、我们心存敬畏，回顾这“既艰难
又闪光”的昨天，我们始终眼里有光、
迎风向前。

“ 胸 中 有 丘 壑 ，凿 石 堆 山 河 ”。
2021 年，我们踏实而起，沉着前行，持
续发力，用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确
保各项工作按计划不停步、迈稳步，年
底都有新进步。

细化疫情防控措施 助推公司经营
管理

播种决定收获，汗水浇灌希望。
疫情之下，“静”有价值、“动”更显意
义，也许我们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我
们知道他们的职业，也许我们不知道
他们是谁，但我们知道他们的特征，车
厢内驾驶员脸上被口罩勒出的印痕，
线路管理人员臂膊上挂着的鲜红志愿

者袖标，保安师傅手上拿着的体温枪，
后勤管理员身后背着的消毒液喷壶
……。2020年逆行的背影中公交人没
有退后更没有畏惧，他们依旧坚守在
服务的车厢内，我们看到了他们关键
时刻的挺立姿态，我们注视到了他们
不离不弃的坚守身影，一个个岗位勾
勒出一幅幅动人而又真切的图景，托
举起了新时代的精神。也许我们之前
定义“英雄”的时候是不畏生死勇于搏
斗的警察同志、是为国坚守防线的武
警士兵，在经历了疫情之后，我们对英
雄有了更朴素的解读。

强化公司经营管理 促进生产平稳
有序

“稳”有举措、“进”有标尺。从疫
情开始“按下暂停“到“重启恢复”，从
正常运营后“开通夜公交”到“延线换
车”，一组组动态管控数据的背后折射
出了公司多措并举强化公交运营管理
的有效措施。这一年中，公司划小核
算单位将两司分开制定指标执行属地
负责制，强化企业经营管理角色；优化
线网调整车辆逐步完成伊 1 路、伊 3
路、伊5路、康4路、康7路的优化调整，
开通康 9 路定制公交及康 5 路夜班公
交，对部分车辆进行更新换代；从多渠
道增收创赢，争取市内租车业务、积极
宣传对外租赁北区综合楼部分公寓；

以队为单位建立线路成本控制数据
库，对大耗能车辆和人员分析原因对
症下药限期扭转，并将耗能扭转情况
与队长月度考核进行挂钩；成立技术
攻关小组，集中力量处理车辆的疑难
杂症，成功攻破高耗能车辆问题。

一个脚印是印记，一长串脚印就
是刻度。数据让我们看到的是管理的
成效，而成效中映射的是公交人的坚
守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奋进。

狠抓安全生产管理 夯实防控基
础工作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2020
年公司始终坚持以安全生产为保障，
优质服务促提高，筑牢安全和服务共
同基础，打造公共交通强劲引擎。从
车到人、从线路到场站，“以点布线、以
线构面、以面织体”的做实做细安全管
控工作，拉紧安全防控纽带，为公司安
全生产浇筑坚实基座。想要安全工作
做的好，思想工作从始至终不能有松
懈，公司从安全态度教育、安全知识教
育和应急技能培训入手开展培训，同
时让全体驾驶员加入交警队安全事故
警示微信群，及时了解旗区内重大事
故和典型事故情况，学习安全驾驶技
巧，提升安全意识；围绕“人、车、线
路 、场站”建立《重大危险源管控台
账》，通过梳理安全隐患点，做到针对

性追踪管控；强化安全问责与处罚，增
强员工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自我保护
意识，实现常态化管理，真正起到警示
震慑作用；落实《事故责任追究管理办
法》，对可避免的无责事故启动责任倒
查机制，强化各级管理人员和一线驾
驶员的安全意识，杜绝同样的事故再
次发生；按照安全网格化管理要求，分
区化片定人定责，安全岗位职责制度
上墙、组织机构职责划分上墙、警示标
语操作规程上墙，促使员工强化安全
意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

千帆竞发，勇进者胜。阿康公司
在安全管控工作方面严防严控，2020
年全年无损失万元以上的责任性事
故，同时获得了区交警大队颁发的“安
全文明示范单位”称号，驾驶员于德江
获得“安全模范驾驶员”称号。

优化服务标准管理 助力运营管
理提升

奇 迹 的 起 笔 处 ，往 往“ 困 难 重
重”。如何提升运营服务质量？关键
是要找准支点、建好节点，2020 年阿
康公司在服务管理方面更是下足了

“功夫”。强化制度执行严格落实《驾
驶员服务标准》、《驾驶员分类管理办
法》、《运营车辆调度管理补充规定》
等，唱响优化服务标准进行曲；改进旧
局找到突破点，如两地备用车实现共

用、减少下线率等，开启助力新起点。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阿康公司服务
管理工作从细节入手，给乘客提供贴
心、周到的服务，工作中也不断涌现出
一批批优秀员工。2020 年，康巴什公
司驾驶员魏媛、赵焕晓、琴琴三名员工
以优质的服务、热情的工作态度在康
巴什区妇联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授予

“巾帼英雄”荣誉称号。
抓党风行风建设 全面推进团队

创建
“什么样的路况挂什么挡”。2020

年阿康公司将党员建设、职工团建、企
业文化建设及文明创建工作与公司各
项业务工作相结合，使其贯穿到各项
实际工作中，力求统筹兼顾、精心组
织。年初疫情期间组织13人积极参加
抗疫志愿活动，党员发挥带头作用到
多个社区站岗排查、入户调查等长达
半个月，并获得康巴什区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和区交通运输局颁发
的“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称号；积极组
织和参加各类创建活动，如“安全进校
园”、“百日安全行动”、“绿色出行日”、

“节能增效宣传活动”等，以活动为契
机增加团队凝聚力；优化人力资源配
置，促进员工“一专多能”，按照岗位编
制对部分岗位及人员进行调整和重新
配置，保障工作有效开展的同时，控制

人力成本，提高员工能动性；完善公司
选人用人方式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
聘、述职、现场答辩和闭卷考试等流程
实行人才的动态管理，将合适的人放
在合适的岗位；以团为单位组建团队，
制定口号、目标、海报，各团队根据各
自情况组织团建活动，通过在线知识
竞答、技能比武、座谈访谈、慰问走访
等多种形式，推进团队创建；组织企业
文化宣讲、企业文化墙打造、参加知识
竞答等活动，让员工对企业文化的理
解从文化层面转化到行为当中。

2020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
2020年，是革新奋进的一年。
2020年，是攻坚克难的一年。
昨天的印记，已成为今天的激

励。回顾这一年，我们心中有目标、肩
上有责任、脚下有力量，我们不曾忘记
共同跨越的经历，更牵念一路上脚步
匆匆的你们，我们深深体悟到，因为大
家同心同德、稳中求进的团结，因为大
家挖潜拓新、节支增收的协作，这也势
必将以更坚实的基础带领公司在新的
一年开启新的征程。2021年让“规划”
的光芒对上“落地”的车厢，用公交人
的智慧和坚强在建党百年时书写天安
新辉煌！

做实做细“绣花”功夫 深耕厚植经营管理

阿康公司 王乐

通勤公司 思旭甫

东胜公司 高梦蕊

——2020年阿康公司经营管理纪实

2021年3月24日，天安天然气公司与和睦社区、环卫局、东青小学共同组织
了以“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行动”为主题的公益活动。

上午 9:30 分，
从自来水厂出发
一直到天然气公
司南大门口，所有
参加人员一丝不
苟地捡垃圾，活动
中，我公司员工积
极参与其中，将公
司南墙外常年积
累 垃 圾 清 理 干
净。此次志愿活
动让每一个员工
用实际行动见证
了“热爱环境、拒
绝 污 染 、从 我 做
起，共同建设美丽
东胜”的环保理念。

根据集团 2021 年企业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求，3 月 25 日，天安集
团2021年度“EAP员工关爱服务”系列培训正式启动，培训第一阶段
以“提升团队合作精神，形成团体意识”为主题，采取团体辅导与面
对面心理咨询相结合的方式，由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EPA咨询师郝慧聆老师进行现场授课，并一对一解
答问题。

目前集团已有近 200 名员工参加了此次活动，后期集团行政人
事部将陆续在各分公司推进培训计划，针对个性化需求，综合运用
团体辅导、心理行为训练、减压活动等形式开展主题活动，进一步提
升员工的心理资本和管理效能，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与成长。

党工部 杜敏

砥砺奋进开新局
凝心聚力再出发

2021 年 3 月 29 日 晚 ，根 据 公 司
2021 年度《天安通勤租车总公司企业
文化建设实施方案》工作部署，公司组
织所有人员进行企业文化理念、使命
愿景宣讲，此次宣讲由公司总经理杜
志强主讲，采取现场+直播形式，具体
就公司核心价值观、安全理念、服务理
念及使命愿景进行了整体阐述。

宣讲会上，公司总经理表示：公司
为深入贯彻“用文化管企业”、“以文化
兴企业”的理念，全力推进企业文化建
设进度，提升广大职工幸福感、增强公
司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健康长足发
展，于 2020 年制定了公司理念及使命
愿景，公司全体人员应该将企业核心
理念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着力处，
深入践行“为客户提供安全优质的出
行服务”的使命，成为蒙陕晋客车租赁
服务第一品牌，继而走出三省，成为国

内客车租赁顶级服务商。要达成这样
的目标，需要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
人都能够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向着这
个目标奋斗努力，实现公司与个人齐

发展、共成长的愿望。

宣讲会后，公司总经理杜志强强
调，企业文化宣讲将作为一项常态化
工作进行下去，请各人员按照《天安通
勤租车总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实施方

案》规定，认真落实执行。

天然气公司 李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