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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在济南公交总公司，有不少“双高星”驾驶
员，夫妻俩都是高星级驾驶员。在六分公司，
就有这么一对儿。

33 岁的王红霞，爱说爱笑，一笑就有俩甜
甜的酒窝，五星级驾驶员。她的爱人叫王刚，
比她大一岁，性格内向，不管红霞说啥，他都在
旁边微笑着，三星级驾驶员。小两口工作都很
出色，连续两年当选总公司先进工作者。他们
有个儿子，今年 6岁。公交司机风里来雨里去，
不管年节还是双休日，如果排早班，就顶着星
星上班，如果排晚班，总是后半夜到家。为了
照顾孩子，车队照顾他们，两口子跑一辆车，一
个上早班，一个上晚班。

“王刚 2003 年进公司，我们 2004 年结婚，
2006 年我进的公司。他是学维修驾驶的，我
觉得开公交挺神气的。到车队后，领导挺支
持，我们的工作都不错。为了照顾孩子，我们
就调到一辆车上，我长期早班，他上下午班，
但上班时，我们就只能一个人在家。”红霞快
人快语。

公交首班车是 5:30，早班下班也得 14 点
多，下午班就要上到 23:00 左右。两个人在车
上也有分工，红霞负责打扫车厢，王刚负责保
养车辆。干这行起早贪黑，没有节假日，越是

过年过节，他们越忙。
“浪漫？我们没有。早上我出门早，他每

天骑电瓶车送我，天天送。他下晚班时，我
去站上接他，这就是我们的浪漫了吧？”说起

丈夫，红霞笑得很甜，“中午他送完孩子，就
到公交车站等着，我把他拉到车队，就算交
接班了。”

孩子今年 6 岁了，每年的生日都是红霞给
孩子过，两口子最大的遗憾是从没一起带孩子
玩过。在公交行业有句话，“干这行，最对不起
家人”。红霞说：“孩子老问，爸爸妈妈，什么时
候咱们一起玩啊？”“你们有三口之家的合影
吗？”听到这个问题，一直爱笑的红霞突然流泪
了，她摇了摇头：“没有。”她赶紧擦眼泪，但眼
泪却越擦越多⋯⋯

一旁的 35 路驾驶员秦静说，她与爱人原
来也是跑一辆车，现在爱人考上了管理岗，但
工作却更忙了。“遇到大雨大雪，管理人员要提
前到岗，到一线去。他给我派了个任务，一到
恶劣天气就早点叫他起来。有一次，我没早叫

他，还把我批了一顿。”她说，公交职工带孩子
玩都是有区域的，只能在家附近转悠。她负责
抓孩子的学习，上早班的时候，孩子学习还行，
轮到上下午班，到家都快晚上 11 点了，看看作
业有错，也不能叫孩子改，连老师都摸着她上
班的规律了。秦静笑着说，“干我们这行，也挺
快乐的，有那么多乘客关心我们。去年春节
前，一位 80 多岁的老乘客王进德，特别在车站
上等我，送我一幅他写的对联，‘热情待客寒冬
暖，笑语关心陌路亲’，我觉得这是对公交人的
认可。”今年“五一”，秦静评上了山东省劳模，
这让她充满感恩。但谈到对孩子的歉疚，爱笑
的秦静也抹起了眼泪。

采访中，记者的心灵一次次被净化。这
些朴实的公交人每天穿梭在这个城市，用真
诚的微笑传递着关爱。很少有人知道，他们
的辛苦和付出。不管是过年过节，还是狂风
暴 雪 ，他 们 几 十 年 如 一 日 ，坚 守 岗 位 和 职
责。他们是平凡的，在中国，有很多这样默
默无闻的劳动者，为实现中国梦打下最坚实
的基础。

对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劳动者，我们该停
下脚步，听听他们的故事，给他们一些敬意和
掌声。

记 者 ： 2004 年 ， 济 南 公 交 就 推 出

“星级管理、星级服务”制度，出于什么

考虑？

薛兴海：我们每个月对每条线路、每
个驾驶员进行评定，乘客评价是最重要的
指标，管理人员的评价由驾驶员等来评。
这套制度变以前的以罚为主为以奖为主，
变被动管理为自我管理，星级线路的评定
由员工内部监督为主，评上的都有奖，一
个人表现不好，团队都得不到奖励。大家
互相监督，效果很明显。下一步，我们还
将不断上调星级评定标准，不断提升服务
水平。

记者：济南公交引入了不少行业外的

经验提升服务，这种学习的精神让人印象

深刻。

薛兴海：近年来，公交发展很快，但
乘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我们要做的
就是不断满足乘客不断提高的需求。同
为窗口行业，我们可以向航空业学习，
学习他们的热情服务、规范服务。我们
请航空的培训师、旅游学院的老师来培
训，提升服务。济南开通 BRT 后，没有
因车辆在行驶中抛锚而停驶，学习的就
是航空的经验，观念的变化带来了巨大
的变化。

记者：公交行业具有公益性，我觉

得，越是公益性行业越要精益管理、提升

效率。

薛兴海：确实，越是具有公益性的行
业越要狠抓成本，让纳税人的钱花到地
方。我们有个在行业内比较受认可的指
标，人车比是 2.59︰1，在同等规模的城
市，这一数字一般在 3.68︰1 以上。这意
味着，每一辆公交车，包括管理人员、司
机、维修、保洁等，我们只需要不到 3 个
人，生产效率指标高，没有闲人。再说消
耗指标，我们百公里油耗这个核心指标全
国领先，12 米长的车，每公里耗油 28
升，一般水平在 33 升至 35 升，节油率在
70%以上。

记者：这个行业目前还有什么困难？

薛兴海：全国公交系统有 120 万职
工，基本在亏本运营，各地补贴力度不
同，压力不一样。这些年，成本不断上
升，但票价基本没动，亏本运营不利于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这个行业的
培训教材基本是空白，有关的研究也比
较少。这么大的行业缺乏成型的理论，
我 们 编 著 了 一 套 教 材 ， 填 补 了 国 内 空
白，但还需要加强理论体系建设。

记者：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

薛兴海：我认为公交行业是“永远的
朝阳行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交的
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公交出行占有道路资
源最少、消耗的资源最少、排放物最少，
今年我们采购了 1000 多辆天然气车，基
本达到零排放。此外，公交优先的实质是
社会公平，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这个行
业前景很好，我们干公交的人激情满怀。
下一步，我们要在产品多样化上下功夫，
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分配制度改革、人
事制度改革、管理制度改革等，只有不断
找到不足，才能不断前进。

公 益 性 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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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创新——

星级管理提升微笑服务

“您好！欢迎乘车！”“老师，请出示月票！”
“大爷，请往里走，里面有座位。”“不急，您慢
点。”

天色渐渐暗了，济南市 103 路电车上，初
冬的寒风钻进了车厢。42 岁的五星级驾驶员
徐维玉热情地向乘客打招呼，搀扶老年人上车，
帮他们找座位，小小车厢里传递着一份温暖。
这只是她工作 13 年的普通一天，在车头前，除
了济南公交的笑脸标志，还有个醒目的标牌
——徐维玉车组。车内，每个座椅上都有个小
棉垫。“这是我自己做的，昨天晚上做到快 12
点。天冷了，我想让乘客早点用上。”徐维玉说。

由于责任心强，徐维玉常年开头班车。头
班车 5 点发车，她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无论
寒冬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不管过年过节，都坚
守在线路上。103 路电车从姚家庄开到大观
园，单程 19.4 公里，一个往返要近 1 个半小
时。上早班时，徐维玉得开三圈，到中午 1 点
多才能歇歇。“我没做什么，但乘客对我特别
好。逢年过节，有的老乘客塞给我个热乎鸡
蛋，说‘吃吧，孩子’，有时我嗓子不舒服，有孩
子递给我金嗓子喉宝。这让我特别感动。”

遇到乘客问路，如果答不上来，她就觉得
“特别不得劲”。她把业余时间都用来坐公交，
把重点地方的换乘办法记下来。驾驶员们还
学习了简单的哑语和英语。“一次，有两位聋哑
人上车后挺着急。等红灯的时候，我赶紧跑到
他们面前，用哑语问，‘需要我帮助吗？’他们特
别高兴，我拿出小本子，让他们写下要去的地
方。到站时，我拍拍他们，用哑语告诉他们，

‘到站了，马路对面就是’。”徐维玉连说带比
划，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干这行，什么人都能
碰上，有时碰到喝醉酒，吐在车上的，我就赶紧
打扫，还帮他向其他乘客道歉。”

徐维玉的臂章上有五颗星，这是济南公交
总公司推行“星级服务”、“星级管理”的成果。

2004 年，济南公交总公司开始运行“星级
管理”，在公交线路、驾驶员、修理工和车辆保
洁员中推行“星级服务”奖励制度，从硬件、软
件等方面全面提升济南公交的服务水平，企业
的整体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得五星级驾驶员的，每月有 1200 元的星
级奖励，如果评为星级线路，整个团队都能得
奖。K52 路有 35 部车，68 名驾驶员，五星级驾
驶员占到 12%。”五星级驾驶员贾军正告诉记
者。以前，公司对驾驶员的管理主要靠罚，每
个月的罚单都是厚厚一摞，司机被罚烦了，能
少开一圈就少开一圈。改为星级管理后，大家
做好工作的主动性强了，从被动管理变为主动
管理，效果明显。

在公交场站，墙上贴着详细的“星级驾驶
员标准”和“星级线路标准”，除了驾驶里程、出
勤情况、服务标准、节油等标准，五星级驾驶员
的服务检查平均分数要达到 100 分，车辆卫
生、车辆日常维护、安全设施检查平均分数达
到 99 分以上。而星级线路则是对一个团队的
评定，评为星级线路的，驾驶员、现场调度、保
洁员等都有奖励。

这种服务导向型的城市公交行业星级服
务管理制度，从乘客出行需求出发，确定公交
服务的目标、标准、考核内容和方法，并建立一

整套管理和考核考评的体系，员工薪酬与服务
质量挂钩，形成企业各项工作自我提升的经营
管理新机制。随着星级服务的标准不断提升、
实施动态管理，济南公交的品牌美誉度提高
了。截至目前，驾驶员挂星率达到 87.22%，服
务合格率达到 97.10%，乘客满意度达到 92%。

管理创新——

情绪管理有了科技依托

公交车的安全关乎百姓，驾驶员每天要面
对复杂的天气条件和路况，如何让驾驶员保持
良好的状态？

在济南公交采访，记者听说有个“人体生
物节律安全指数表”，管理人员凭借这个表对
驾驶员进行评估，同时，通过察言观色，掌握驾
驶员的动态，有问题的不能出车。

济南公交总公司二分公司的场站里，有一
张人体生物节律安全指数表，根据人体的情
绪、体力、智力三项指标绘出当月每位驾驶员
的节律图，每位驾驶员都有一个小笑脸标识，
贴在相应的区间。如果达到“双重临界”或“三
重临界线”，管理人员就要对驾驶员的行车安
全特别关注。

汽车三队车队长徐振宁特别爱动脑筋。
他说，用人体生物三节律来进行情绪管理是他
们的创新，“2008 年开始研究能否把人体生物
节律用于安全驾驶管理，那是初级阶段，2009
年形成了一套体系并逐渐成熟，如今，这套管
理办法已在全公司推广”。

“早在 1994 年，公交行业最困难的时候，
工资特别低，驾驶员流失严重，安全事故也
多。我琢磨怎么能找出事故发生的规律来？
这个事挺难，也就放下了。”二分公司党委副书
记于建民说，“2008 年，我们搞了情绪管理，把
情绪分为晴天、阴天、下雨三种，还开了队长信
箱。网络普及后，我让年轻人上网查查，有没
有人体生物节律的软件？一查还真有。我提
出哪家找出规律来可以先试点。没想到小徐
钻进去了，把规律摸出来了！”

“我从 2009 年养成了失眠的习惯，那时，
我在枕头边放个小本，睡不着就把想法记下
来。”徐振宁笑着说，人体生物节律指人的情
绪、智力、体力等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周期性变
化，一般存在低潮、高潮、临界逐次渐变的节
律。“我把这些年车队事故案例与人体生物节
律进行关联分析，发现有很大程度的吻合！”以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事故案例为例，与生物节
律存在关联的占 90.48%，万元费用的事故占
总费用的 79.45%，全部与情绪影响有极大关
联，驾驶员当天情绪都处于临界点或低潮期。
经过大量数据比对，他发现，把驾驶员出生日
期输入系统后，三条曲线在 10%至-10%之间
的临界区域重合时，就是极易出现问题的时
候。他们每月末测算出每位驾驶员的节律运
行指标，采取“每日一挂牌”制度，有针对性地
开展休息、叮嘱或谈话制度，并加强教育，防患
于未然。通过这些措施，驾驶员的自觉性增强
了，2011 年 1 月至 10 月，与人体生物节律有关
的事故总数下降了 20.48%。

作为一项管理创新成果，济南公交“情绪
管理”先后荣获济南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
果特等奖、交通运输部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
果一等奖、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
等奖等。

科技创新——

发展公交需要科学决策

您可能经常乘坐公交，但对公交背后的学
问却不见得了解。

公交客流如何预测？公交线路怎样布
局？站点如何规划？智能交通体系如何建
设？车辆周转率如何提高？⋯⋯这些问题都
需要研究。

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是国内首家也
是目前唯一一家由公交企业设立的研究院，
2006 年成立之初，只是为济南公交总公司服
务，如今，他们致力于公交行业前沿的科技和
理论研究，搭建起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研究
平台，承担了行业内标准制定、教材编写、规划
研究等任务。

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刘彤说:
“我们本来做应用性研究，随着不断创新，就需
要理论上的突破。这两年半，我们在做车辆周
转时间的规律性研究，解决拥堵状态下如何保
证公交车均衡运行的问题。过去认为这是无
解的，我们分析了 3 年的数据，发现可以破解
拥堵规律并科学调度车辆，研究成果正在一些
线路上应用。”

过去，遇到拥堵，就加大运力，但发车间隔
并不科学，车堵在一起，回程时间很长。在拥
堵高峰时，早 5 分钟和晚 5 分钟，车辆的运行速
度差距很大，并非一成不变的。经过他们对近
3 年数据的分析，发现拥堵时间的变化有规律，
通过多项数学模型的测算，达到对拥堵预测精
度 90%左右。通过科学预测，智能化调度，发
车间隔变短，运力投入减少。“每条线路的周转
时间按早高峰、低峰、平峰、晚高峰进行科学预
测，过去未知、不可知、偶发的因素变成了必
然、可知、可测的因素，这是一个突破。”他的感
慨是：“做原创性研究非常困难，这些研究要基
于大量枯燥的数据，目前专业科研院所觉得公
交行业有点像鸡肋，有的研究偏于‘高大全’，
实践效果不强。公交行业经费紧张，有的科研
人员只想搞‘短平快’，不能沉下心来。我们是

专业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依托济南公
交这个后盾，能研究实际问题，并取得突破。”

该中心副主任巩丽媛说，通过研究，他们
能达到让车辆优化、人员最佳的状态，比如开
通一条线路前，都要对客流进行调查，以前靠

“拍脑袋、凭直觉”，现在要根据调查，做出公交
需求模型，考虑布点是否合理、长度多少合适、
配车多少、与路网如何衔接等，开启了公交行
业科学决策的一页。

2008 年 4 月以来，济南开通了 7 条快速公
交（BRT）线路。由于 BRT 专用车道只够一辆
车行驶，车一旦抛锚就没法正常运营。济南公
交总公司提出，要“治未病”，变事后维修为事
前检测，如今，已无线路抛锚行驶里程达到
3687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922圈。

11 月 14 日，记者来到维修五分公司，轰鸣
的风炮声中，维修公司副经理车立山高兴地告
诉我们，“我们又获了个奖，是 2011 年至 2012
年度全国汽车维修企业诚信企业！”进入冬运，
是公交人最忙的时候。29 岁的高级技师安伟
挺腼腆，但排除故障却很有一套，“我几乎修过
济南公交的所有车型，现在的车电气化水平特
别高，有些故障非常难琢磨。有的故障不是一
直有，而是时好时坏，不排除它，我心里就不得
劲，就像解数学题似的，非得解开了，一看，原
来很简单。”

维修公司党委书记高新传说：“BRT 开通
后，我们引入航空地勤式服务，维修理念发生
了转变，通过检测不让车坏在路上，驾驶员一
日三检，通过运修分离体制改革，消除隐患，确
保行驶中不抛锚。”他说，随着国家对节能减排
的认识提高，公交车换车频次比较快，过去在
学校里学的知识，很快就要更新换代。济南公
交已换了十几种车型，现在的维修工要靠新技
术、新检测设备才能快速找到故障并排除。

继去年济南公交首创定点发车、准时到站
的“守时公交”后，今年 7 月 18 日，济南公交手
机来车预报软件进行开放性测试，如今，用户
已达 17 万人。这是济南“公交都市”示范城市
建设及交通运输部“信息化示范单位”建设的
重要内容，济南公交信息化服务又迈上了新的
台阶。

不断创新、不断学习，自加压力、不断前
行，济南公交总公司的创新实践还在进行，更
多创新故事还在发生⋯⋯

创 新 路 上 加 油 提 速
——来自济南公共交通总公司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 晋 管 斌

1.14 万余名职工，4000 多部运营车辆，646 部客运出租车辆，215 条运营线
路，日均客运量达 240 多万人次，人车比仅为 2.59︰1，在同等规模的城市，这
一数字一般在 3.68︰1 以上⋯⋯这就是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的几个主要数
据。在泉城的大街小巷，无论狂风暴雨，还是冰雪霜冻，济南公交人为城市的
运转默默奉献着。他们在行业内率先推行“星级管理、星级服务”制度；首创

“情绪管理”保障运营安全；推出“公交论语”，把“十米车厢”变成传播正能量的

“流动课堂”；发布全国首个公交出行时刻表，承诺 20 多条公交线路“定点发
车、准时到站”，到站时间前后误差不超过 1 分钟；牵头制定城市公共汽电车专
业工作标准；推出公交微博、公交热线、手机来车预报软件、定制班车等。

通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这家有 60 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一
直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在外国人面前代表中国形象，在中国人面前代表山东
形象，在济南人面前代表济南公交形象”，济南公交已成为泉城的一张名片。

本版编辑 祝惠春

▼图为济南公交的公交指挥中心。公

司首创“守时公交”，20 多条郊区线路实现

“定点发车，准时到站”，2013 年济南公交

又推出手机来车预报系统“微步”，进一步

方便市民出行，使市民出行可计划。

赵东云摄

▲ 公 交 车

上，五星级驾驶

员热情地搀扶老

年人下车。

王红霞（右）

与爱人一起打扫

车厢，她最大的

心愿是：“要有一

张三口之家的合

影就好了！”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