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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 运 输
第三十三期

六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 2017年 12月

本期内容提要：

＊ 市长毕小彬莅临客运南站督查文明创建工作

＊ 市委宣传部部长韩军莅临汽车客运南站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 省道路运输管理局领导赴客运南站检查指导工作

市长毕小彬莅临客运南站督查文明创建工作

12 月 11 日，市长毕小彬莅临客运南站督查指导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韦勇陪同。

毕小彬一行先后来到站前广场、售票厅、映山红亲情服务班、重点

旅客候车室、客运总服务台等地，对文明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

督查，同时听取了客运总站站长赵玲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情况汇报，

对客运站创城工作给予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

体的整改要求。

督查期间，毕小彬强调，当前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已进入全面迎检的

关键阶段，客运站要做好六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迎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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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六安形象，事关发展大局，事关民生福祉，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要查漏补缺，对标提质；更要齐抓共管，合力攻坚营造文明整洁、井然

有序的乘车环境，打造六安市对外文明示范窗口形象，确保创建工作取

得成功。

（客运总站 罗玲）

市委宣传部部长韩军莅临汽车客运南站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12 月 8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韩军，市文明办主任郑保华一行赴

汽车客运南站实地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市交通运输局领导

李卫东、徐干、李教生等陪同。

韩军一行先后来到汽运南站站前广场、停车场、售票大厅、候车大

厅及重点旅客候车室等地仔细查看了公益宣传、环境卫生、交通秩序以

及工作人员文明服务规范等情况。针对督查中发现公益广告宣传不到

位，环境卫生有死角，公共设施陈旧破损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整改要求和

整改时限。

督查中，韩军强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已进入关键时期，客运站作

为城市的窗口，代表城市的形象，是文明城市创建检查工作中的重中之

重，我们必须对照标准找差距，确保优势的同时加大工作力度，在重点

难点和问题短板上下功夫，注重细节抓落实，抓实效，为创建文明城市

夯实基础。

（党办）

省道路运输管理局领导赴客运南站检查指导工作

11月 29日下午，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张保国一行来

到汽车客运南站检查指导工作，市交通局党组成员、运管处处长李教生，

市运管处党总支书记唐运湖，客运总站站长赵玲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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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记一行重点检查了客运站文明创建、安全生产等相关方面工作

情况，并于映山红亲情服务班前，听取了服务班负责人邓丽关于班组建

设、服务理念、核心工作法等介绍，以及亲情服务班争创“六安市青年

文明号”荣誉的工作汇报。检查组一行对我站的文明创建，安全生产等

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客运总站 蒋小柳）

汽运总公司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为扎实做好文明城市创建迎检工作，确保高水平通过检查组的实地

考察，市汽运总公司高度重视，多措并举，严格落实，积极动员部署相

关工作。

12月 5日，总公司总经理高大林、工会主席幸敬满在相关人员的陪

同下，对我司所属各单位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高总一行重点检查了各客运站站内外公益广告设置是否合理；基本公共

设施设备是否齐全可用；环境卫生是否优美整洁；在岗站务人员是否精

神饱满、文明服务；经营管理是否规范有序。

针对检查中所发现的公益广告宣传氛围不浓等问题及薄弱环节，高

总指出，相关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对标落实整改，加大力度，责任到

人，确保各项环节达到创建标准，全力以赴推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取得

新成效。

（党办）

汽运总公司志愿者积极深入青年广场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为推动创建文明城市增风添彩，大力弘扬“学雷锋”志愿服务精神，

增强青年志愿服务意识，近日，市汽运总公司志愿者服务队的 6名志愿

者积极投身青年广场小区开展了一次志愿者进社区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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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当天，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清扫小区地面上的落叶、纸屑，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志愿者们拿起扫帚，迅速行动起来，大家不

畏寒冷、不怕脏、不怕累，干的热火朝天，经过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忙碌，

小区内地面的落叶和纸屑也已经被清洁干净了，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顺

利圆满完成了此次志愿服务活动。

这次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者们更加深刻的理解了雷锋精神就是默

默无闻、无私奉献、甘于平凡、从点滴做起、为人民服务，志愿服务活

动的开展亦将成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点睛之笔。

（党办）

市汽运总公司多措并举安排部署冬季行车安全

当前正值岁末年初，各项运输保障任务繁重，加之雾霾、团雾、寒

潮、雨雪等恶劣天气频发。为确保冬季生产安全，市汽运总公司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省、市部署要求，多举措抓好岁末年初冬季安全生产工作。

一、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究”安全

生产责任要求，全力抓好冬季各项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和落实。

二、抓好源头管理。客运站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源

头安全管理规定，持续做好驾驶员履行安全承诺和“安全带-生命带”

等监督工作，杜绝“病车”出站。大雾等恶劣天气不符合安全行车条件

的，坚决停止发班；

三、抓好安全隐患排查。一是从查找安全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再添

措施；二是加强冬季随车安全设施设备专项检查工作，确保安全设施设

备齐全、有效；三是做好车辆发班前的安全例检，确保车辆技术状况符

合安全行车条件，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加强客运站安保工作。加强防恐防爆安保措施，严格实名制售

票乘车制度，杜绝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上车。

五、加强对车辆卫星监控定位装置的日常维护，保持终端设备技术



5

状况良好，配备专职监控人员，实施 24 小时监控，以便及时发现、提

醒和纠正驾驶人超速行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违法违规行

为。

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完善应急预案。督促客运单位

时刻关注天气变化，积极做好应对大雾、冰雪、寒潮等恶劣天气应急准

备。遇到恶劣天气、不良路况等情况及时发送信息，通知运营车辆规避。

七、持续开展“百日除患铸安”专项行动，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

总公司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不定期对所属各汽车站、客运企业进

行突击检查及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薄弱环

节和漏洞盲区，严格按照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五到位”的

要求，逐一落实、整改到位，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治理、早消除，为保

障冬季安全运输打好坚实基础。

（安全处）

总公司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法》宣传周活动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等重要文件精神，与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七进”活动紧密结合的新举措。自 2017 年起，每年 12月 1 日至

12 月 7 日被定为《安全生产法》宣传周。

汽运总公司严格按照上级要求部署，在客运南站站前广场设置《安

全生产法》宣传周咨询台。12月 5 日，市运管处主任工程师曹安阳携相

关科室负责人前往客运南站宣传周进行检查指导,总公司安全处及客运

总站负责人陪同, 对宣传展台横幅进行现场讲解,印制新《安全生产法》

释义、《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道理运输条例》等宣传册

和宣传单 1000 余份发放，在总公司各微信群、电子大屏幕发布、播放

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知识，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表示认可。

曹主任要求总公司各部门、各相关方积极组织员工，认真开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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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法》宣传周活动，通过活动大力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全

面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安全处 倪海燕）

汽运总公司组织参加全市交通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

人员培训班

12 月 1日，汽运总公司组织参加了在六安市委党校举办为期 3 天的

全市交通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参加培训共计 16

人。

会议主要学习了新《安全生产法》解读、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相

关法律法规、道路运输企业“两客一危”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知识、道路

运输企业危险源辨识和安全检查、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和道路运输事

故案例分析，培训结束后参加考试，考试合格的培训学员颁发全国统一

的《安全生产培训合格证》。

通过培训，大家对当前安全生产形势有了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进

一步熟悉了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明确了当前及今后

一段时间的安全生产工作重点，掌握了新时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方

法，为全面提高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持续稳定

发展夯实了基础。

（安全处）

情系职工暖人心 人文关怀促发展

2017 年即将进入尾声，一客公司在抓安全促生产的同时，始终秉承

“以人为本、情系职工”的思想理念，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近期，公司领导班子就关于困难职工医疗救助和 2018 年两节送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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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调查摸底工作，作了安排部署，要求工会按照总公司文件要求认真落

实。我们通过电话询问、了解，上门核实等多种途径深入了解了困难职

工的现状，经过摸底调查和会议研究，上报大病救助职工 7 人，困难职

工 10人，着实做到了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通过此项工作，让困难职工切实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关爱，组织的

温暖，要时刻为职工着想，履责于行，聚力于心，把困难职工帮扶工作

扎扎实实做好，为推动企业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一客 李琼）

让奉献成为常态

无偿献血是指为拯救他人生命，志愿将自身的血液无私奉献给社会

公益事业，而献血者不向采血单位和献血者单位领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无偿献血是终身的荣誉，无偿献血者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戴。无偿献

血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崇高行为，是我国血液事业发展的总方向。

献血是爱心奉献的体现，使病员解除病痛甚至抢救他们的生命，其价值

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近半世纪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

一直向世界各国呼吁"医疗用血采用无偿献血"的原则。我国鼓励无偿献

血的年龄是 18-55 周岁。

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献血有益健康。

一、可预防、缓解高粘血症 。科学家们运用血液流变学与血液动

力学对血液与献血的关系作了研究，发现坚持长期适量献血，特别是单

献红细胞和血小板等有形成分，可使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加快血液流

速，脑血流量提高，从而达到缓解或预防高粘血症，使人感到身体轻松、

头脑清醒、精力充沛。

二、可预防、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青岛一位专家曾对 127 名多

次献血者、87 例高血压者、60 例缺血性中风者进行血液流变学的对照

研究，结果表明，献血者对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具有积极的作用。

http://www.baidu.com/s?wd=%E4%B8%96%E7%95%8C%E5%8D%AB%E7%94%9F%E7%BB%84%E7%BB%8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PHcdnhcsPHTdnHD3Pjn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cvP1RknHc3rHnkPjnvrHmd
http://www.baidu.com/s?wd=%E5%9B%BD%E9%99%85%E7%BA%A2%E5%8D%81%E5%AD%97%E4%BC%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PHcdnhcsPHTdnHD3Pjn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cvP1RknHc3rHnkPjnvrHmd
http://www.baidu.com/s?wd=%E5%9B%BD%E9%99%85%E7%BA%A2%E5%8D%81%E5%AD%97%E4%BC%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PHcdnhcsPHTdnHD3Pjn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cvP1RknHc3rHnkPjnvrHmd
http://www.baidu.com/s?wd=%E4%B8%96%E7%95%8C%E5%90%84%E5%9B%B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PHcdnhcsPHTdnHD3Pjn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cvP1RknHc3rHnkPjnvrHmd
http://www.baidu.com/s?wd=%E9%AB%98%E7%B2%98%E8%A1%80%E7%97%8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DvrAc3PHRvrynsPA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1rjfkPjm3
http://www.baidu.com/s?wd=%E8%A1%80%E6%B6%B2%E6%B5%81%E5%8F%98%E5%AD%A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DvrAc3PHRvrynsPA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1rjfkPjm3
http://www.baidu.com/s?wd=%E8%A1%80%E6%B6%B2%E5%8A%A8%E5%8A%9B%E5%AD%A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DvrAc3PHRvrynsPA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1rjfkPjm3
http://www.baidu.com/s?wd=%E8%A1%80%E6%B6%B2%E5%8A%A8%E5%8A%9B%E5%AD%A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DvrAc3PHRvrynsPA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1rjfkPjm3
http://www.baidu.com/s?wd=%E8%A1%80%E6%B6%B2%E7%B2%98%E7%A8%A0%E5%BA%A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DvrAc3PHRvrynsPA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1rjfkPjm3
http://www.baidu.com/s?wd=%E9%AB%98%E7%B2%98%E8%A1%80%E7%97%8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DvrAc3PHRvrynsPA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1rjfkPjm3
http://www.baidu.com/s?wd=%E5%BF%83%E8%84%91%E8%A1%80%E7%AE%A1%E7%97%8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DvrAc3PHRvrynsPA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1rjfkPjm3
http://www.baidu.com/s?wd=%E7%BC%BA%E8%A1%80%E6%80%A7%E4%B8%AD%E9%A3%8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DvrAc3PHRvrynsPA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1rjfkPjm3
http://www.baidu.com/s?wd=%E8%A1%80%E6%B6%B2%E6%B5%81%E5%8F%98%E5%AD%A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DvrAc3PHRvrynsPA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1rjfkPjm3
http://www.baidu.com/s?wd=%E5%BF%83%E8%84%91%E8%A1%80%E7%AE%A1%E7%97%8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DvrAc3PHRvrynsPA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1rjfkPj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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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子献血可减少癌症的发生率。体内铁元素含量过低易患缺铁

性贫血及行动迟缓，过高则适得其反。《国际癌症》曾报道，体内的铁

含量超过正常值的 10%，罹患癌症的机率就提高，适量献血可以预防癌

症。该文还提到，女性因月经周期失血损失了一定量的铁质，故未发现

女性的铁含量与癌症发生有明显关系。

四、可促进、改善心理健康。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情绪可通过

神经、体液、内分泌系统沟通大脑及其他组织与器官，使其处于良好的

状态，有益于人体免疫力的增强、抵抗力的提高。而献血是救人一命的

高尚品行，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净化，

心灵得到慰藉，工作与生活更加充实。做好事者以德施善，实际上在帮

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这是健康长寿的重要要素。

五、可延年益寿。国外也曾有学者对 66岁以上的 332 人（献血者）

与同年龄、性别的 399 人（未献血者）作前瞻性对照研究，结果显示：

献血组平均寿命为 70.1 岁，高于未献血组的平均 67.5 岁； 献血组的

存活率为 67%，高于未献血组的 40%； 献血组的死亡率为 33%，低于未

献血组的 60%。

当血液病患者急需血液来延续生命，当失血过多的患者（比如大出

血的产妇或手术患者）急需血液来保障生命，您捐出的一袋鲜血就可以

给他们一个机会，而捐出一袋血不会伤害您的健康，何乐而不为？总之，

为了那与死亡一线之隔的生命，献出一袋血，送给生命一份礼物。

（康运医院 牛璇）

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感恩友人

12 月 13 日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在我们不忘历史，铭记苦难的同

时，我们还要感恩，感恩那些在南京大屠杀这场人类浩劫中帮助过我们

的国际友人！

南京大屠杀中帮助我们的外国友人有拉贝，明妮·魏特琳，约翰.

http://www.baidu.com/s?wd=%E8%A1%80%E6%B6%B2%E7%97%8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1rjbvPH-bn1RzmW7bPvn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vPj03rjf1
http://www.baidu.com/s?wd=%E7%BB%99%E4%BB%96%E4%BB%AC%E4%B8%80%E4%B8%AA%E6%9C%BA%E4%BC%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1rjbvPH-bn1RzmW7bPvn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vPj03rj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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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等约 39人，是他们建立了很多安全区，保护了大约 25万中国难民。

约翰·拉贝以其在 1937 年—1938 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

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被世人尊敬地称

为“中国的辛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

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

和粮食接济。由其本人所著的《拉贝日记》于 1997 年出版，并被译为

中、英、日、德四种语言，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

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

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很多名

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 25 万

中国人。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

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 80 余人撤换回

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 3万

多难民。得到西方侨民救护的南京千千万万难民感激地称赞他们是“活

菩萨”、“守护神”。难民们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

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

（康运医院 牛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