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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车队239路更换新车提升服务质量
受到乘客好评

九车队 239路新车上线运营一个月受到乘客一致好
评。 239路以前运营的车辆为 10米长的 LNG液态天然
气车辆，新车是新能源纯电动空调车，驾驶员一侧配备安
全防护门，全车车内 6个监控摄像头达到无死角全覆盖，
并且不用踩离合大大降低了车辆行驶过程中因为换挡的
顿挫感，新车完全就是自动挡驾车的感觉。驾驶员都说新
车好，操作更顺畅，也提高了乘客乘车的舒适性安全性，
239路新能源车为车队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收获了社
会效益， 给车队驾驶员带来工作新热情， 大家脸上也笑
了，服务也到位了，事故也减少了，乘客也舒心了。

公交之声

南通九车队239路驾驶员参与警示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驾驶员安全行车意识，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的发生， 长春南通公司九车队组织驾驶员观看警示教育纪录片，
并组织警示教育活动。

在教育活动中，大家观看了公交各类事故新闻报道，车队保安
员细致分析事故发生的起因、过程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营运队长
面对面地对职工开展安全警示教育。

通过警示教育活动的开展， 再次警醒广大驾驶员要时刻规范自
己的职业行为。为提高运营安全及运营服务质量，下一步，九车队会继
续加强车辆安全隐患排查，加强驾驶人员思想开导工作，提高驾驶人
员的综合素质，完善应急预案，牢固树立“居安思危”意识，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安全出行需求，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城市新风尚，礼让斑马线
南通公司九车队于近日在红旗街省医院和吉大一院等

重要路口集中举办了“礼让斑马线 公交我先行”活动暨公交
车礼让斑马线推动日活动，督导公交驾驶员按照市交通局的
文件精神模范执行各项安全文明行车规范，并采取多种形式
向市民宣传推介绿色文明出行。

通过主题教育、公益宣传、测速检查等形式，督导驾驶人
员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和各项安全行车规定，弘扬停车不
越线、礼让斑马线的文明行车风尚。同时，九车队还将在重点
线路、路段和站点上增派管理人员巡视检查，强化对线路驾
驶员安全文明行车的监管力度，严格规范公交车辆路口通行
秩序。

记者 17日从中国民航局
获悉 ， 全国 203家机场近日
正式启用“民航临时乘机证
明”， 今后乘客如忘记携带
身份证 ，只要使用微信生成
二维码即可快速办理值机、

登机 。
据 民 航 局 公 安 局 副 局

长李岩介绍 ，该系统由申办
软件与验证设备组成 ，申办
软件登录方式有三种：一是
在 微信 小 程 序 中 搜 索 点 击

“民 航 临 时 乘 机 证 明 ” ， 二
是用 微 信 扫 描 小 程 序 二 维
码 ， 三 是 在 微 信“城 市 服
务—交 通出 行 ”中 点击“临
时乘机证明”选项 。 旅客登
录 后按 照 提 示 步 骤 可 以 很

快完成申请 ，提交后 60秒内
即可获得电子防伪二维码 ，
凭 此 二维 码 办 理 值 机 手 续
和接受安全检查，有效期为
15天。 如果超过 15天，则可
以再一次申办 ，且不收取任

何费用。
据了解， 如果旅客需要

办理行李托运， 同样可以拿
着这份临时乘机证明在值机
柜台进行身份验证。

/新华社

坐飞机忘带身份证？ 有二维码就够了！

通化师范学院
开展志愿服务行动

近日， 通化师范学院美术
学院“科技支农帮扶团”到通化
市五道江镇菇园村开展“振兴
美丽乡村绘制美好蓝图” 村庄
规划编制志愿行动。

活动中， 志愿者们为菇园
村村委会入口处 100 平方米
的墙体进行了东北抗联题材的
彩绘；走访了解当地村民养殖、
文化、教育、医疗等现状，建议
菇园村大力发展和壮大旅游
业、特色农业和现代化农业，促
进农业生态园区的形成， 增加
农民收入。同时，志愿者们还为
菇园村村委会、玫瑰庄园、煤厂
等地进行航拍， 为当菇园村留
下宝贵的影像资料。

本次活动， 志愿者们以实
际行动投身乡村振兴战略中，
推进村庄规划建设， 为新时期
农业农村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贡献力量。

/王纪 记者 王耀辉 报道

荣誉在心
13路用微笑加分

“微笑服务，让我们从现在
开始!”最近，长春公交南通公
司 13 路车队倡导全线驾驶
员，守平常心，把来来往往的
乘客当成友人、 邻人来对待，
以微笑面对，让他们的好心情
从每天清晨踏上 13 路公交车
开始。13 路党支部书记王雪尧
介绍说，13 路作为“全国三八
文明线”， 这份荣誉深植车队
每一位员工内心， 都倍加珍
惜，也让员工们意识到，乘客
一天的疲惫可能因你的微笑
而减半， 这种被乘客的认同，
使得 13 路行车服务不再只是
辛苦的，更是快乐的，因为驾
驶员的微笑给予人们温暖。 据
了解，13 路倡导微笑服务，员
工们快乐的工作着已然成为
一种本能，微笑也是自然的流
露而非刻意为之。 在这个过程
中，13 路车队员工看问题的角
度和工作的态度都很积极向
上，在 13 路车队，大家都在为
车队的这份荣誉加分。

/ 记者海涛 报道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 平台中的

“社保查询”服务可按“多地参
保、集中展现”的形式查询社
会保险缴费、待遇等年度个人
权益信息；“待遇资格认证”服
务除了可以通过“刷脸”完成
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还可
以通过选择“代人认证”服务，
帮助参保人员家人进行待遇
资格认证；“养老金测算”服务

可以根据参保人员目前的养
老保险缴费情况，估算出未来
领到的养老金情况；“异地就
医”查询服务可以随时查询跨
省异地就医费用和备案信息。

这位负责人表示，“我的
社保卡”服务可以查询参保人
员社保卡和电子社保卡的应
用状态，获知周边的服务网点
和服务渠道；“各地办事大厅”
可以直达各地社会保险网上

平台，体验更多服务。
这位负责人说，参保人员

可以访问国家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平台门户（si.12333.gov.
cn）或下载“掌上 12333”手机
App，通过用户注册登录后体
验相关服务。 已申领了电子社
保卡的人员，可打开电子社保
卡“扫一扫”功能，快速扫码登
录，并可以直接在电子社保卡
页面查询办理相关社保服务。

后续，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平台还将推出更多全国统一
的社会保险线上服务，逐步开
通更多的授权访问渠道。

据了解，国家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是全国统一的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的总门户，重
点为参保人员和参保单位提
供全国性、跨地区的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 首期开通 8 类 18
项全国性统一服务。 /新华社

17 日， 中国登山协会发
布“十一”期间登山户外运动
安全提示和通知， 提醒广大
登山户外运动爱好者和登山
户外运动组织机构。

针对户外运动爱好者的
安全提示首先是， 攀登西藏
自治区海拔 5000 米以上和
其他省区市海拔 3500 米以
上的独立山峰， 要严格按照
《国内登山管理办法》中的相
关规定进行申报和审批，选
择具有资质的团队， 掌握相

应的知识和技术， 做好充足
的行前准备，尊重生命、尊重
自然，遵守循序渐进、量力而
行的原则。

第二，参与徒步、健身登
山等户外运动时，要遵守各地
方有关登山户外运动的法规，
从目的地及沿途环境、所需装
备和人员自身条件等多个方
面做好充分准备。 出发前，制
定详细的行程计划，尤其注意
天气变化，提前购买个人登山
意外保险，认真填写户外出行

紧急情况信息表，将行程与归
期告知紧急联络人。遵守结伴
同行原则，跟随团队出行时应
选择具有资质的团队。

第三， 在户外遭遇危险
时，不要惊慌，要尽可能客观
全面地判断当前情况，观察自
身和周围环境，寻找可能的解
决办法，科学地求救与自救。

第四， 在户外环境中，要
在可耐受地面行进和露营，
妥善处理垃圾， 保持自然原
貌，尊重野生动物的习性，考

虑其他野外活动者， 尊重当
地民风民俗。

此外，户外运动爱好者可
以登录“中国登山协会官
网”，关注“全国户外安全教
育计划”公众微信号，及时获
取登山户外安全知识与信
息。

在向各登山协会、俱乐部
及其他相关机构发出的通知
中，登山协会表示，攀登西藏
自治区海拔 5000 米以上和
其他省区市海拔 3500 米以
上的独立山峰， 要严格按照
《国内登山管理办法》中的相
关规定进行申报和审批；要
按照政府和体育、 旅游行政
部门的相关规定， 切实加强
组织管理工作， 尤其是高技
术、 高风险的登山户外运动
赛事和活动； 认真做好各环
节工作， 建立活动风险管理
体系， 具有充足的技术力量
和齐备的物资保障； 切实保
障交通行车、食品卫生、财产
物资、技术操作等安全措施；
要积极与体育行政部门、旅
游行政部门协调， 把活动控
制在风险已知、 便于救援的
范围内； 认真建立和执行各
种登山户外运动中突发事件
的应急预案， 严格各项安全
管理措施； 活动赛事组织者
要切实承担起安全责任；增
强登山户外运动参与人员的
安全防范意识。 / 新华社

中国登山协会发布“十一”期间登山户外运动安全提示和通知

遇险不要慌 科学自救求救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记者 17 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 参保人员可以通过“刷脸”完成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也能

在平台中估算未来能领到多少养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