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8 日，东胜公司在苏家渠综
合办公大楼 6 楼会议室召开行政工作
例会。

会议一开始，刘俊斌经理根据集
团人员任免的文件宣读了公司内部人
员分工调整的相关事宜，要求各岗位
变动人员做好交接工作，避免出现工
作遗漏、不清晰等问题。

会上，经理刘俊斌强调，为了便于
各线路驾驶员能够通过公司张贴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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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运行队长需要定期排查线路隐
患站点，及时更新隐患站点信息及面
签室隐患图，提高安全意识；做好安全
文化建设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在停车
场等地的空白墙面及其他较明显的地
方张贴或涂染动画广告，让每个员工
清楚明了的看到安全文化宣传，把安
全放在工作首位，只有打好安全的基
础，公司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做好冬季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各运行队尤其要

重视对新入职驾驶员的指导培训，对
于冬季特殊天气、特殊路面、侧滑等安
全问题应如何处理，对老驾驶员做到
及时提醒，切勿轻视安全工作。

接着，副经理李景瑞对上半年安
全工作进
行效果评
估 ，并 对
下一步重
点工作进
行 安 排 。
上半年公
司调整建
立了安全
机 制 ，进
行了组织
架构及人
员分工调
整 ，压 实
安全主体
责 任 ，改

革、落实了东胜公司团队 PK 机制，转
变安全考核模式；修订完善安全制度，
研究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安全管控措
施，通过组织召开安全研讨专项会议，

结合安全发展形势，从疲劳、追尾、摔
伤、刮碰四类主要事故进行分析，拟定
出台了“东胜公司安全管控清单”，清
单中共制定各项预防措施 13 项，并下
发各运行队、安全科、调度中心执行，
做好检查跟踪考核工作。上半年公司
出台了一系列安全方案、制度和措施，
在做好评估工作的基础上，下半年需
重点跟进措施落地工作。历年来，进
入冬季后安全事故发生频率增高、损
失大，公司在此阶段仍存在较大的安
全下行风险，因此，冬季安全防控为我
公司下一步安全管控的重大课题，需
进行重点研究；夜班公交运营管理监
管相对薄弱，缺少有效监管措施，需尽
快出台相关管控措施，完善夜间管理
制度。

此次工作会议旨在进一步强化运
调管理人员工作重点，对各项工作进
行的流程进行标准化，为我公司日后
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9月20日，锡盟交通运输局局长蒋涛
同志带队，副局长贾永胜、安监办科长李晓
青、锡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涛等工作人员一
行，对锡市天安公交总公司开展了中秋、国
庆节前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督导的检查。

此次检查主要对企业主体安全责任、
安全管理措施、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调度
监控、GPS 运行情况进行抽查。检查过程
中，盟交通运输局蒋涛局长就节前道路运

输安全工作提了三点要求，一是全力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鼠疫防控工作，特别强
调乘车佩戴口罩，坚决切断疫情通过交通
运输工具传播的途径；二是要对新安全法
开展学习、宣传，加强对驾驶员的思想培
训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三是要严格落实
运输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开展好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和超速超载
行为，加强监控预警的处罚，防止车辆“带

病”营运，切实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通过此次盟市两级领导对交通运输

行业安全生产的督导检查，进一步规范了
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企业自觉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无小
事”的责任心，确保国庆中秋双节期间交
通运输行业安全有序运行，为全市人民群
众营造一个平安、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
环境。

锡市公司 安燕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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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胜公司 高梦蕊报道

企 业 至 上

制 度 为 王

为保障国庆节假日
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进
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夯实安全生产基础，防范
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
发生，东胜公司结合专项
整治以及专项检查等相
关文件要求，开展节前安
全生产大检查。

公司安全科从完善
安全管理工作台账、车辆
档案、驾驶员档案、培训
例会记录等资料着手，一
线管理人员重点从车辆
安全运输状况和安全教
育培训着手，调度中心动
态监控驾驶员记录等工
作进行排查。针对“国庆
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公
司还提出几点要求，一是
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认真做好“节”
前有关运输保障和安全
管理工作，从源头上把好
安全关，将各项安全措施
落到实处；二是加强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机制，高度
重视车辆安全管理工作，
严禁“带病”车辆上路行
驶 ，杜 绝 各 类 事 故 的 发
生；三是对驾驶员资格审
查要严格把关，加强从业
人员安全教育力度，强化
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
坚决抵制疲劳驾驶、超速
行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倡
导文明行车，确保生产工
作秩序稳定；四是加强国
庆假期间安全管理和疫
情防控工作；五是做好假
期值班等应急管理工作。

近日，维修中心车间
副主任翟程组织技师及各
班组长对苏家渠维修车间
设施设备进行集中排查。
在此次排查过程中发现苏
家渠维修车间电动卷帘门
部分钢丝局部出现断丝现
象。因小修车间卷帘门启
动较为频繁，进出车间人
员及车辆流量较大，如遇
钢丝绳断裂，将会导致卷
帘门直接滑落，极易造成
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存
在极大安全隐患，车间副
主任翟程将存在问题立即
上报，公司领导要求迅速
对小修车间所有卷帘门的
钢丝绳进行更换。

维修中心车间副主任
翟程及时组织人员对隐患

进行整改，为加大钢丝绳
的承载能力，此次更换的
钢丝绳由原来 4mm 加粗
至 6mm，共更换钢丝绳
16 根 ， 总 计 124 米 ， 同
时，对电动卷帘门其他零
部件进行了全面检查及维
护。因涉及高空作业，车
间副主任翟程现场指挥，
要求维修人员佩戴好安全
防护装置及安全绳，并严
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
作业。

此项排查，消除了设
备隐患可能引发的事故，
营造了现场良好的生产环
境和工作氛围，确保了设
备正常运行，保障了员工
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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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创城工作，同
时，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9月9日，
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新吉乐
图一行领导到北区综合楼进行疫情防
控及创城工作指导，公司经理张云及
副经理陪同。

检查中主管部门强调，公交车代

表着城市流动的形象和风景，是推进
创城工作的重要点位之一。目前是创
城攻坚阶段，大家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企业要把创城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来抓。其次要做到行之有效，随时根
据创城组要求及注意事项进行落实，
日常加大宣传力度，切实做到全员参

与创城工作。第三是要统一思想，形
成创城合力，加大力度全面推进，力争
零扣分。第四是疫情防控方面继续做
好、做实、做紧，常态化管理，根据全国
疫情情况随时进行调整把控。第五是
压实疫情防控责任，查漏补缺不留死
角，不松懈、不大意，做好环境消杀、通

风工作，筑牢防疫屏障。
通过本次检查，公司以“创城”为

切入点、以“防控”为着力点，针对存在
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整改，
进一步打造优质乘车环境，提升市民
满意度，确保高质量、高标准的推进常
态化“创城+防控”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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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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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到来之际，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公
交车辆安全生产运营及疫情防控工作,确保节
日期间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有
序。9月29日，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城市公共交通分中心、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康巴什区大队、康巴什区应急
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对我公司开展了节前安
全及疫情防控大检查。公司经理张云、副经理
贺永飞陪同。

检查组首先详细了解了员工的上班安
排、安全管控、疫情防控等情况，实地检查
了场站、办公区域及车辆的环境消杀、车辆

运营及安全措施、车辆日常疫情防控及人员
疫情防控措施等，并对近期下达的文件传阅
和学习情况进行了检查，对文件要求的整改
情况进行跟踪督查。

期间，检查组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进
行了强调，要求进行强化和改进，确保从细处
着力，压实各岗人员责任，进一步抓实、抓细、
抓严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和疫情防控工作。同
时还特别指出，节日期间客流量加大，做好、做
实、做细防控措施，做好值班值守，为大家度过
一个祥和的节日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出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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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车间设施设备
集中排查

综合服务公司 王静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