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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春风拂面迎客行
——九江公交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干净整洁的公交车为浔城增色不少。
干净整洁的公交车为浔城增色不少
。

“公交车容和卫生越来
越整洁、公交候车亭越来越
美观、驾驶员的服务越来越
好了……”说到最近公交的
新变化，市民胡先生赞不绝
口 。 自 2017 年 9 月 1 日 以
来，根据九江市文明城市创
建迎检工作部署，在市交通
运输局的支持下，市公交公
司将助力创建文明城市作为
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集中
人力物力财力，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创建工
作中，对标文明指数测评要
求逐项达标，城市公交面貌
焕然一新，给广大市民创造
了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公
共交通乘车环境……

陈新华
浔阳晚报记者 凌群峰

公交洗脸修身展新颜
“城市公交是一座城市的交通脊梁、一
路，保洁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包干场站的责
张城市名片和一道流动风景线。作为九江 任制，并增加保洁人员，增添保洁设施，增
展示对外形象的重要”窗口“和代言者，我
强卫生巡查监督，切实加大对公交车及公
们公交就必须勇挑重担全力以赴打赢文明 交候车亭、公交站牌等基础设施及场院的
城创迎检攻坚战，为九江创建文明城市增
保洁工作力度，清理卫生死角和小广告
光添彩。”这是市公交公司总经理黄亚亮、 “牛皮癣”，并对上线营运的车辆做到一天
党委书记董乐平对文明城创和迎接省检工 一清洗、一趟一清扫，杜绝“花脸车”、
“黑
作的共识，并由党委书记董乐平主抓该项
脸车”投入营运。
工作，通过党政齐抓共管，上下携手联动，
常“修身”。为保证“身躯”整洁，重点
层层压实责任，
职工全员参与，
迅速展开了
对车身陈旧、破损、污损广告画面进行了
公交“洗脸、修身”大行动——该公司上下
修补或更新；对破裂的玻璃进行了更换；
联动，
全员参与，
迅速展开了公交
“洗脸、修
对磕碰造成车身外观凹凸进行了修复，对
身”
大行动——
接近报废年限的 19 路、105 路、15 路、9 路、
常“洗脸”。为保证“脸面”洁净，该公
21 路、郊区等线路陈旧破损车辆，采取钣
司实行营运公司领导包片、班子成员包线
金、焊接蒙皮、造漆、张贴车厢整体公益广

告等措施进行了车容车况整改。
为防止上述工作出现反复，该公司党
委书记董乐平经常带队到一线督导，服务
稽查人员每天上线稽查，发现问题，及时
反馈，
限时整改，
确保工作的长效性。
据统计，
文明创建迎检工作中，
该公司
共进行公交车身及车容车貌整改、灯具整
修和安防设施整改 293 辆次，
补充更新拉手
400 余个，
加固车内灭火弹 135 个，
更新机舱
灭火弹 36 个，
清理玻璃残留胶条 167 处，
更
换配齐车厢玻璃 24 块，整修电子路牌 36
块；清理站点设施上的“牛皮癣”小广告
3000 余处，
更新广告画面 35 块，
更新车辆头
牌 420 块、服务标识 471 张，整修双杆站牌
15 座。

公交车化身“文明使者”
近段时间，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
在浔城
众多公交车和公交站台上，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文明幸福九江等公益广告，如同“文明使
者”
将文明理念不断带到城市的每一处，
成
为文明创建中的流动风景线。
近日，记者乘坐一辆 101 路公交车，在
车 厢 内 看 到 了“ 亲 情 公 交 车 、文 明 大 家
庭 ”、
“ 安 全 开 车 是 大 事 ，文 明 行 走 非 小
节”、
“文明是城市之魂，修养是立身之本”
等宣传标语，看到沿途众多公交候车亭的
广告画面印有“自由平等公正法制”、
“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容以及“创建文明城 争做文明人”、
“一
举一动展示九江风采 一言一行事关城市
文明”等文明理念的公益广告，还有很多
公交车，在车头或者车尾位置也张贴有文
明城创宣传标语。这些公益广告，温馨的
标语配着绚丽的图画，既有对传统文化的
传承，又融入了时尚元素，
很是引人注意。
“这样子太好了，非常有创意，对文明
创建大有益处，营造了很好的宣传氛围，
提升了整个城市的文明形象。”在候车的
李先生不禁感慨：
“ 这些公益广告对我们

也是个提醒，自己如果有一点不文明行为
都会觉得脸红，对市民而言无形中起到了
监督作用，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和常态。”
公益广告上车，对于公交司机而言，
也感觉身上更多了一份责任。
“ 每天驾驶
着公交车在大街小巷穿梭，车上的标语也
会时刻提醒自己，规范行车、文明服务、礼
让行人。”25 路公交车劳模驾驶员张海荣
说，无论是服务规范、安全行车还是在车
容车貌上，无疑对我们驾驶员的要求更高
了。
“我也感到很荣幸，能为九江的城市文
明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助，
值得表扬和学习。
今年 2 月 1 日上午，一辆 106 路公交车
在驶入长虹立交桥公交站时，车上一名男
子对一老太太实施盗窃，将要得手时，被
旁边女乘客发现并制止，该男子放弃行窃
欲下车逃跑，公交车司机陈德便立即关紧
前后两个车门，这时一位穿城管制服的男
乘客上前一把将窃贼摁住。随后，陈师傅
和“城管哥”等乘客一起开车将窃贼扭送
到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公交车管理大队处
理。经警方调查，该窃贼为吴某某，无正
当职业，2014 年元旦因在公交车扒窃钱
包，曾被判刑，此次作案被抓属于“二进
宫”
。

这样的好人好事在公交已蔚然成风，
几乎每天都会在公交车上发生。据了解，
自 2017 年 9 月份以来，该公司员工中共涌
现拾金不昧、热心助人和见义勇为等好人
好事 312 人次。
“ 如今，我们公交公司，正在着力健
全和完善一套科学、规范、长效的工作管
理机制，将文明城市的创建和九江公交
的日常营运服务工作相契合，将原则性
要求具体化，将突击性工作常态化。”市
公交公司总经理黄亚亮告诉记者，
“ 作为
城市文明形象的代言者，我们公交的文
明创建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远在
路上！”

公交正能量源源不断

弘扬正能量，
弘扬正能量
，市
民为公交打 call
call。
。

市公交公司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在做好安全行车、文明服务、保持车
容车貌卫生及公益广告刊发工作的同时,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用爱心和善心为九江文明城市创建,描绘
了一笔笔浓郁而又亮丽的色彩。
去年 12 月 28 日上午，已经年过 9 旬的
赵士林先生在老伴的陪同下，冒雨专程赶
到市公交集团公司，送来一封表扬信。还
未来得及歇口气，就开始表扬桂毛儿等 33
路公交好司机，说自己经常乘坐 33 路公交
车，33 路公交车的驾驶员师傅们不仅驾驶
技术很是娴熟、规范操作、开车平稳，而且
特别耐心，经常对老弱病残孕乘客进行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