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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 态

2021 年 4 月 23 日，为进一步
完善、规范公司档案管理制度，
优化档案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提
高档案使用价值和利用率，鄂市
公交总公司综合办组织各部室、
各分公司相关人员对档案管理
进行交流学习。阿康公司综合
干事王乐作为主讲人，分别从人
员档案资料明细、电子资料档案
归类、工作时间安排、办公软件
小技巧等几方面进行经验分享，

各单位普遍反响较好。同时，各
运营公司针对共性工作如何提
高准确率与工作效率进行了交
流与探讨。

此次交流分享提倡各单位
从源头加强档案收集与管理，应
归尽归、应收尽收；认真查找不
足，针对好的经验和方法要大力
推广试行，共同推进档案管理系
统的建立与完善，努力将公司档
案管理打造成为集团亮点工作。

夜游康城，公交等你回家。随
着天气逐渐转暖，人们夜间出行也
逐渐增多，为高质量助力我区夜间
经济提质升级，进一步方便高新园
区、神华康城片区等市民以及旅游
人群的公共出行需求，凸显“公交
为民”的服务宗旨。康巴什公司于
4 月 5 日开通了康 3 路夜班公交线
路，公交运营走向保持不变，运营
时间延长至晚上十点二十六分，这

是继去年开通康5路夜班公交线路
之后公司又一次深化服务、延长运
营时间的新举措。

同时，为了更广泛的宣传公交
延时服务，公司安排运行管理人员
提前向市民发放宣传单并在微信
公众平台上发布有关信息，让市民
夜间出行多了一种选择，也让公交
服务下班后“不打烊”！

4月14日，阿康公司召开2021
年度第四次安全例会，会议由安全
科长赵云主持，公司经理张云、副
经理张静、刘明辉及部分驾驶员参
会。会上通过事故分析及案例视
频观看等让驾驶员提高安全意识，
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严防各类事
故发生。会议强调，驾驶员在做好
个人防护的同时还需做好乘客的
实名登记、车辆消毒等疫情防控相

关工作。
会议期间公司通报表扬了贾

树宙同志助人为乐的先进事迹并
对其进行了表彰。公司经理张云
强调，贾树宙同志对素未谋面的陌
生人施以援手，充分展现了公交人
的高尚品格。他的做法为公司各
岗位人员树立了榜样，带来了积
极、正面的社会影响，我们应该广
泛宣传、大力推广。

（本报讯 东胜公司赵星）为
落实 3 月 24 日公交总公司安全研
讨会议上关于防摔伤事故预防措
施的有关精神，2021 年 4 月 19 日
起，东胜公司启动《公交车辆预防
摔伤事故》常态化专项检查工作。
公司通过安全例会强化员工的服
务意识，规范驾驶员的操作流程，
并结合现场检查调度实时后台监
控，确保公交车辆运输安全稳定，

切实把预防摔伤事故落到实处，给
广大市民提供安全舒适快捷的公
交出行环境。

此次检查要求工作人员深入
公交站点现场，对过往大型复合站
点的每一辆公交车进行仔细排查
并维护现场秩序，对当班驾驶员进
行预防摔伤措施的宣传，保证每一
位高龄老人及不方便的乘客上车
时，驾驶员能主动询问其到什么地

方下车，嘱咐其扶好站稳，如没有
空位，驾驶员要提醒其他乘客为老
年人让座，待老年人坐稳后，方可
起步。同时东胜公司安全科进行
全面跟踪监督，确保专项检查真正
落到实处。

本次专项检查工作实现了队
长 100%上岗检查，并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通报处理。通过此次专项
检查运行管理人员能够做到及时

发现、及时整改，充分让驾驶员意
识到公司对摔伤事故的预防重视
程度,树立防摔伤的安全意识，并
严格落实公司安全研讨会关于防
摔伤事故的预防措施，有效控制摔
伤事故发生，做到从源头降低摔伤
事故的发生，使得全体公交从业人
员的安全责任意识得到了进一步
提升，有助于公司安全生产形势的
稳定持续开展。

（本报讯 东胜公司高梦蕊）
为规范公司内部管理、加强驾驶员
专业化培训，加大安全监管力度，
东胜公司于4月14日对《驾驶员安
全动态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进行
了修订完善。

制度旨在保障对驾驶员动态
监督管理的及时、高效，建立健

全预警机构和保证体系，根据驾
驶员事故起数 （损失）、安全 （营
运） 违纪次数、服务投诉等情况
将驾驶员分为“红、黄、绿”三
个级别，即：红色重点管控、黄
色加强监督、绿色常态管理，并
根据驾驶员动态管理级别拟定相
关的培训计划，分为理论知识和

实操技能两项，同时利用先进工
作室驾驶员的引领示范作用，加
强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提高违纪
驾驶员的整体水平。

安全管理工作的内容是全面
的，不仅要事中把关，事后检查、处
理、改进，还要进行事前预防。《驾
驶员安全动态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的确立，明确了驾驶员动态管
理的流程，规范了动态管理的内
容、方法及结果应用。避免了管理
人员疲于奔命，东边“着火”赶到东
边“救火”，西边“洪水泛监”赶到西
边“抗洪”，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
里“抢险”，最终偏离了安全管理的
初衷和方向。

——东胜公司强化内部管理系列之驾驶员动态管理

防微杜渐 优在未萌
企业的发展靠的是员工的奉

献，而员工的奉献又离不开企业的
不断激励。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
外地员工的住宿条件，减轻员工租
房负担，提高公司福利水平。综合
服务公司向集团总部申请将苏家
渠公寓内部员工住宿补贴政策进
行调整，根据集团领导批示的意
见，4 月 15 日起，苏家渠公寓内部

员工住宿优惠补贴政策由原来的
优惠20%调整为30%。

此次公寓优惠补贴政策调整
后，内部职工住宿公寓的价格每
年大约节省 1200 元-1500 元。综
合服务公司在集团公司的领导与
支持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多
方面关心职工生活，为职工办好
事办实事。

东胜公司开展车内防摔伤
专项检查

阿康公司召开
驾驶员安全例会

鄂市公交总公司举办
档案管理工作现场交流会

综合办 王婷报道

“夜”公交
带您领略康城人间

“烟火气”

阿康公司 王乐报道

4月21日上午，天然气公司组
织全体职工召开了一季度工作会
议，会上，公司经理曹利平向全体
职工总结了一季度重点工作完成
情况并安排了二季度重点工作计
划，希望全体职工齐心协力，使二
季度的营收利润实现稳中有升。

曹经理指出，天然气公司第一
季度的重点工作开展较为顺利，一
是顺利完成了公司的安全现状评
估工作；二是顺利完成了燃气经营
许可证的换证工作；三是安全标准
化自评工作告一段落，4 月底向住
建局提交自评报告；四是与和睦社
区共同组织开展了公益性团建活
动。同时，公司各项内部管理工作
也有条不紊进行，为 2021 年整体
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曹经理强调，二季度各岗位不

仅要按计划有序开展本职工作，更
要在经营方面群策群力，努力使二
季度的营收利润实现提升。首先，
一线职工要提升服务质量、做好服
务工作，用服务创造效益；管理人
员应激发自身潜力、提高经营理
念，随时为公司出谋划策；其次，全
体职工要有集约经营的思想意识，
共同做好开源节流工作，全面提高
利润收入。

会议最后，曹经理希望在提高
公司经营管理和利润收入的同时，
更应该做好团队建设工作，因为团
队才是公司发展的核心。所以，公
司决定从5月份开始，由行政人员
带头开展 2021 年企业文化宣讲工

作，希望全
体 职 工 高
度 重 视 企
业 文 化 宣
讲工作，不
仅 要 提 高
宣 讲 质 量
水平，更应
该 借 此 机
会 提 高 自
身 的 表 达
能 力 和 演
讲水平，同
时 也 要 进
一 步 加 深
对团队、对
企业文化和制度的了解。

天然气公司召开第一季度
工作总结会

天然气公司 李忠报道

心系职工办实事

综合服务公司 夏巧梅报道

给城市增添绿色，使我们的生
活环境更加美丽，近日，锡市天安
公交总公司组织了题为“青山绿水
蓝天 共创美好明天”的植树活动。

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锡市
天安公交总公司组织公司员工在
西区场站开展了植树团建活动，大

家积极参与、热情高涨，一部分人
修剪树苗多余根部，另一部分人挖
坑施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
棵棵希望的小树苗栽植在西区场
站绿化带内。

此次团建活动，共种植松树苗
约400株。

青山绿水蓝天
共创美好明天

阿康公司 赵变如、高宇报道

锡市公司 安燕妮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