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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召开改革发展现场观摩会

本报讯 渊崔芳芳 葛红杉冤 7 月 18
日至 20日袁 济南公交集团组织召开上半
年改革发展现场观摩会袁采取先到所属各
单位现场观摩袁再集中召开经营分析会的
形式袁对集团公司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和高
质量发展成果进行大检阅袁总结交流发展
经验袁进一步营造主动担当尧实干快干尧乘
势而上的发展氛围遥

集团公司董事长尧 党委书记石军袁总
经理尧党委副书记周建国袁党委副书记尧工
会主席石绍滕袁副总经理姜良尧谢刚尧颜廷
虎尧金建勇等领导班子成员袁机关各部室尧
所属各单位负责人等参加观摩活动遥

为期两天的现场观摩渊18日尧19日冤袁
集团公司观摩团先后观摩王舍人 BRT站
台设施建设尧 孙村公交综合维修基地建
设尧北部公司推动企业定制公交高质量发
展尧彭家庄停车场建设尧郭店立交桥西线

路接驳尧韩仓停车场西路口优化袁东部公
司站房标准化建设尧场站建设尧线网优化
和停车场安全防范袁韩仓停车场加氢站建
设规划尧维修公司维修集约化管理尧公交
智慧大脑建设尧智能调度升级尧文化旅游
公司旅游市场多元化经营尧恒通公司野的
士之家冶综合服务区启用尧能源保障公司
充电保障创新管理尧恒舜置业公司黄岗立
体停车场项目尧干线公司谷电利用和双边
调度尧 恒鑫经贸公司崮云泉饮用水生产尧
职工学校以职工培训为基点创新培训模

式尧 中部公司推进定制公交助推经营发
展尧西部公司定制公交多元化发展袁南部
公司大涧沟公交枢纽换乘尧 精准调度尧安
全积分制管理尧安全综合监控平台尧疫情
防控等 23项工作推进情况遥 每到一处袁观
摩团成员仔细聆听项目推进情况介绍袁肯
定项目工作亮点袁 探讨升级提质建议袁进

一步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遥
20日袁 集团公司召开 2020年上半年

经营分析会袁 通报本次现场观摩结果袁围
绕集团公司野九大提升行动冶野三大保障体
系冶工作要求袁结合改革发展观摩会袁认真
分析上半年经营管理工作状况袁立足实际
查找问题袁挖掘资源寻求机遇袁精准制定
下半年工作打算袁确保集团公司各项目标
任务全面完成遥

据了解袁今年是济南公交集团化发展
元年遥 1-6月份袁集团公司围绕公交分担率
持续提升袁力促出行产品升级再造袁实施
运行效率提升行动袁加大运营秩序的管控
力度袁全面优化班次班制曰新开辟公交线
路 7条袁优化调整线路 27条次袁有效填补
了孙村片区尧文庄路等路段公交空白 20.7
公里曰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袁通过车辆
消杀通风尧 乘客测温扫码等防疫举措袁严

格把好车辆防疫关尧乘客防护关和驾驶员
健康关袁 保障了市民乘客安全放心乘车曰
大力推广野定制公交冶服务袁积极为临工集
团尧浪潮集团尧齐鲁软件园片区尧汉峪金谷
片区尧药谷产业园等多家企业和园区提供
百余条定制公交服务袁 为 70余所中小学
开通专线 200 余条曰着力推进黄冈立体停
车场尧孙村综合维修基地尧长清培训基地尧
韩仓加氢站等重点项目建设袁提升基础设
施保障能力遥

集团公司围绕企业改革改制工作袁实
施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强化二级单位主体责
任袁推进事权下移袁进一步激发二级单位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遥 加大工作力度袁优化
管理流程袁实现劳动生产率尧车辆利用率
双提升曰围绕建设科技公交尧绿色公交尧人
文公交目标袁 有效实施创新提升行动袁企
业活力进一步释放遥

干线公司通过推广野五化冶工作法尧建立野1+
1冶激励机制袁科学推进新能源车的使用和管理袁
调动驾驶员利用峰谷充电袁最大限度降低能源成
本袁 今年 1-5 月份公司能源消耗 3.758 吨标准
煤/万公里曰深化推进班制优化袁持续提升人车效
能袁节省车辆 40 部袁节省汽车驾驶员 56 人曰精
准实施双边调度袁扎实推进降本增效袁调整车辆
45 部袁日均节省低效班次 91 个曰精准开通定制
公交线路 132条袁累计输送乘客 65万人次遥

观摩会现场 王格非/摄上半年经营分析会现场 刘才泉/摄

创新思路实现节能增效

干线公司



2020年 5月袁 东部公司正式启用
韩仓公交车场袁 占地面积 4900 平方
米袁可容纳公交车 50 余辆袁场站内部

设有职工食堂尧 职工餐厅尧 职工休息
室尧 智能调度室尧 会议室等办公功能
区袁 车场的投入使用大大提升了东部
城区停放公交车的能力曰 坚持以人为
本精细管理袁打造野温馨场站冶野舒适站
房冶野放心食堂冶野职工小家冶野职工公
寓冶袁推进场站建设向人性化尧规范化尧
标准化发展曰持续合理优化线网布局袁
有效填补了东南部城区的部分公交线
路空白曰与此同时袁在认真做好客流调
查尧准确掌握线路客流规律的基础上袁
大力推进常规公交与干线公交接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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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公司大力发展定制公交袁
先后开通三批学生定制公交线路袁
为西部城区学子复学提供了有力的
公交出行保障曰与此同时袁进行智能
调度升级袁提升副站考勤尧营运计划
下达尧驾驶员工作量把控尧调度指令
远程传递等功能袁 实现了调度端与
驾驶员端的远程互动袁 调度员挂班
更直观尧更便捷袁现场调度员监控调
整更简单尧更实用袁驾驶员远程管理
更集约尧更高效遥

北部公司成立定制公交工作专班袁
专项负责定制公交推进工作袁层层压实
责任曰推行野客户管家冶服务袁组建微信
群袁及时了解乘客出行需求袁实现了以
乘客向乘客宣传袁成熟线路第一时间开
通运行袁成长型线路共同拉新推介的良
好效果遥经过与浪潮集团的深入沟通交
流袁顺利实现了浪潮集团定制公交由线
上向线下的转变袁5月 21日袁顺利开通
定制公交线路 15条袁另有 19条线路于

7 月份陆续开通袁届时袁浪潮定制公交
线路日运行车辆将达到 38部遥

东部公司

场站标准化建设凸显人民立场

西部公司

加快定制公交多元化发展

中部公司

作为定制公交试点车队袁
中部公司八队成立定制公交

工作专班袁 积极走进社区尧学
校尧商超尧办事处尧企事业单位
等袁地推宣传尧上门服务曰每条
线路建立微信群袁加强与乘客
的沟通袁 发现需求及时跟进袁
车队现有定制公交线路 17
条袁 平均上座率达到 70%以
上 袁 自开通以来实现运量
94.33万人次袁广受乘客好评袁
并收到荣誉锦旗 28面遥

定制公交助推经营发展

南部公司 北部公司

五项野提升工程冶增强服务品质
南部公司启动营运服务尧

安全管理尧节能降耗尧职工满
意度尧工作质效五个野提升工
程冶曰 积极配合建设大涧沟场
站和换乘枢纽袁北区为场站停
车区和职工休息区袁南区为免
费换乘枢纽曰优化调整行车作
业计划尧配车尧班制进行袁推行
双边调度袁 试点中心调度曰搭
建基于视联网的安全综合管
理平台袁 推行安全生产积分制管理办
法袁实现安全生产过程量化管控的闭环

管理曰创新工作方法袁将优秀经验总结
为消毒野四步操作法冶遥

推进定制公交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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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的士之家冶综合服务
区项目致力于打造济南市
首家出租车历史图片展览
馆袁展现出租车百年变迁曰
提供的士快速充电尧 快修
保养和保洁等服务曰 的士
驿站 24小时不打烊袁提供
免费手机充电尧WIFI网络尧
免费矿泉水尧按摩椅休息尧
三味书屋尧健身器材尧自动
售货机等多种服务遥 与此
同时袁 济南市首家的士餐
厅面向社会营业遥

文化旅游公司积极发挥三产效益
活力袁积极创新经营思维袁创新发展渠
道袁线上线下同时发力袁以优化线网升
级便捷服务指数袁以加强多
方合作打造公交文旅品牌曰
对班车市场与散包市场齐
抓共管袁利用优质的运力资
源拓展潜在市场曰助力复产
复工袁勇担跨省人员输送任
务袁积极承接机场尧火车站
防疫一线人员输送任务曰创
新铛铛车特色文旅产品袁宣

传济南文化底蕴曰多措并举袁形成合力袁
实现多元化发展袁进一步推动构建公交
圈的文旅产业体系遥

能源保障公司按照充电服
务野全面巡检尧响应迅速尧多方
协调尧合作共赢冶工作方针袁对
集团公司 65 座充电站进行全
覆盖的巡检模式袁实行 24小时
报修制度袁加强与国网尧星星充
电尧特来电充电尧鲁源电气及鲁
能智能等多家单位合作袁 定期
组织联合巡查袁 全天候做好车
辆充电保障工作遥 加油站开展
形式多样的营销活动袁共计开展专题促
销 10余场次袁 日常周中有礼尧 周末优

惠尧夜间优惠等活动 50余场次袁实现了
燃油渊气冤业务销售新突破遥

维修公司整合优势资源袁 通过实
施野四加强尧四确保冶袁全力保障新能源
公交车安全运营曰 推进维修信息化系
统袁实行车辆一尧二级维护尧零修工作
的自动化派工遥作为三产单位袁维修公
司主动适应市场袁开启野共享用工冶模
式袁 先后与济南慧成铸造有限公司等
5家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袁 开启了劳务
合作尧野共享用工冶 模式曰 牵手快递公
司袁大力开展常规快递尧同城速运以及
快递村村通业务曰 拓展私家车维修业
务袁建立济南爱车养护中心公交站袁维
修设备尧管理模式积极向 4S店靠拢遥

维修公司

能源保障公司

恒通公司

有效探索集约化管理及多元化经营

打造充电保障管理模式

文化旅游公司

拓展多元化文旅经营思路

启用野的士之家冶综合服务区
恒舜置业公司

推进黄岗立体停车场
孙村综合维修基地建设

黄岗立体停车场工程位于天桥区
黄岗路与济齐路交叉口以北袁规划可建
设用地面积 1.1899公顷袁 主要建设内
容为快速公交立体停车场袁 地上三层尧

地下一层袁 总建筑面积约 22927平方
米遥 建成后袁可解决多条公交线路的集
中调度指挥袁 提供约 114辆公交车尧11
辆小型车辆的夜间停放遥

孙村综合维修基地工程位于孙村
片区春暄路以西尧科嘉路以北袁规划可
建设用地面积约 4.78公顷遥 主要建设
内容为综合维修车间尧车辆检测车间尧
物资中心尧综合维修营运调度中心尧职
工轮休倒班楼尧 危废品仓库尧 变配电
室尧地下车库袁总建筑面积约 41901平
方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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崮云泉饮用水

产品袁 采自长清崮
山生态基地地下

400米泰山泉脉袁经
过 20 公里木鱼石
岩层天然过滤袁呈
弱碱性袁 富含锶等
对人体有益的微量

元素袁口感甘甜遥 目
前有纯净水尧 天然
水渊桶装尧瓶装冤等
产品袁 采用双级反
渗透水处理系统尧
纳米级精细过滤水

处理系统尧 全自动
桶装水灌装生产

线尧 自动码垛机等
先进设备袁 确保水
质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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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心尧科技公司
打造公交智慧大脑

济南公交数据大脑袁以
数据智能打造智慧公交袁有
效解决野三精准冶袁即野精准发
现尧精准指挥尧精准调度冶袁及
时发现及时解决袁 有效提供
区域客流分析尧线网优化尧站
点场址优化尧 运力智能调度
等曰基于精准客流 OD分析袁
智能线网规划开辟定制化公

交线路 AI定制公交曰推动建
设智慧站台新驿站袁采用野一
站一特色冶服务模式袁提升公
共出行新体验遥

技术设备部

加快推进加氢站建设

氢能源是目前最具发展潜力
的清洁能源袁具有野零排放尧效率
高冶等特点袁集团公司共计开通两
条氢燃料电池公交示范线路袁投入
10.5米氢燃料公交车 40辆袁 运行
19.81万公里遥结合韩仓场站建设袁
计划新建韩仓公交加氢站袁该项目
占地面积约 3200平方米袁 日均可
加氢 1000公斤袁 可为 60至 100辆公
交车提供加氢服务袁 此次加氢站的投

入使用袁 将为推动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的示范运行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遥

恒鑫经贸公司

打造崮云泉饮用水品牌

职工学校

创新职工培训模式

职工学校借助野深圳华师经纪培训
公司冶线上平台袁搭建起企业员工线上

学习的载体野济南巴士学院冶袁内容涵盖
驾驶员的安全驾驶尧职业健康尧服务技巧
和车辆技术等袁 可以通过平台向员工定
向推送必学课程曰巧借政策红利谋发展袁
学校已成功申请成为山东省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和山东省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
价试点单位曰 新的培训基地建筑面积
1200余平方米袁拥有标准培训教室三个
和拓展训练室两个袁可同时容纳 300余
人参加培训袁启用后将有效提高济南公
交集团培训中心的硬件设施水平遥

设施建设部

推进公交基础设施建设
彭家庄 P+R 公交场站袁利

用轨道 2 号线彭家庄站车站东
侧高架桥下空间建设袁为济南首
例袁 建成后场站面积 6216平方
米袁提供停车位 40个袁充电桩 13
个袁建成后可有效饲喂尧疏解 R2
线客流袁 并服务唐冶片区居民袁
填补该片区北部空白袁满足片区
居民的公交换乘需求遥

韩仓公交场站位于工业北

路与机场路交叉口东南角袁是郭
店尧董家片区与市区公交出行的
重要节点袁正在建设的韩仓停车
场西路口优化工程袁预计 9月份
完工袁将有效改善韩仓场站公交
线路运行条件袁提高公交线路运
营准点率遥

王舍人地铁站东行人行便

道的建设袁将更加方便工业北路
恒大城居民的出行袁目前袁王舍
人 BRT站台中央便道苗木迁移尧
花砖铺设尧护网尧照明以及站台
尾部护栏改造已全部完成遥

mailto:jngjb@163.com
http://www.jnbu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