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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公交专版

幸福公交

在这个枫叶染红的时节
你满怀赤诚为幸福穿梭
每一个站点都多了期待
也收获更多鲜艳的经过
你洒下一路火红的青春
我的秋天也被你点着
拍下这个绚丽的记忆
让枫红浸透你的传说

王照峰在全市企业思想政治
工作暨企业文化建设会议上做经
验介绍

泰安市公交公司紧紧围绕“推
进富民强市 建设幸福泰安”的战
略目标，以营运安全和优质服务为
中心，不断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方式方法，着力加强企业思想政治
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熔铸泰山百
合文明服务品牌，为促进公交事业
科学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和思想保证。今年公司荣获2013年
度“泰安市思想政治工作十佳企
业”荣誉称号，公司党委副书记、经
理王照峰作为三家思想政治工作
突出企业领导之一上台领奖并做
了经验介绍。

11月15日上午，泰安市公交
公司易初莲花换乘站新型环保公交
车崭新靓丽，一字排开的展板吸引

许多人驻足观看，泰山百合志愿者
整齐的摆开了志愿服务的广告棚和
宣传材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
勇，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志华，市
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全市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暨企业文化建设会议
的各位领导共100余人参观易初莲
花枢纽站的观摩现场。市交通运输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诗新，市交通
运输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袁立新，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调研员
员、公司党委书记杨福民陪同参观。
与会人员观看了公司思想政治工作
和文化建设的展板，深入了解了公
交近几年来的建设成果和发展历
程。现场的《泰安公交报》、《泰安公
交服务文化手册》、《泰安公交安全
文化手册》、《泰安公交泰山松石文
化读本》、《泰安市公共交通公司企
业文化手册》等一系列实体成果资

料，成了与会人员争相收集、传阅的
宝贝。张志华部长在听取汇报和观
看了公交现场后，充分肯定公司所
做的工作，他由衷地赞扬道：“讲得
好！干得更好！”

在会上，泰安市公交公司党委
副书记、经理王照峰代表公司上台
领取“泰安市思想政治工作十佳企
业”的奖牌。并在会上做了《创新公
交思想政治工作，着力培养优秀职
工队伍》的典型发言。他表示在今
后的工作中，泰安市公共交通公司
党委将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紧紧围绕企业“安全第一，优质服
务”的宗旨，持续改进和创新职工
思想政治工作，为建设人民满意的
大公交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为
推进富民强市、建设幸福泰安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通讯员 付一思 摄影 禹秋燕)

““讲讲得得好好！！干干得得更更好好！！””
公司荣获泰安市思想政治工作十佳企业称号

泰安市公交公司按照“沿线”、
“联片”、“定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的总体设计，借着“联片”、“定点”
活动圆满成功的良好势头，积极筹
措，开启了“沿线”牵手志愿服务、
共倡文明新风活动，将公司百合志
愿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到一
个新高度。

11月16日上午，驻泰大学学
子、泰安公交员工“沿线”牵手志愿
服务、共倡文明新风活动在公司四
楼会议室正式启动。驻泰城各高校
相关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泰安市
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调研员，
公司党委书记杨福民，公交公司党
委副书记、经理王照峰及公司领导
班子成员参加了启动仪式。

泰安市公交公司杨书记对各
高校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并对各高校大力支持和积极参加

“沿线”牵手志愿服务、共倡文明新
风活动的表示了感谢，他首先介绍
了公司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志愿服
务活动主要内容，强调公司在搞好

“安全”和“服务”的同时将精神文
明建设作为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其次他详细说明了公司精神文明
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
以及公司下一步精神文明建设的
基本思路。最后，杨书记对志愿服
务活动开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司
将以巩固省级精神文明单位成果，
争创全国精神文明单位为契机，将
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大公交”发展
的总抓手，用“三线一点”和“沿线”
牵手志愿服务活动带动公交精神
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希望公司上
下高度重视，与沿线驻泰大学学子
互学共进，促进公司整体服务水平
提升。

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科技大
学、泰山学院、泰山医学院、山东服
装职业学院、山东省医药技师学院
的与会领导纷纷发言，对近几年来
公交事业快速发展给予了充分肯
定，高度赞扬了公司对泰城文明发
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感谢公司领导
一直以来致力于提升公交文明服
务水平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各大高
校领导纷纷表示，在“沿线”牵手志
愿服务对接工作中结合各自学校
的志愿服务工作情况，精心准备，
细化措施，促进活动顺利开展。同
时，高校领导还积极建言献策，对
公司精神文明建设和志愿服务活
动发展提出多条意见和建议，各高
校愿与公交公司泰山百合志愿者
一起，将校企牵手文明共建工作落
实，共倡文明新风，共建文明城市。

各大驻泰高校团委与公司签
订了《驻泰大学学子、泰安公交员
工沿线牵手志愿服务、共倡文明新
风公约》。王经理主持会议并做了
总结发言，指出今后公司将继续进
行公交文明宣传和推广工作，将各
条公交线路建成山城文明的风景
线、精神文明的传播线、养成文明
的示范线；将泰安公交的每辆公交
车、每个车组都建设成泰城文明的
流动示范点。

(通讯员 付一思 禹秋燕 摄)

总总体体设设计计 逐逐项项落落实实 百百合合花花开开 次次第第延延伸伸
公司员工与驻泰大学学子、“沿线”牵手志愿服务共倡文明新风活动正式启动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纪委《关于
构建“3+1”工作体系加强机关作风
和政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进
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机关作风
和政风行风建设工作顺利开展，11

月15日，泰安市市纪委派驻七组组
长王莹，科长殷贵彦、陈丽来我公
司就构建“3+1”工作体系建设进行
巡查。泰安市公交公司党委书记杨
福民，纪委书记、副经理赵敏，经理
助理、纪委副书记张峰陪同活动。

赵敏就公司构建“3+1”工作体
系建设情况向检查组做了汇报，从
组织领导、制度建设、生产经营、政
风行风及作风建设、党风廉政活动
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巡查组认真
查阅了“3+1”工作体系建设相关材
料，并对科室办公纪律进行了随机
检查。巡查组组长王莹对泰安市公
交公司“3+1”工作体系建设充分肯
定，希望公司在今后的工作中，增
强党性，善于探索，进一步推动公

司“3+1”工作体系建设再上新台
阶，圆满完成2013年度行风评议工
作。

(通讯员 刘哲)

2013年是泰安市公共
交通公司获得省级文明单
位的第一年。公司党委按
照年初制定的“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科
学推进大公交建设”的发
展思路，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推进富民强市、建设
幸福泰安”工作大局，不断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设，
努力提高党委核心领导作
用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进
步和新的成绩，为创建国
家级文明单位和实现“泰
安公交梦”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一、提高思想政治理
论水平，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

按照党的十八大要
求，加强公司党委思想政
治工作，提高党委领导公
交事业科学化水平，是保
持、巩固和提高公交全面
建设的需要。泰安公交党
委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以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精神为契机，从加强自身
思想政治建设做起，创新
领导方式方法，充分发挥
党委核心领导作用。公司
党委制订了学习计划，组
织全体公交干部职工积极
开展“十八大”精神学习
会，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在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
中，公司党委书记亲自选
定学习内容，要求领导班
子成员每人确定一个思想
主题，结合公交工作实际，
轮流宣讲发言，真正达到
理论联系实际，提高领导
科学化水平的目的。公司
党委领导班子驾驭全局的
能力进一步增强，创造性
地贯彻落实上级党委部署
指示的执行力进一步增
强，团结带领职工谋发展
干事业，实现“公交梦”的
信心和热情进一步增强，
科学和谐、凝心聚力的泰
安公交党委领导班子更加
坚强有力，生机勃勃。

二、以文明创建为总
抓手，统领公交科学发展

在公司党委的坚强领
导下，泰安公交以文明创
建为总抓手，围绕公交运
营安全和优质服务，继往
开来，不断发展，取得了一
系列的成绩和荣誉。继去
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
实现历史性的提升后，泰
安公交再接再厉，今年被

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泰安市创建中国人
居环境奖领导小组办公室
授予“中国人居环境创建
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积极参加泰安市乡村文明
行动，得到市文明办的充
分肯定，泰安市乡村文明
活动办公室在全市全文转
发了泰安公交的《乡村文
明行动安排》方案；被泰安
市文明办和泰安市交通运
输局推荐为山东省交通运
输系统“十大文明窗口单
位”;被确定为泰安市旅游
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被
评为“泰安市思想政治工
作十佳企业”， 省委宣传
部和市委宣传部领导现场
参观经验交流会并给予充
分肯定，公司主要领导做
典 型 发 言 ；顺 利 通 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公交科学化管理水平
进一步提高。

三、加强廉政思想监
督，建设清正为民的党委
领导班子

建设廉政为民的领导
班子是泰安公交党委对自
身建设提出的目标和要
求。泰安公交党委坚决落
实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
种会议精神，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山东省委十
条实施办法、泰安市委市
政府“十条禁令”以及市交
通运输局党委的“四项要
求”，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
德廉教育，深入开展“双争
为民实践活动”，努力构建

“3+1”作风和行风工作体系
和“1+5”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机制。在工程建设、车辆采
购、配件供应中严格落实
招投标制度和审计制度，
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公
司党委始终把关心职工生
活、解决职工实际困难作
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坚持“喜要有人祝贺、
困难有人体贴、取得成绩
受到尊重”的原则，努力营
造温馨和谐的公交大家庭
氛围。当公司四队驾驶员
郭全东不幸遭遇车祸致重
型颅脑损伤时，当三队驾
驶员李军伟5个月大的女儿
不幸患胆道闭锁时，公司
党委都在第一时间发动广
大干部职工，为其捐款献
爱心，温暖着整个公交大
家庭，极大地增强了公司
党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加强党委思想政治建设

提高党委核心领导作用
泰安市公共交通公司 张峰

市市纪纪委委派派驻驻七七组组来来公公司司巡巡查查
“3+1”工作体系建设工作

公交诗影

美丽公交

枫叶摇成了花儿的模样
最爱向你倾心的开放
你载着梦想一路追求
走进了好似梦境的画廊
过往不再是单调的重复
会加快伸延灿烂的走向
枫树们多像痴情的美人
为你的执着拍红了手掌

(摄影、作诗：陈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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