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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办综合办 燕慧敏报道燕慧敏报道

根据公交总公司会议要求，四季度主要围绕“回头看、去库存、作
总结、作冲刺”进行。10月27日，经与技师和各班组长研究、讨论后，
利用库存积压的电源转换器，将车内 24V 电转换为 12V 电，从而消耗
库内积压的12V暖风风扇，下一步将继续研究使用库内积压的12V暖
风风机，使原积压的无法使用的12V配件得到有效消耗，避免配件浪
费，通过配件改造再利用，有效降低库存。

防患于未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熟知的常识，综合服务公司始终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十二字方针，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秋冬季节气候干燥，也许一个小小的烟头就会点燃枯草，极易引
发火灾从而造成人身以及财产损失。近期，综合服务公司物业中心主
任组织工作人员对苏家渠、杨家渠场站内的杂草进行了全面清除，并
将清除后的杂草集中进行了处理。

简 讯

综合服务公司综合服务公司 祁宇报道祁宇报道

综合服务公司综合服务公司 王喜勇报道王喜勇报道

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力度，切实
巩固防疫成果，10月25日，东康公司
紧急召开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议。

会上传达了上级主管部门下发
的疫情防控相关文件，并强调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要密切关
注疫情形势变化。

认真执行车厢、场站、办公区等
重点区域消毒以及人员体温检测等
疫情防控措施；

严格按规定正确佩戴口罩，乘
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认真监督佩
戴口罩情况，并耐心做好沟通解释
工作；

严格落实行程码、健康码查验
工作，做好实名登记工作；

车内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进行消毒，并及时填写消毒表；

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确保
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会后，各级管理人员迅速到达

公交首末站，坚守岗位并进行防疫
宣传和检查，充分利用微信工作群
发布疫情防控要求，及时将会议精
神传达到每一个人，并督导每位驾
驶员加强自身防控，按规定佩戴口
罩上岗，勤洗手，切勿存在侥幸心
理，切实巩固防疫成果。

10 月 26 日、27 日，学习强企
项目办举办了第一期《天安商学
院系统培训会》，东胜、东康、阿
康三家公司的后台管理员及车
队长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主
要围绕专项考测所涉及到的“考
试数据的查询与应用”展开。学
习强企项目办成员崔美叶为主
讲老师，她细致的讲解了各项数
据的由来和作用，重点讲解了

“考试详情”与“错题录”两项内
容，讲解深入细致，在场学员全
神贯注的倾听并不时的点头。

此次培训能够帮助管理员
在考试期间熟练查询考测进度
及各项考测相关数据；在考试结
束后查询考试整体信息和驾驶
员个人报告，精准把握驾驶员易
错试题，分析由此易导致的违纪
与事故等问题。

通过开展《天安商学院系统
培训会》，动员各公司参与进来，
充分发挥各公司管理员及车队
长的作用，最终达成“以考测促
学习，以学习提素质，以素质升
绩效”的长远目标。

10月22日下午，康巴什区应急管理局到康巴什公司进行了安全生
产工作检查，检查组重点查看了公司新签订的责任状、各项安全规章
制度、现场隐患排查表、车辆安全检查表、早晚收发车检查表、应急预
案等相关台账以及各项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企业安全工作开
展情况，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狠
抓工作措施提高安全生产水平。10
月 14 日，督查组一行领导到康巴什
公司进行了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
查，公司经理张云、副经理贺永飞和
赵玉红陪同。

督导组一行首先来到公司的停

车场进行了检查，随后在会议室通报
了东胜区汇能巴隆图煤矿事故，并传
达了安全生产会议精神。之后公司
经理从公司管理体系、职工安全教育
培训、隐患排查、文件学习传达等多
方面向督导组汇报了近期工作部署
及开展情况。

督导组充分肯定了公司的安全

生产工作，强调公交安全责任重大，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和站位，严格落
实工作职责，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
意识，切实提高现场检查、运营管
理、安全管控等工作，环环相扣、人
人负责，做到安全无死角、无盲区，
同时对疫情防控工作做到常态化管
理和预防，确保安全生产形式持续

稳定，公交运行正常。
最后，督导组强调：公司要深入

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重
要论述精神，严格按照上级领导的
批示精神和指示要求，把安全生产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高度重视和警
醒，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吸取事故
教训，举一反三。

康巴什公司认真做好
督查公交安全隐患的迎检工作

10月25日，阿康公司参加伊旗、康巴什两旗区主管部门疫情防控
部署会议。会议要求，必须按照疫情防控推送的信息和要求全面进行
排查，从严从快流调溯源，确保不漏一人。要把握重点，对机场、车站、
医院、学校、饭店、超市等重点场所，严格落实疫情管控措施，筑牢疫情
防线。

为加强职工与公司管理层的有
效沟通，聆听基层职工的声音，切实
帮助广大职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更好地促进公交总公司健
康发展，10月20日，综合办副主任韩

杰主持召开民主生活座谈会，听取各
公司、部室职工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会上10名代表围绕职工薪酬、福
利待遇、运营管理、食宿环境、团队建
设、后勤保障等问题畅所欲言，提出

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综合办副
主任韩杰对大家所提出的问题一一
作出答复。本次座谈会现场氛围融
洽，各代表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与生
活经历深入思考，提出的问题具有现

实性，反映了职工群众的心声。综合
办副主任韩杰表示，一定会认真采纳
大家的建议，会后将仔细梳理问题，
重新审视工作方法，不断推进各项工
作向好的方向发展。

鄂市公交总公司组织召开
民主生活座谈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集团《干部管
理制度》相关要求，综合服务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下午组织开展管
理干部述职工作，公司全体行政人
员参加。

此次干部述职与 9 月行政人员
绩效考核审评会同时召开，由公司
四职等及以下干部进行述职，述职
内容为9月工作开展情况及10月工
作计划，每位干部述职完毕后，公司

经理对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点评。
干部述职以月度形式开展，可

以让公司负责人及时了解各管理干
部工作进展状况，有利于进一步把
责任明确到位，进一步把问题解决

到位；各级干部通过述职，能够找出
工作中的问题与不足，从而及时调
整工作方向及思路，使自己的工作
水平更上一层楼。

综合服务公司开展管理干部
述职工作

综合服务公司综合服务公司 任淑媛报道任淑媛报道

10月29日上午，康巴什区交通运输局和文旅集团现
场调研旅游观光线路。

阿康公司阿康公司 王乐报道王乐报道

为进一步加强兄弟单位之间的合
作、交流与互助，充分发挥我公司人
力、技术以及对各类设施、设备维护等
方面的优势，10月16日，综合服务公
司组织人员深入达拉特旗赛宝音牧业
开展“兄弟单位帮扶活动”，此次活动
的主题为“同帮互助，凝心聚力”。

10月16日早6：40分，公司人员
准时到达苏家渠场站集合，清点人
数后于 7:10 统一乘坐大巴车前往目
的地。为保障本次活动安全、有序
进行，活动特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公
司经理尹世庆统一指挥。综合办主
任勾浩然提前与赛宝音牧业场长赵
小东沟通，就此次帮扶活动的具体
项目进行对接，便于公司提前准备
所需的各种工具。同时，根据各团
队人员配置以及具体帮扶项目的实
际工作量大小，进行任务分工。

到达目的地后，大家首先参观

了牧场，赛宝音牧业场长赵小东详
细介绍了牧场目前的发展规模及具
体情况；小牛整个出栏过程及周期；
现有小牛的种类；自行研制饲草饲
料的加工、配置及小牛喂养注意事
项等。赵场长说：“赛宝音牧业从建
场初期的 12 头牛逐渐发展到目前
690余头，已初具规模。从不懂到专
业，这条艰辛之路背后离不开各岗
位人员的辛苦付出，在特别艰苦的
条件下，大家克服困难、共度难关。”
综合服务公司部分领导及人员曾经
参与赛宝音牧业初期建场工作，大
家对赵场长所提到的初期困难及艰
辛感同身受。赵场长还讲述了自已
在牧场亲身经历的一些“糗事”：由
于受客观条件影响，初期，牧场内的
基础设施较为简陋。刚来牧场不久
的一天凌晨，赵场长突然发现一头
牛走失了，牧场全员出动去找牛。

深更半夜，对周边环境又不太熟悉，
给“找牛”工作带来一定困难，还好
大家齐心协力，牛被找回来了，但赵
场长迟迟未归，电话联系才得知赵
场长“找不到家了”。

参观完牧场后，各团队根据工
作安排统一由各队负责人指挥开展
各项工作。同时，女同志及勤劳队
部分成员负责中午伙食的准备与制
作，各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工作开展
地有条不紊。

此次帮扶活动重点对牧场内的
电路隐患进行了排查与检修；对新
建牛舍内杂物进行了清理；对牧场
内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及车辆进行了
检修与维护；并对原有牛舍遮阳篷
进行了拆除。

本次活动以团队为单位，主要
成员为：综合服务公司“开拓者”队、

“精英”队、“集结号”队和“勤劳队”

成员，共40余人参加。劳作之后，还
组织了趣味比赛活动，最终“精英
队 ”获 胜 ，被 评 为 综 合 服 务 公 司

“2021 年度最具凝聚力团队”，由公
司经理尹世庆为获奖团队颁发了奖
杯及荣誉证书。

赛宝音牧业从建场至今与我公
司形成了长期互帮互助的良好关
系。通过与兄弟单位互助，也让大
家认识到不同岗位的工作性质差
异，同时也拉近了与兄弟单位之间
的友谊，形成了“同帮互助，凝心聚
力”的良好氛围。通过此次活动，切
实解决了兄弟单位基础建设存在的
实际困难，让团队成员能更深刻地
体验个人与企业之间，下级与上级
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唇齿相依的
关系，从而激发出团队更高昂的工
作热诚和拼搏创新的动力，使团队
更富凝聚力。

综合服务公司
组织开展“兄弟单位帮扶”活动

综合服务公司综合服务公司 王静报道王静报道

为了使职工服务更加高效、
便捷，9 月底综合服务公司物业
中心积极与农业银行对接，根据
公司就餐人员、场地等实际情况
引进了人工智能化服务——“智
慧食堂 APP”，经过前期反复调
试与测试，职工餐厅于10月份正
式启动人脸识别消费系统。

该系统的人脸辨识度极高，
识别“一张脸”平均小于 1 秒钟，
准确度超过 99.99%，且无须刷
卡，应用便捷，并达到极速结算
的目的，免接触，不用担心传染
病菌，就餐人员可通过“智慧食

堂”APP 在手机上随时自行充
值、报餐、查询余额，大量节约了
时间，彻底改变了以往固定时间
充值的局限性，告别了餐卡丢
失、补卡、刷卡失灵等现象的发
生，节约了制卡等物料成本，同
时，减少了财务人员与客服专员
采集数据、账务核对等环节，极
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目前正处于新旧系统转换
阶段，待转换完毕后，就餐人员
可实现提前一周报餐，同时还可
实现开餐前 2 小时取消就餐，避
免出现忘报、漏报、多报等现象。

阿康公司阿康公司 王乐报道王乐报道

防疫路上我们用行动捍卫职责

东康公司东康公司 侯程耀报道侯程耀报道

阿康公司阿康公司 王乐报道王乐报道

阿康公司阿康公司 高宇报道高宇报道

学习强企
协同推进

学习强企项目办 王婧颖

职工“智慧食堂”

综合服务公司综合服务公司 夏巧梅报道夏巧梅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