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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企担当当好疫情
防控战场“蓝色摆渡人”

今年2月25日晚，一辆蓝色
的公交车行驶在大街上，这是一
辆转运密接和次密接人员的公
交车，驾驶员吴国强是一名拥有
近 14 年驾驶经验的公交车车
长，也是入党15年的老党员。

今年2月24日，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来袭。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松山湖公交公
司闻令而动，向全体车长发出号
召，需要一批车长介入涉疫重点
人员转运工作，吴国强没有丝毫
犹豫，报名参加。

这是吴国强第二次参与转
运工作，考虑到他已经53岁，又
已经参加过一次转运工作，松山
湖公交公司转运现场指挥部询
问他是否确定要参加。

“我是一名党员，必须带头，
不能退缩。”吴国强语气坚定。

为了安全有序地完成转运
工作，松山湖公交公司成立了转
运现场指挥部临时党支部，党员
带头行动，组建了多个工作小组
投入疫情防控最前线。

车辆营运调度主管罗晓波
也参与了这场转运工作。2月
24日大朗疫情暴发以后，近一个
月，罗晓波吃住都在公司，负责
后方的指挥调度工作。罗晓波
虽然不是党员，但通过参与这次
抗疫工作，他被党员勇担当、敢
作为的精神打动，今年5月，他
向松山湖公交公司党支部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

松山湖公交公司党支部书
记陈惠强感叹：“越是在这种时
候，越能体现出松山湖公交公司

的担当作用。”
在每一次疫情防控工作中，

松山湖公交公司持续扛起国企
担当，响应政府号召，多次参
加涉疫重点人员转运任务。

除了涉疫重点人员转运，医
护人员、医疗物资的转运工作，
松山湖公交公司也没有落下。
自2021年6月7日以来，松山湖
公交公司多次助力松山湖园区
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运输保障，
全力配合园区13个片区的核酸
检测转运工作，累计派出5415
车次；助力松山湖园区、寮步镇
开展大规模人群新冠疫苗接种
接送服务，累计发出班次25519
车次，接送137万余人次。“蓝色
摆渡人”实至名归。

以为民服务的宗旨意
识为企业高效服务

陈惠强今年7月份到任松
山湖公交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此前一直在东莞市
城巴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东莞核
心城区公交运营工作，来到松山
湖公交公司以后，他对于城市公
交发展有了新的思考。

松山湖片区人口结构以青
年人群为主，19.57万就业人口
平均年龄仅 26.8 岁，本科以上
学历人才占比近一半。陈惠
强认为，松山湖有一群容易并
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也
是开展公交服务改革很好的试
验田。

8月31日，松山湖公交公司
在国际创新创业社区、大学创新
城等区域试点推出了“随需公
交”的网约公交车模式。

“随需公交”改变了过去定

时、定线发送公交车的方式。乘
客只需要在手机上下达订单，

“随需公交”就会像网约车一样
以最优路径到达上车地点的公
交站，再以最优路径送至目的地
所在的公交站。这是一项创新
举措，松山湖的年轻人群体使得
这项创新很快得到推广，并为后
续在其他区域上线“随需公交”
积累了经验。

随着松山湖功能区不断有
新项目入驻投产，片区的出行需
求也在不断变化，松山湖公交公
司坚持以脚步丈量公交需求，深
入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员工出行
需求。

松山湖公交公司为华为、中
国散裂中子源、松山湖材料实验
室等单位优化调整通勤线路走
向，为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
司、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健
达创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中能加速器科技有限公司等10
家企业定制开通通勤线路。截
至2022年9月，企业员工定制出
行服务日均客流量为867人次，
累计接送73092人次。

“便民惠企要多从市民的角
度出发，想乘客所想，与人方

便。”陈惠强说。

以党建引领改革提升
运营效益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公交客
流大幅下降，这对公交企业的经
营产生了较大压力。为实现降
本增效，提高经营效益，松山湖
公交公司党支部积极采取了精
细化管理策略。

一方面是控制成本，一方面
是提高效益，开展多元化业务并
提高服务质量。

控制成本方面，松山湖公交
公司采取“一线一策”充电方案，
提高谷峰充电比例，优化能耗结
构；试点启用莞深高速东莞特大
桥（寮步）桥下空间场地，减少场
地租赁成本；制定总成件“以修
代换”工作方案，压降维保成本；
党员带头利用车辆运营期间首
末班待班、中途补电和夜间停放
等时段，现场排除故障，减少因
维修误班；开通“随需公交”，减
少空载率……

松山湖公交公司还通过持
续推进低效线路优化调整，合
并、取消重复系数较高的线路，
压减无效运营里程，提升低客流

区域运营效益。目前正在实施
调整线路49条，其中撤销10条，
调整线路走向21条，调整发车
间隔18条。

仅仅是降低成本并不能有
效改善企业经营状况，陈惠强
说，关键还是提高服务质量，让
人们愿意乘坐公交车。

为此，松山湖公交公司与茶
山镇开展茶山“党校巴士2.0”项
目宣传推广工作；与石龙三中开
通了东莞首条镇内点对点学生
通勤公交专线，解决了金沙湾购
物广场区域和聚豪名轩周边学
生与家长往返学校的出行难题；
开通东莞城市学院迎新专线，点
对点连接东莞城市学院正门及
宿舍区……

危机下彰显国企担当，压力
下凸显企业改革魄力。接下来，
松山湖公交公司将按照东莞巴
士公司党委“基层组织建设年”
的总体要求，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以夯实基层基础为抓手，全
面提高企业党建品质，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公司高水平发展，助力
东莞在“双万”新起点上加快高
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顺便”善举
更显城市温度

近日，“两护士采核酸路上顺便救了个人”的新闻在
东莞广为人知。大朗医院心内科副护士长黄桥与重症
医学科副护士长丘雪花一起前往大朗求富路社区文化
广场采集核酸时，发现一名男子晕倒在地。两人立即下
车进行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倒地男子逐渐恢复意识。妥
善处理后，他们就继续前往核酸采样点工作了。对于救
人之举，施救者之一丘雪花轻描淡写地说，当时没想那
么多，救人是出于本能反应吧，也正好会，顺便就救了。

巧合的是，该男子当晚再次出现抽搐等症状，核酸
采样点医护人员又给予急救直至症状缓解。可以说一
天之内医护人员两次救治了该男子。无论是战疫情，还
是在路上救死扶伤，广大医护人员都在用实际行动守护
这座城市，践行医护人员的使命与担当。

出手施救路人的护士黄桥、丘雪花，还有此前勇救
落水者不留名的黄汉松、陆崇深等，被人民日报和新华
社点赞的救人医生谭志明、张若愚……在东莞，挺身而
出救人的事迹层出不穷，他们都是这个城市的“平凡英
雄”，也是一座城市彰显的温度。

一次次的凡人善举，挽救的往往是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一个个家庭的美好和完整。意外是偶然的，但“平凡
英雄”群体的出现，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座城市的城市
文明和城市精神长期涵养的自然结果。

眼下，“双万”东莞正奋力向着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
城市目标笃行不怠再出发。对于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广
大市民是城市文明的创造者、城市文明的受益者。在新
的“赶考”路上，每个人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代言人”和

“答卷人”。 （刘承志/文）

本报讯（记者 谢伟轩）为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升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
用，今年以来，樟木头文化服务
中心持续开展群众文化工作，为
镇内群众不断增加文化生活的
服务供给，助力群众文艺创作事
业，推动文化强市建设不断走向
深入。

获市赛奖项作品达25个以上

“大力推动群众文艺创作，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要和社会
发展需要。”据樟木头镇文化服
务中心主任邓莉芳介绍，今年上
半年，樟木头共选送优秀作品参
加市竞赛，获得的奖项荣誉达25
个以上。

在全市“我来写非遗”“我来
画非遗”“我来演非遗”等活动评
选中，樟木头选送的《我酷爱剪
纸艺术》获小学组银奖，《麒麟
诗》等2件作品获铜奖，《记我校
的麒麟社团》等4件作品获优秀
奖；《“麟”童献喜》获“我来画非

遗”幼儿组金奖，获银奖2个、铜
奖1个、优秀奖3个；小学组获银
奖1个，优秀奖1个；“我来演非
遗”《鼓舞麒麟》《小麒麟旅行记》
获幼儿组金奖、铜奖、优秀奖；参
加东莞市少儿花会舞蹈《捋起袖
子奥利给》荣获幼儿组银奖，音
乐作品《客家娃娃潮起来》获小
学组铜奖，相声《有话好好说》获
小学组曲艺类铜奖，另有书画作
品优秀奖等。

此外，樟木头参加市儿童故
事大王比赛，获低幼组二等奖、
小学组二等奖，樟木头图书馆获
优秀组织奖；选送的“周陶文化、
汉服团队”等11个项目入选市
优享文化年暨第二届“品质文
化”创投大赛项目。

500多场公益培训，超
7500人次受益

“要为群众创作出更加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和文艺精品，推
动群众文艺创作事业健康、快速
发展。”邓莉芳表示，今年以来，
樟木头积极落实全民艺术普及
行动计划，开展“走进艺术”系
列公益培训，共开设“古典舞、
葫芦丝、二胡、古琴、书法、国
画、少儿舞蹈”等15项公益培训

课程，其中国画、剪纸、少儿舞
蹈、少儿街舞、成人陶艺课程在
各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授
课，带动社区开展培训 500 多
场，培训学员7500多人次，得到
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

据介绍，樟木头的客家文化
底蕴深厚，麒麟舞、客家山歌、客
家小吃等更是深入民心。今年
以来，樟木头着力推动和传承客

家文化，推荐“巫春兰、刘春华”
参评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推荐刘伟团参评第六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推荐官仓社区麒麟队参评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群体；举
办“我眼中的非遗”中小学生现
场作文及绘画比赛，推荐麒麟制
作参评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濒危项目；申报麒麟舞为2022

年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实施
非遗记录工程，收集整理客家山
歌册，已完成50多首客家山歌
收集工作；安排麒麟舞传承人驻
点樟木头实验小学、中心小学及
樟木头中学教授麒麟舞，不断拓
展非遗传承空间，致力于为群众
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推动群众文艺创作事业高质量
发展。

线上线下营造独特体验
让更多人认识“厚街家具”
“厚街家具·生活美学”线上促销节启幕

本报讯（资深记者 张华桥）百万级粉丝主播将通
过短视频内容互动；品类达人参与话题讨论，为大家做
家具科普、产品评测……9月21日，由厚街镇人民政府
主办，厚街镇经济发展局承办，东莞市厚街镇经济发展
局联合淘宝天猫东莞商家运营中心、淘宝教育，在东莞
名家居世博园共同举办的“厚街家具·生活美学”线上
促销节启动仪式，拉开了一场线上线下销售家具的盛
宴序幕。

线上线下互动，多个活动轮番上演

金九银十，消费来袭。根据活动安排，9月23日-25
日，百万级粉丝主播将通过短视频内容互动，带消费者
走进厚街家具品牌店。品类达人参与话题讨论，为大家
做家具科普、产品评测，并提出房屋改造等创意方案，让
更多人认识“厚街家具”品牌。

9月23日-28日期间，淘宝天猫（东莞）商家运营中
心将联动天猫资源，撬动平台小二在淘宝平台站内设置

“厚街家具”促销活动专题页，整合厚街本地优质的家具
商家，在页面内进行集中展示和推荐，结合商家优惠和
平台促销活动让利消费者。

用户只要打开淘宝，点击搜索“东莞厚街家装节”，
就能直达活动页面，还能在汇聚、聚划算官方直播间里
觅到心仪的产品。

除了线上看直播，消费者还能在东莞厚街名家居世
博园里看到产品实物展陈，实地体验效果。据悉，此次
促销节还有领取1000元大额优惠券、满1000减200等
活动，将掀起一场消费盛宴。

厚街家具顺应行业发展需要，通过携手淘宝天猫
（东莞）商家运营中心、淘宝教育，开启新玩法，以线下线
上结合的方式营造独特的消费体验。

提升家具品牌价值

据悉，作为目前国内家具行业产业链配套最完善的
地区，厚街拥有家具品牌超过2000个，从业人数超10万
人，落户在这里，一年两届的“名家具展”也是亚洲最大
规模家具展。

电商平台、直播平台带来的流量，将帮助“厚街家
具”企业快速打通线上电商运营通道，扩展销售渠道，增
加曝光度，形成消费者“品质认知-品牌记忆-电商购买”
的购买链路，提升厚街家具产品价值。

淘宝天猫属地商家运营中心南区总经理张心玲表
示，淘宝·天猫东莞商家运营中心入驻东莞市一年多来，已
帮扶产业带重点商家超过540家。此次，超过70家厚街
优秀的家具企业将参与“厚街家具·生活美学”线上促销
节。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凝聚优秀的供应链厂商和线上电
商企业，共同推动厚街家具企业电商经营能力升级。

茶话莞

稳增长攻坚战·党旗在经济稳增长一线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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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湖公交公司探索精细化管理，开展多元化业务，服务企业和民生

展现国企担当 体现交通力量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2019年完成全市第二轮

公交资源整合后，东莞市松山湖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松山湖公交公司”）以党建为引领，驱动公共交通不
断实现新发展。自成立以来，松山湖公交公司通过探索精
细化管理方式，优化营运路线，开展多元化业务，服务企业
民生，便利市民群众出行，在经济稳增长中展现国企担当，
体现交通力量。

见习记者 高鹏飞 记者 范德全/文 松山湖公交公司供图

樟木头文化服务中心持续开展丰富的群众文化工作

不断增加供给 让文化生活更多彩

■2022年2月，松山湖公交公司成立转运现场指挥部临时党支部

■樟木头积极落实全民艺术普及行动计划，开展系列公益培训。图为“艺术夜校”公益培训班现场 樟木头供图

■一年两届的“名家具展”是亚洲最大规模家具展
本报记者 郑志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