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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导读
本报告是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或“北京公

交”“集团公司”“我们”）发布的第5份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

告，披露北京公交及其所属单位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

面的工作绩效。报告时间范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

12月31日，部分内容超出上述范围。

参考标准

全球倡议报告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4），

社会责任指南标准（ISO26000），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市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指

导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

（CASS-CSR4.0）4.0之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业》

信息说明

本报告中涉及的信息数据均来自北京公交相关文件和统计报

告，如与公司年度审计报告有出入，以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报告改进

报告以“一路同行”为主题，呼应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业特

色议题，深入阐述公司2017年在回应利益相关方期望与

关切方面的实践及成效，信息披露和对于实质性议题的分

析更加充分，案例展示更加生动，有效提升了报告的规范

性和完整性。

编制流程

项目前期：对标研究—启动—实质性议题分析

项目中期：材料收集—报告编制—报告设计

项目后期：报告定稿—报告外部评级—报告发布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社会责任报告

一路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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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深

化各项改革，全面推进企业整体发展水平和

质量的攻坚之年。一年来，北京公交在市委

市政府、市国资委、市交通委的领导下，在

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市民、

乘客的大力支持下，以改革创新为驱动，积

极构建以乘客需求为导向的客运体制，提升

公交服务质量和综合管理水平，为提高首都

城市服务管理水平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贡献

力量。

2017年，我们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一

是着力优化线网布局。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线网重塑，增加线网覆盖，均衡区

域发展；开通旅游公交线、夜景观光线、北

京妇产医院专线和有轨电车西郊线，丰富快

速直达专线、高铁快巴、定制班车等多样化

服务产品；保障城市副中心建设和设计实施

轨道交通线路接驳方案。二是不断履行绿色

环保责任。持续推进新能源和超低排放公交

领导
致辞

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 Leader’s Message
2017 was a year to overcome challenges in assimila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directives arrived at the 6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dhering to innovative developments with a focus 
on intensifying reforms for a comprehensive betterment of 
the enterprise in terms of overall development standards and 
quality. Over the last year, thanks to the advice from Beijing 
CPC Commission, municipal government, municipal SASAC 
and Commission of Transport, with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cadres and employees and the support from passengers 
and public at large, Beijing Public Transport Corporation 
(BPTC) actively built a demand-oriented passenger transport 
system driven by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improve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tandards, making contribution to the Capital's urban service 
competence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Throughout 2017, we were actively engaged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by: I. Focusing on optimising 
the network layout. We implemente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reshaping the network and expanding coverage to 
achieve a 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We opened 
tourist bus routes, night tour routes, Beiji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direct routes and west suburb tram 
routes and enriched diversified services such as express 
direct routes, HSR Express and custom shuttles. We ensured 
that urban sub-centres are constru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il transit network schemes. II. Continued 
fulfilment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e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use of new-energy and low-emission 

车投入使用，加大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实现了3个年度343个充电桩的建设任务和

2380辆纯电动车的投入使用，完成了市委市

政府“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指标任务。三

是持续开展员工关怀。全面升级企业文化建

设，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推介“公交在线学

习”APP，持续改善员工生产生活条件，实

现土桥公交中心、二通厂公交立体停车楼等6

项市重点工程开工建设。四是维护首都和谐

稳定。加强乘务管理员培训，提升全员处置

各类突发事件能力，圆满完成了十九大等重

点时期、国庆等法定节假日期间以及日常的

安保维稳工作，为建设和谐首都贡献力量。

未来，北京公交将秉承以顾客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续提升公交

服务的便捷性和精准性，加快企业信息化建

设，继续推进与各利益相关方共赢发展，朝

着建设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大国首都公交

迈进。

vehicles and stepped up efforts 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chieving the task of constructing 343 
charging piles and introducing 2,380 all-electric vehicles 
over a three-year period, completing the directives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Clean Air Action Plan”. III. 
Continuous care for our employees. We fully upgraded the 
building of corporate culture, innovating personnel training 
approaches and promoting the “Public Transport Safety 
Learning” APP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work condition 
and living quality of employees for reali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ix major urban projects such as Tuqiao Bus Centre and 
Ertongchang Three-dimensional Parking Block. IV. Sustaining 
the Capital's harmony and stability. We strengthened the 
training of public transport safety officers and improved 
the ability of all employees to handle various types of 
emergencies. As a result, w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security 
work on normal days and during key periods and public 
holidays such as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National 
Day and thus contributed to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capital.

Look ing fo rward ,  upho ld ing our  cus tomer -o r ien ted 
development concepts, remain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keeping our missions firmly in mind, BPTC  
will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and accuracy 
of public commuter service and accelerate the enterprise's 
digitalisation process, continuously promoting a win-win 
development with stakeholders towards build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 the capital of a big power leading 
in China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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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企业概况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大型公益

性企业，是北京地面公共交通的经营主体，是以城市地面

公共交通客运主业为依托，多元化投资，多种经济类型为

一体的大型公共交通集团企业。在北京城市公共交通发展

中，处于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

北京公交现有二级企事业单位25个，其中公益性企业16

个，市场化企业7个，直属企事业单位2个。截至2017年

底，公交集团公司共有员工99410人。企业总资产460.72

亿元，净资产276.61亿元。在册运营车辆32259辆，运营

线路1028条，公共电汽车年行驶里程12.63亿公里，客运

量31.87亿人次，日均客运量873万人次，发挥着首都城

市客运的主体作用。

Corporate Profile

Beijing Public Transport Corporation is a solely state-owned 
not-for-profit enterprise, an operating entity of surface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Beijing, and a large-scale public transport 
enterprise with its primary business focused on urban surface 
public transportation while diversifying into multiple business areas 
of various investment interests. BPTC takes a principal and leading 
role in Beijing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ctor.

BPTC now has 25 Class II companies or public services, including 
16 not-for-profit ones, 7 market-oriented ones and 2 direct 
affiliations. BPTC has 99,410 employees in total as of the end of 
2017. The Group Company has RMB46.072 billion total assets 
and RMB27.661 billion net assets. It is operating with a fleet of 
32,259 vehicles on 1,028 lines, recording an annual total trolleybus 
mileage of 1.263 billion kilometres, 3.187 billion of passengers, 
and 8.73 million daily average passengers, playing a principal role 
in the Capital's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企业总资产

460.72亿元
净资产276.61亿元

Total assets RMB

46.072 billion
RMB27.661 billion net assets

在册运营车辆

32259辆
运营线路1028条

Operating with a fleet of

32,259 vehicles
on 1,028 lines

客运量

31.87亿人次
日均客运量873万人次

Number of passengers

3.187 billion
8.73 million daily average pa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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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会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北汽出租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公交广安商贸集团

北京军都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路纵横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公交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公交集团公司党校

北京市公共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第一客运分公司

第二客运分公司

第三客运分公司

第四客运分公司

第五客运分公司

第六客运分公司

第七客运分公司

第八客运分公司

电车客运分公司

保修分公司

第二保修分公司

燃料供应分公司

鸿运承物业管理中心

资产管理分公司

场站管理分公司

有轨电车公司

办公室

规划发展部

法律事务部

财务部（资金管理中心）

人力资源部

审计部（审计中心）

安保部（应急管理中心）

线网中心

调度指挥中心

票务管理中心

安全服务部

客户服务中心

技术部

信息中心

稽查中心

资产管理中心

集采中心

基建部

行政部

组织部

宣传部

纪检监察部

工会

团委

老干部部

机关党委

督查室

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投资与发展委员会

审计与监察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理层董事会



公司治理

一、法人治理

 修订公司章程，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修订“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明确董事会、经理办公

会和党委会、职代会之间的责权划分；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

进一步规范了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三、 依法治企

二、加强党建

注重倡导和树立党建工作新理

念，初步形成了五大机制、五大

体系和五大转化的“大党建”格

局，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改革

中的把关定向作用。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落实党建重点任务责任

清单。启动“红色动力、领航公

交”党员素质教育工程，依托党员

培训教育基地，对一线工人党员

进行分批脱产轮训。

坚持党管干部和人才原则，扎实

做好换届工作。举办第二期高研

班，开展第三批中级管理人员挂

职轮岗锻炼。创新“扬帆计划”

管理人员竞聘资格考试。

不断提高执纪监督的实效性、震慑

力，筑牢不敢腐的高压态势，完善

不能腐的制度体系，构建不想腐的

思想防线。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

大会，开展党建专项督查。

制定实施北京公交《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建设

法治公交实施纲要》和《2017年法治宣传教

育重点工作分工方案》，为企业开展法律工

作提供明确方向。

升级合同管理系统为法务360°管理系

统，实现集团公司合同全生命周期的

管控，彻底告别纸质审核审批。

制定“1+4”知识产权管理制度（“1”是指集

团公司知识产权管理办法，“4”是商标管理办

法、专利管理办法、著作权管理办法和商业秘

密管理办法），对智慧财产的管理提供了制度

依据。专利商标著作权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新获

33件专利授权，专利拥有量再创新高；完

成“北京公交集团”商标认定为北京市著

名商标工作，申请著作权登记22项。

 制定《公交集团派出董事、监事管理办法》，实行对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专职董事、专职监事的派出机制；

 开发北京公交集团法人治理管理系统，实现精细化、

标准化管理。

四、内控建设

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标准换版工作，编制《公交集团管理体系

指引》；完善贯标管理机制，将内控体系、质量体系、能源体系

进行有机结合。

圆满完成2017年度市国资委对集团公司开展的内部控制体系检查

的迎审工作，以及第三方认证公司对公交集团公司外审工作，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

不断增强审计工作的力度和深度，强化了审计整改成效；推行经

济责任审计公开机制，做到审计过程公开、审计结果公开、审计

整改公开。

初步建立了《基建工程审计管理办法》，并编制相关操作手册，努

力实现基建工程审计的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北京公交第三次党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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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荣誉

 审计中心张亚光被评为2014-2016年度全国内部审计先进工作者；

 驾驶员孙崎峰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孙崎峰、韩启山获评“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集团兼职团委副书记、站务员李芳芳获评“中国优秀志愿者个人”荣誉称号；

 邱德运、王杨、赵凯伦分别荣获北京市“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

 陈颖等7名员工获评“首都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常江等5名员工被评为市级交通安全优秀管理干部；

 王汉然被评为北京市2017年度市级交通安全先进个人；

 赵冉荣获2016年市属国有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先进个人；

 刘韶山获评“首都最美劳动者”荣誉称号；

 黄惠波等4名员工荣获青年安全生产管理大师赛金奖、铜奖；

 彭勃、杨健被评为北京市春运优秀志愿者先进个人。

企业所获奖励
北京公交及下属单位所获荣誉

2项成果荣获第十六届部

级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

创新成果一、二等奖；3

项成果第三十二届北京

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

成果一、二等奖

北京公交荣获首都国企

职工宣讲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

北巴传媒荣获北京广告

产业发展30周年杰出贡

献奖

客四分公司1路获得全国

“敬老文明号”荣誉称号

北京公交荣获企业文化

建设标杆十强单位、“最

美形象之声”代言作品和

“最美企业之声”金奖三

项大奖，《一路同行》荣

膺“全国最美企业之声”

金奖

北汽集团荣获市级交通

安全优秀系统称号

客一分公司等六家单位

荣获市级交通安全先进

单位称号

客四分公司等三家单位

荣获首都文明单位标兵

客二分公司等八家单位

荣获首都文明单位

北京公交获评北京普法

法律进交通枢纽实践

基地

北京公交荣获2017年度

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

“绿色环保奖”

 北京公交月票版IC卡荣

获2017年“北京礼物设

计大赛”优秀奖

北京公交荣获2017年北

京市职工技协杯职业技

能竞赛“特殊贡献奖”

81 3 5 72 4 6 10 129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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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公共交通运输

开展信息化改革，以乘客和服务为导向，推进可持续改进

和管控的流程管理体系建设，促进客运业务与信息协同。

开展“公交+互联网”示范区实施建设，打造更安全、

更快捷、更方便、更准时、更舒适的公交出行服务。

参加双创周“创新创业•惠民生”需求解决方案征集

发布会，对“公交车辆路径规划及线路分析应用”问

题公开征集解决方案。

设立创新工作室，广泛开展职工合理化建议、技改技

革、创新发明等活动。

开展“创青春汇梦想”青年创新创意大赛，评出3个
金牌项目、10个十佳好项目以及5个特色好项目。

2.公交资产投融资与管理

探索新管理机制，探索制定《竞争类企业管理办法》和

《投资管理办法》。

与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

智慧交通研究、促进无人驾驶公交系统科研技术与成

果的转化、打造完整的智慧交通产业链等领域开展全

面深入的战略合作，建立深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公交智造园项目竞得涞水县首宗133.5亩国有建设用地。

亦庄有轨电车项目前期投资进展顺利。

大数据公司达成框架协议，深入挖掘公交数据资源。

车丽屋

北巴传媒北京奔驰4S店

公交e路通

公交智造产业园效果图

3.汽车服务贸易

北巴传媒公司研发搭建“巴士优选”电商平台。

从台湾引进车丽屋项目，扩展汽车后服务市场。

北汽出租集团与曹操专车实施战略合作，引入首批

195部吉利新能源专车。

“定制公交电子商务平台”系统，参与“双创惠民生”

展示活动，展现北京公交在信息化建设、智慧公交发

展过程中取得的创新成果。

责任聚焦：改革创新发展

北京公交三大主业板块积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用创新带动企业改革

发展，促进全面提升公交服务质量。



责任管理
与使命同行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Upholding its mission

作为首都的公交企业，北京公交深入践行社会责任理念，不断提高履行

社会责任能力，制定社会责任管理办法和社会责任报告行业指南，加强

社会责任管理在区域和行业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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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模型

北京公交注重履行社会责任，秉承“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好的公共出行服务”的企业使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携手利益相关方共同推进出行服务、绿色发展、回馈社会、

合作共赢、责任管理等方面的履责行为，不断创造价值，助力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共同

可持续发展。

价值创造

完善公司治理
加强内控建设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社会和谐

依法履行企业义务
提高运营保障能力
扩大服务覆盖范围
重大活动服务保障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绿色发展

大力发展新能源、
清洁能源车辆
倡导节能办公
树立环保理念

真情回馈

投身公益事业
倡导精神文明

合作共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建立公平、透明的

合作机制

员工关爱

建立工资增长机制
促进员工成长成才
提供和谐工作环境

乘客至上

提升服务品质
创新服务方式
开展满意度调查
进行持续改进

责任管理

责任理念

北京公交始终坚持公益性定位，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围绕

首都城市功能定位，致力于缓解城市道路拥堵、减少大气

污染、保障城市有序运行，为社会各界乘客提供安全、方

便、快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融入管理

北京公交制定《社会责任管理办法》，明确企业社会责

任的最高管理机构和执行部门的定位和职责，从概念界

定、管理原则、管理体系、管理实践、评价考核等方面

规范了社会责任工作，并将社会责任纳入整体绩效考核。

安全

方便

快捷

舒适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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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沟通

北京公交深入研究利益相关方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多种方式畅通社会责任沟通渠道，传播公司责任理念及履责动态。

社会责任沟通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发布《北京公交2016年社会责任报告》

报刊平台 《北京公交》报

新媒体平台
北京公交官方网站：http://www.bjbus.com 
官方微博：北京公交集团 
官方微信：北京公交集团

系列沟通活动

参加2017年公交集团出资人（扩大）会议，与政府部门、媒体
和社会公众代表等开展沟通

乘客服务沟通：96166交通服务热线，聘请社会监督员，引入
第三方乘客满意度调查

开展“国企开放日”活动

开展公交粉丝交流活动

开设绿色出行公益社区

参加双创周“创新创业·惠民生”需求解决方案征集发布会

开展各类媒体沟通活动

行业交流
加入国际公共交通联会(UITP) ；
参加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及行业论坛组织的各类交流活动

合作伙伴 与中信银行、朝阳区人民政府、启迪控股等开展战略合作

社会责任交流

编制行业指南
编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4.0(CASS-CSR4.0)之公共交
通运输服务业》，开启了公交行业报告价值管理新时代

参加企业社会责任交流活
动

积极参加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责任官培训、年度责任展，金
蜜蜂责任报告研讨会等活动

参加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第六届分享责任年会和“金蜜蜂”第
十二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参加市国资委主办的企业座谈会，向市属国有企业介绍北京公交
在社会责任管理所做工作

荣获 2017 年度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绿色环保奖”，北京
公交发展绿色交通作为优秀案例入编《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鉴
2017》

议题识别

2017年，为提升报告的针对性和回应性，北京公交开展

了社会责任实质性议题分析问卷调查，识别筛选出最具实

质性的年度关键议题。

 议题来源

基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4.0之公交行业》分析，

同时结合宏观政策、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利益相关方关注

等多种渠道，梳理北京公交31项可持续发展议题。

1 完善公司治理
2 加强党建
3 依法治企
4 贯彻宏观政策
5 深化国企改革
6 强化社会责任管理
7 公共交通服务
8 多样化服务
9 提升公交服务便利性
10 保障乘客安全
11 加强公共安全

12 诚信经营与公平交易
13 员工权益保护
14 职业健康管理
15 员工培训与发展
16 员工关怀
17 倡导绿色出行
18 优化能源结构
19 节能减排
20 绿色办公
21 应对气候变化
22 促进就业

 议题审定

对筛选出的社会责任议题进行审核，确定公司社会责任实

质性议题。

 议题矩阵

根据梳理出的31项可持续发展议题，制定北京公交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实质性议题分析问卷，向各利益相关方

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以“对北京公交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与“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两个维度，建立

实质性议题分析矩阵，对议题进行优先等级排序。

23 传播正能量
24 倡导文明出行
25 公益慈善活动
26 志愿者活动
27 服务首都发展
28 引领行业发展
29 加快信息化建设
30 科技创新
31 “互联网+公交”发展

对北京公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对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重
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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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到四惠公交场站考察调研“无障碍环境建设”

2. 时任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蔡奇到北汽视察全国两会服务保障工作

3.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到四惠公交枢纽调研纯电动车应用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督导检查集团公司“迎保十九大”安全生产工作

5. 参加2017年公交集团出资人（扩大）会议

6. 与日本东京交通劳动组合访华团成员交流

7. 与启迪控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8. 参加第十二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

9. 主办新时代公共交通创新发展论坛

10. 国企开放日邀请市民参加“为爱车出名”活动

11. 驾驶员孟大鹏到学校为孩子讲解安全出行知识

重要沟通活动

3

4 5

7

9

6 8 11

1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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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聚焦

开启公交行业报告价值管理新时代

北京公交联合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共同发

布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4.0(CASS-CSR4.0)

之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业》（简称《指南4.0之公交行业》），

这是首本公交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也开启了公交

行业报告价值管理新时代。

《指南4.0之公交行业》是继第四代本土报告指南——《中

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4.0(CASS-CSR4.0)》之后发布

的首批分行业指南。北京公交作为首都大型国有公益性企

业，始终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放在重要位置，自2014年深

化企业改革发展以来，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

《指南4.0之公交行业》的发布，能够引导更多的公交企业

重视社会责任管理，鼓励、促进更多公交企业加强履行社

《指南4.0之公交行业》六大亮点

参加的社团组织

中国交通职工思想政治研究会城市公交行业分会 理事长单位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 理事长单位

北京汽车行业协会 副会长单位

北京商标协会 副会长单位

北京市国防交通协会 副会长单位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学会 副理事长单位

北京汽车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单位

北京市智能交通协会 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节能协会交通运输节能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单位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学会 常务理事单位

北京节能环保促进会 理事单位

北京环境科学学会 理事单位

北京设备协会 理事单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理事单位

北京市职业病防治联合会 理事单位

北京税收法制建设研究会 理事单位

北京法律顾问协会 理事单位

北京市安全文化促进会 理事单位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 理事单位

北京企业法律顾问协会 理事单位

北京市律师协会 理事单位

北京企业文博协会 监事单位

公共交通国际联合会(UITP) 会员单位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继续教育协会 会员单位

北京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会员单位

客车标准委员会 会员单位

北京市安全生产联合会 会员单位

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 会员单位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委员会 成员单位

北京财政学会 会员单位

中国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 会员单位

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 会员单位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城市交通职工教育专业委员会 会员单位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会员单位

北京市内部审计协会 会员单位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会员以及北京道路运输协会 会员单位

首都企业家俱乐部 会员单位

中国建设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出租汽车行业分会 会员单位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 会员单位

会责任，并定期、持续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形式加强与利益

相关方的沟通。北京公交希望与全行业一起，携手合作、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推动整个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亮点六：

专家组成员全

部参与编写

亮点一：

首本公共交通运

输服务业指南

亮点二：

体例丰富，内容

充实多元

亮点三：

行业特色指标

覆盖全面

亮点四：

参考多家企业报

告，案例丰富

亮点五：

实地调研，开

展专家研讨会

《指南4.0之公交行业》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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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服务
与品质同行
tRavel seRvice
impressing with quality

作为窗口服务行业，北京公交坚持诚信经营，树立以乘客为中心的理

念，不断优化线网布局，丰富产品供给，规范服务标准，提升乘客出行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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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线网结构

北京公交持续保持运力投入，不断加大线网优化力度，增

加线网、站点的覆盖面和服务范围，致力于使更多乘客享

受到公共交通带来的便利。

2015-2017年运营线路情况

2015-2017年优化线网情况

备注：表中“优化线路总数”包括新开、调整、撤销及调整营业时
间四种情况。

责任改进：面对北京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首都减量发展

和网约车、共享单车快速出现等情况，北京公交客运总量

逐步减少，需要我们努力解决服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通

达性、快捷性、准点率和多样化，满足乘客美好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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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丰富服务产品

坚持公平竞争，积极开拓思路，拓展多样化服务品种，满

足乘客多层次出行需求。

2015

2015

246

712

0.5

352

1261

1.3

363

1689

2.9

2016

2016

2017

2017

2015

2016

2017

全年新开商务班车

23条
停驶18条，新增6条 新开快速直达专线

50条

2017年多样化公交共开行线路

363条次
（含商务班车、快速直达专线、

就医专线、节假日专线、旅游

公交、高铁专线、定制专线）

高峰期日运送乘客达

2.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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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开行的多样化公交产品：

有轨电车西郊线

由于途经香山、植物园等景点，被媒体赞誉为“最美西郊线”

试行高铁快巴动态运
营，初步实现动态响应

乘客需求

开通北京妇产医院东院
专线，缓解了医院周边

的停车压力

节假日专线

利用春节、清明、五一、十一
等多个时段，开行农业嘉年
华、凤凰岭、植物园、朝阳陵
园、野三坡等15个方向的节假

日专线

高铁快巴

旅游公交

开通旅游公交3条线路
试点运行，全年运送
游客65.03万人次

夜景观光线

开通两条仿古“铛铛车”城
市夜景观光线路，方便游客
游览古都北京的绚烂夜景

便民专线

定制班车

配合公车改革，开通政府
定制班车线路10条

提升服务品质

北京公交强化服务制度管理，加强服务规范建设，打造精

品服务新亮点，为乘客提供高效优质的车厢服务。
完善专业制度。编制《服务专业文件

汇编》，制定《优质服务车组管理办法

（试行）》、《快速公交线路站务员服务

规范（试行）》、《快速直达专线服务规

范（试行）》。

提升管理水平。开展针对服务专业管

理人员、乘务人员等多层次的培训；

编制形成服务专业管理优秀经验集。

促进规范建设。开展“提质量、增收

入、创效益、展形象”劳动竞赛，激

励乘务人员执行服务规范，提升服务

品质。打造文化车厢。在车厢内规定位置张

贴“线路站名表”、“服务监督电话”、

“禁止危险品上车”“当心夹手”等提

示标识；制定《车厢文化标识管理办

法》，张贴主题文化标识，提升乘客乘

车体验。

2017年共计收到乘客表扬35726件。

其中：新闻和电话表扬34934件，表扬

信311件，锦旗481面。

乘客送来表扬锦旗快速公交雷锋主题车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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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乘客沟通

认真聆听社会各界及乘客心声，做出迅速和适当呼应，对

意见和建议加以改进，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满足乘客需求。

社会监督员聘请大会

公交乘客满意率

92.6%

93.2%

92.5%

2015

2016

2017

北京公交已经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公交，令人振奋。

公交文化通过这些年的探索摸索定义在同一文化

上，我很赞赏，大公交、大文明，带动整个城市的

发展，作为企业文化，公交文明是走在前面的。

——社会监督员史继中

责任声音

充分利用“四线一箱”即：96166交通服

务热线、12345市非紧急救助服务热线、

12328市交通服务监督热线、政风行风热线

和公交网站信箱。

引入社会监督，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热心乘客等社会各界人士中聘请社会监督

员共计240人，倾听意见建议，改进提升服

务质量。

聘请第三方社会调查公司对集团公司乘客

满意率进行调查，2013年至今，公交乘客

满意率均在90%以上。

充分发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作用，加大

与乘客的互动沟通。

官方微博

北京公交集团总粉丝数超过

328万
2017年共发布微博

5500余条
微博话题阅读量共计

520余万
获得2017年度全国十大交通系统微博奖。

公交网络红人和粉丝见面会扫码观看 ：2018北京公交粉丝见面会暨2017公交出行颁奖典
礼直播

2018年2月10日下午13:30，北京公交集团官微在微博直

播#大约在冬运#〔公交网络红人和粉丝见面会.2017年度

公交出行达人评选揭晓〕活动，众多公交明星和公交迷悉

数到场，一起分享#与北京公交有关的故事#。

官方微信

全年共发布信息

154条
开展线上活动

13次
1月－12月官方微信在北京国企新媒体影响力

排行榜中连续12个月位列

前三名
其中9个月位列第一名；

2017年腾讯区域影响力

——京津冀政务新媒体卓越运营奖

责任故事

32 33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7 社会责任报告



责任管理 绿色低碳出行服务 员工关怀安全稳定 回馈社会

大数据助推公交供给侧结构改革

北京公交立足现有的地面公交总体资源，积极推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一街一骨干”、“减加结合”的

公交线网重塑思路。以信息化为支撑，以“大数据”为依

托，以运营评价指标为依据，以IC卡客流分析为基础，

以市民需求为引导，以乘客影响分析为重点，以多样化

服务为补充。

	 以快速、主干路网为基础，以客流走向及主要客流

区段路径最短为原则布设骨干线路；

	 新开微循环线路作为线网末梢延伸，增加区域内地

面公交线网覆盖，保证原有线网服务能力不降低。

通过对中心城区重复线路做“减法”，进行资源调剂

平衡，在骨干线路、线网覆盖薄弱地区、有客流需

求的远郊区县做“加法”，催化建立功能明确的快普

支微四级线网；

	 对于走廊上与骨干线路长距离并行的普线，予以优

化整合。

北京公交关注线路优化调整给乘客出行带来的影响，利

用数据工具对优化调整方案进行客流影响分析，不形成

服务空白；在线网优化过程中，重新梳理大型社区线网

布局，解决因道路建设、小区入住时序导致的线路设置

缺陷，提高运营效率；大力发展微循环线路，丰富多样

化服务模式，努力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共出行服务。

交通小区客流OD分析

责任聚焦坚守公益定位

北京公交始终坚持公益性定位，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立足京津冀一体化建设蓝图，持续推进地面公交一体化发展，

同时完成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各项交通保障服务任务。

坚持普惠票价政策 持IC卡和学生卡乘车打折，65岁以上老人、残疾人等群体免费乘车

增加运营时间

调整20条线路运营时间，保证乘客出行更加便利

保持36条夜班线路，便利市民夜间出行

推进地面公交一体化

推动副中心交通保障，设计接驳公交专线、快速公交走廊专线等线路共22条，

为副中心建设提供公共交通服务保障

开展八方达公司管理体制改革，形成统一、集约、高效的客运管理体制，增加

公交服务覆盖面

完成房山凯捷风公司接收工作，开展房山区域公交运营，提升区域公交服务

品质

推进京津冀公交一体化

圆满完成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工程，推进京津冀公共交通互联互通

开通4条快速直达专线连接河北廊坊“北三县”

完成各项交通保障任务

圆满完成春节、国庆节、清明节、红叶节等节日以及春运、暑运等重点时期的

运输保障工作，累计运送乘客2296.14万人次

圆满完成党的十九大、“一带一路”峰会、全国两会等多项政治活动的交通保障

服务任务。

下属北汽集团连续四十次圆满完成了全国人代会交通保

障服务任务，并完成厦门金砖国家峰会、建军90周年

内蒙古朱日和阅兵等多项交通保障服务任务。

责任故事

北汽上会参加交通保障服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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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稳定
与平安同行
safety and 
Reliability
travelling with 
ease of mind

北京公交牢固树立“首都无小事，公交无小事”的安全理念，预防为

主，科学管理，构建体系，加强内控，努力打造平安公交，为首都安全

和城市和谐发展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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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交始终坚持将行车安全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行车安全

专业队伍素质，严格落实安全检查制度，全力保障乘客安全

出行。

 开展缓解交通拥堵、文明驾驶、礼让斑马线等专项整

治活动。

 开展“金方向盘”奖表彰，120名安全行车百万公里驾

驶员获得象征安全文明行车的最高荣誉。

 开展安全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向社会广泛宣传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常识等。

增强安全运营意识 强化安全培训演练

2017年，北京公交按照《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培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各个层面、多种方式的

安全培训，提高全员的安全素质。

安全培训

 结合重点时期，利用专业会议、板报、应急演练等多

种形式组织全员开展“18个怎么办”教育培训。

 完成行车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安全维稳专业培训班

和公交乘务管理员上岗取证培训班等多个培训计划，

提升业务能力，增强安全意识，全年培训余3万人。

 利用“公交在线学习”手机APP平台，开展劳动安全

网上学习考试和安全知识竞赛，约6.8万余人参加。

2015年－2017年培训绩效

2015

2015

11.0

52.3

19.1

11.3

50.3

19.1

11.5

46.5

19.1

2016

2016

2017

2017

2015

2016

2017

2015

2016

2017

全系统开展各类检查

98.31万车次
纠正各类违章违纪1.56万人次

开展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

动，排查整治隐患

2670多项
认定1316项，整改1148项，验收结项1111条

2017年，公交员工及乘务

管理员妥善处置运营车辆

上的各类突发事件

6046起

制止乘客在公交车上

非法抛撒传单

53起

劝阻乘客携带白酒（两公

斤以上）、烟花爆竹、油漆

等危险品乘车

2138起

其它治安问题

2921起 围绕全年不同时期重点工作，实施形式多样的检查监

控措施，加强对路口、进出站、车速和危险路段的安

全检查。

 利用稽查管理系统，加快违法违纪信息反馈。全系统

开展各类检查98.31万车次，纠正各类违章违纪1.56

万人次。

 开展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排查整

治隐患2670多项，认定1316项，整改1148项，验收

结项1111条。

安全演练

 开展安全处置突发行车事故实战应急演练和沙盘推

演，提高对突发行车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

 结合重点时期，开展各类应急预案演练5300余次，职

工参与率达到100%。

“草根”安全片

开展安全测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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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安全防范水平

强化科技创安，不断完善安全预防体系。

 试验安装“智能辅助驾驶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对驾

驶员跟车过近、车道偏离等行为进行预警，增强事

前预警能力。

 试验安装驾驶员异常行为判读系统，通过车载摄像

头收集数据，记录或上传驾驶员行车不良行为，降

低安全隐患。

 试点实施“一体两翼保安全”技术方案。在运营过程

中利用风险矩阵，有针对性的查找危险源、管理薄

弱环节，制定针对性强的预防措施，降低企业安全

管理责任风险和安全运营风险。

“一体两翼保安全”项目成果

责任故事

2015

2015

3668

14

2700

23329

25

10659

43842

410

12520

2016

2016

2017

2017

2015 3000

9000

9000

2016

2017

2015

2016

2017

完善安稳制度建设

 修订安全维稳指标考核奖励办法，进一步细化了交

通安全考核项目。

 制定《重大事项信访维稳风险评估实施办法》，规范

了信访维稳风险评估工作，有效降低了重大信访事

项。

 成立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公交集团公司

反恐怖防范工作规范》（试行），对于反恐怖防范目

标、等级进行了分类管理，提高反恐怖防范能力和

水平。

 制定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拟定

应急管理中心各岗位职责和突发事件处置流程，修

订、完善应急预案23项。

推进安全文化建设

为降低安全运营责任风

险，建立国际一流的风险

管控机制，制定《HSE风

险管控手册》。《手册》从

场站作业，进站靠停，通

过路口，升降集电杆作

业，集电绳，轮胎爆胎，

车内设备设施，老、弱、

病、孕乘客，乘客突发

疾病，危险乘客，乘客携

带危险品，学校、医院、

商业区周边，政治活动中

心及政治活动时期，恶劣

天气共23个安全运营环

节，逐个评价风险、分析

原因、提出有效措施。

人防、物防、技防水平持续提升

北京公交将企业安全文化建

设作为企业品牌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根植安全生产“红

线意识”，不断提高安全管理

水平。

开展“迎保十九大”行车安全

宣誓活动，并逐步在重点线

路、重大政治活动前推广，

深化安全仪式文化建设。

举办“珍爱生命、无危则安”

首届行车安全文化论坛，提

炼先进安全管理经验，树立

“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安

全文化理念。

召开“首届公交乘务管理员规

范服务示范线路”表彰大会，

激励带动全员奋发进取、认

真履职。

编制安全理念文化手册，制

定场站安全标识设置规范，

推动安全文化建设，健全安

全管理体系。

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月”系

列活动，强化安全管理，提

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开展“迎保十九大”行车安全宣誓活动

《HSE风险管控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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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聚焦

乘务管理员携手平安公交

近年来，北京公交不断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分期分批稳步落实公交乘务管理员配备，加强乘务管理员的培训和

管理，多举措强化公交车辆运营安全防范工作，为乘客提供安全、放心的乘车环境。

2013年12月30日

实现政治核心区线路全

覆盖。

管理机制和体系

北京公交从抓培训教育、抓制度建设、抓队伍素质三方面入手，以打造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乘务管理员队

伍为目标，初步形成了公交乘务员管理三大体系和五大机制。

发展历程

工作中，全时段随车服务。出车前，

检查运营车辆灭火器材、自动灭火装

置等设施，对车厢进行巡视，注意发

现有无可疑物品；运营中，在车厢内

不间断巡视，注意观察上车乘客及车

厢内动态；收车后，对车厢内仔细检

查，注意发现有无可疑物、标语等，

确保车辆安全。

2016年5月1日起

实现二环内公交线路

全覆盖。

2015年12月1日

实现中心区及双层车

线路双加强。

自2017年8月起

以全覆盖为目标，启动乘务

管理员配备工作，截止12月

31日配齐所有常规运营线路

总人数达到43842人。

建立了三级培训教育体系，集团公司

负责上岗取证培训，客运分公司负责

入职前具体培训，运营车队负责日常

教育培训。

发布《公交集团公司外聘保安公司公

交乘务管理员项目考核实施细则（试

行）》，进一步规范了乘务管理员管理

与考核标准。

委托专业培训机构负责乘务管理员的

上岗培训取证工作，邀请公交总队干

警、市消防局教官进行专业授课，提

升反恐防暴培训效果。

通过公开招投标的形式，建立公交

乘务管理员项目保安公司企业库，

遴选入库单位，并形成良性竞争机

制，确保公交乘务管理员队伍健康

有序发展。

在开展专业检查、部门检查和各层

级检查的基础上，建立第三方监督

评价机制，与保安公司和第三方监

督管理机构签订三方协议，监督检

查乘务管理员履职情况。

遇有突发事件，乘务管理员严格执行

公交集团公司的相关规定，发现可疑

情况立即报警，并立即报车队，与司

乘人员配合，妥善处置。

组织开展“优秀公交乘务管理员”和

“公交乘务管理员示范线路”评比活

动，选树典型，树立榜样，促进乘

务管理员队伍整体素质和防控水平

提升。

上
岗
培
训
机
制

项
目
准
入
机
制

监
督
评
价
机
制

应急处突机制

激
励
保
障
机
制

三大体系

五大机制

公交车上的乘务管理员

检查考核

体系

培训教育

体系

运营保障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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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交以绿色发展为己任，坚持履行环保责任，主动推进节能减排，

为实现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贡献力量。

绿色低碳
与环保同行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concern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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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能源结构

北京公交坚持发展节能环保车型，用新能源电驱动和清洁

能源车辆替换老旧柴油车，减少污染物排放，助力绿色出

行。2017年天然气车、新能源车数量继续大幅提升，柴

油车占比显著下降。

北京公交2015-2017年车辆结构变化

2015 4753

3100

2224

2016

2017

2015

2015

2015

2015

2535

7509

348

701

6500

3534

8006

797

701

6500

7815

8397

1107

701

6463

2016

2016

2016

2016

2017

2017

2017

2017

2015

2016

2017

北京公交车辆能源结构持续向清洁能源和电能倾斜，为首

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做出巨大贡献。

北京公交2015-2017年各项能源消耗情况

2015

2015

36307

14440

5353

30469

18521

7293

26985

17848

11504

2016

2016

2017

2017

2015

2016

2017

责任改进：目前充电桩建设由于政策审批等原因推进

较为缓慢，制约了新能源公交车的快速发展，需要我

们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赢得支持与配合，确

保充电桩加快建设进度，推进新能源车辆投入使用。

更新环 保车辆

2017年完成了4281辆新能源车的替换工作，更新了六种环保车型，投入到140余条线路的运营中，从根本上减少公交

车污染物的排放，提升城市空气质量。

BRT2线实施了“油改电”工程，完成

双源无轨电车替换工作；

大1路│“中国红”扮靓中华第一街

10月22日上午，首批10部以“中国红”为外观主题的18

米纯电动公交车投入1路运营，为长安街再添一道靓丽风

景。1路此次启用的纯电动通道车选用仿生海豚造型，采

用低地板、大容量、宽通道的车辆结构设计，并率先配置

了360度主动安全预警系统，沿线市民的公交出行将更加

安全、舒适。

责任故事

完成44路外环双层纯电动公交车替

换工作，首批双层纯电动公交车开

上二环 ；

50部纯电动公交车正式投入延庆

873、920等线路运营，双层纯电动

公交首次在郊区县开通。

2月 3月 7月

加强基础支撑

LNG橇装式加气站：

已建成橇装式LNG加

气站65座。

充电桩：

在80个场站建成500

个充电桩。

双源电车变电站：

总数达到37座，年

供电5300余万度。

接触线网：

双源无轨电车线路替换

三期项目实现电车线网

架设及线网升级改造工

程开工建设。

行驶在长安街上的1路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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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节能减排

能源管理

北京公交积极应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不断完善能

源管理，充分挖掘节能潜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北京公交2015-2017年车辆节能减排完成情况表

2015

2015

1674

254

988

984

282

1573

948

818

1195

2016

2016

2017

2017

2015

2016

2017

北京公交2015-2017年污染物排放减少情况环保治理

车辆能源结构的持续更新，使得污染物的排放量显著下

降，降低了生产经营对环境的影响。近三年减少污染排放

的具体情况如右图：

北京公交狠抓公交车尾气排放治理及噪音防控，加强相关

技术系统建设和管理，加大车辆巡查力度，强化尿素、防

冻液使用情况的监控；按照北京市清煤降氮年度工作要

求，积极开展氮氧化物排放治理改造工作，环保治理效果

显著。

2015

2015

598.22

44.16

70.59

336

23.8

35.5

144.3

12.5

19.2

2016

2016

2017

2017

2015 712.97

395.2

176

2016

2017

2015

2016

2017

节水节能

公司积极承担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把精细管

理、节能降耗作为企业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高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途径。

2017年，北京公交用水数量

为2611887立方米，万元水耗

为2.89立方米╱万元。

2017年，北京公交耗能量

为588374.44吨标煤，万元

能耗为0.65吨标煤╱万元。

注 ：因2017年用水、耗能均采用新的口径进行
计算，此处仅列示指标绝对数数值。

北京公交已被纳入碳排放权

交易核算体系，碳排放实行

定额管理，2017年定额为96
万吨，缺口2万吨，需进一步

加强节能减排水平， 
减少碳排放。

完善管理制度

发布实施北京公交能源管
理体系《管理手册》和11个
程序文件，通过北京市发
改委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加强考核管理

加强能耗管理，实施能
耗动态考核，制定各单
位节能目标计划，合理
优化百公里单耗指标。
建立动态稽查制度，随
时监控车辆燃油情况。

推进能源管控

推进能源管控中心建设。开发应
用软件，完成116个场站能源计量
改造施工、16座CNG能源计量施
工改造和加气站卡机联动改造工
作。

加大科技投入

2017年度安排的科研技
措、四新项目中完成立项
及进入实施阶段项目33
项，计划投入科技项目经
费5207.75万元。

强化宣传培训

采用多种形式宣传交流节能
经验，提高驾驶员节能操
作、规范操作水平，提高员
工主动节能的积极性与自觉
性。加强车辆维护和设备节
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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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绿色管理

保护生态

实施新建项目环境评估。在工

程规划、勘测、设计、施工、

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优先考虑

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工程达标投产验收和项

目后评价的重要内容。

循环经济

积极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对于

报废的公交车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交给具有运营资

质的专业拆解公司，确保在保

护环境的前提下对车辆进行拆

解，把对环境的危害降低到最

小。

绿色办公

推广“无纸化”办公，OA系统

不断完善，减少办公用品消

耗 ；建立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对现存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 ；

将日常工作中节水节电常规化

制度化，注意细节管理。

绿色采购

大力推进新能源电驱动和清洁

能源车辆的采购和使用，尽量

选择包装简洁、便于回收利用

的日常办公用品。制定《集中

采购管理办法（试行）》，建立

供应商动态考核评价体系，召

开保修物资供应商大会，倡议

诚信经营、可持续发展。

责任聚焦

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绿色可持续发展

重点项目：1路老山充电站

北京市的1路公共汽车，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大1路”，

它是一条行驶在长安街上贯穿东西的主要线路。针对1路

公共汽车多年来形成的历史背景及运营的重要性，老山1

路公交场站充电桩的建设被列为充电桩建设工程的重点

项目。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600平方米，总投资约2000万元。

共建有直流充电桩14台，单台充电功率最高可达450千

瓦，建成后，可同时为14辆电动公交车充电，至少可满足

140辆公交车的充电需求。

老山1路场站是目前全国充电功率最高的电动公交车充电

站之一。该站采用了全国首创的立体化、组合式的充电设

备布局方式，节约土地使用面积约35%。已于2017年10

月投入使用。

重点项目：二通厂机械式立体停车楼

2017年开工建设的二通厂公交立体停车楼项目，是一

次关于综合管控系统和公交智能调度系统的深度融合的

全新尝试，预计2019年底投入使用。作为国内首个停

放纯电动公交车的机械式立体停车楼，它实现了“高效

化、安全化、人性化、智能化、创新化、自动化、环保

化”的目标。

二通厂公交立体停车楼项目，总面积达到27564.17平方

米，其中，建设面积为14765.28平方米的4层机械式公交

立体停车楼。建成后可停放169辆纯电动公交车、84辆小

汽车，同时将配建20个公交车充电桩，比传统平面停车方

式节约81.7%的土地资源，将有效改善场站周边静态交通

环境。

北京公交持续加强新能源公交车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乘客绿色出行。2017年，在80余处公交场站建成充电桩500

个，全力支撑新能源车辆发展。1路老山充电站投入使用，二通厂公交立体停车楼、康家沟电保基地改造、土桥公交

中心站等15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助力绿色可持续发展。

扫码观看 ：二通厂机械式立体停车楼模拟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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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交视员工为企业的根本，坚持人性化管理，维护员工基本权益，

促进员工全面发展，营造积极和谐的企业氛围，打造北京公交人共同的

精神家园。

员工关怀
与发展同行
caRing foR 
eMployees
growing with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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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员工成长

公交在线学习平台推介会现场
技能大赛中的保修职工

12月14日，以“未来已来 智胜未来”为主题的“公交在

线学习”平台推介会暨首届微课大赛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公交同仁及外界嘉宾共同见证了学习平台在互联网+时代

下迈出的坚实步伐。

责任故事

强化职业培训 开放晋升通道

刘美莲创新工作室

完善“公交在线学习”平台，为全员

搭建移动化的培训体系。2017年累计

组织在线培训47次，参培人数累计达

980150人次。

举办管理人员专业培训共计15229人

次；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举办汽车修

理技师研修班，努力打造公交大工匠。

与北京交通大学研究定制在职硕士研

究生培养方案 ；组织公交专业高自考

专、本科学历教育考试培训共计1410

人次，有效提升公交员工素质。

岗位素质培训 学历提升培训 公交在线学习

开展职业技能大赛。

在2017年北京市“职工技

协杯”职业技能竞赛中，

63名选手获得国家职业资

格等级证书。

员工岗位技能拓展。

668名乘务员通过培训成

功转岗驾驶员，为员工

丰富技能、提高收入创

造了广阔空间。

加强内部人才交流。

通过《公交报》、官网等

媒介，发布内部招聘信

息，促进员工职业发展和

人才流动。

青年干部轮岗锻炼。

截至2017年底开展了三

批74人次中级管理人员

挂职锻炼，促进青年干

部尽快成长成才。

扫码观看 ：《未来已来》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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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员工合力

北京公交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企业文化感召员

工、凝聚发展合力，促进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

 开展“公交大工匠”、“最美职工”等评选活动，挖掘

先进典型，展现新时期公交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追

求，发挥优秀人才的引领示范作用。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充实职工的业余生活，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优化人才结构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2017年新招聘高校毕业生

169人
其中博士生1人，硕士生84人，本科生83人，专科生1人，为集团不断储备专业人才。

 员工素质不断提升。

博士11人 高级职称715人 高级技师42人硕士483人 技师1122人

大学本科4068人 中级职称1111人 高级工27267人

职工自编自演的《一路同行》

《一路同行》词曲作者系公交集团线

网中心2014年入职的员工李晓坤。

工作以来，晓坤同志切身感受到公交

人24小时*365天无间断为广大乘客

提供公共出行服务的辛苦付出与默默

无闻，感受到公交大家庭的温暖，源

于对公交事业的热爱，他自己填词谱

曲创作了这首歌曲，一句“我会陪您

迎朝阳、送夕阳、赏繁星”真实贴切

地体现了公交员工日常工作和生活。

该歌曲由公交集团员工编成歌舞剧，

在第四届《最美企业之声》系列展演

活动中荣获金奖。

责任故事

公交大工匠评选表彰

职工迎新年音乐会

2017年职工万人健步走活动

职工运动会

扫码观看 ：
《一路同行》MV

《一路同行》展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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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员工权益

对于女职工，特别是孕

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

的女员工，给予国家规

定的待遇，并开展女性

健康讲座、专项健康检

查以及文体活动等，女

员工占比32%。

不断完善激励分配机制，按时发放工

资，收入合理增长；加强和规范员工福

利体系，薪酬向一线职工倾斜。

薪酬福利

职业健康

民主管理

平等雇佣

落实员工体检制度，员工

体检覆盖率100% ；加强

安全生产的培训与管理，

全面执行工伤、职业病防

护、特殊工种、劳动安全

卫生保护等各项职业保障

的制度措施。

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各级单位职代会的建制率、召

开率、重大决策审议率均达到了100%。通过职代

会、职工座谈会、员工接待日和民主建议箱等多种

渠道，畅通职工诉求渠道。

北京公交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严格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保护员工个人隐私，不断完善劳动用工的管理基础。

 举办首届以“退休不褪色，离职不离心”为主题的退休仪式，为来自不同岗位的86名退休员工代表现场颁发退休荣

誉牌。

现场退休职工感动落泪2017年员工职工退休仪式颁奖

公交集团女员工占比

32%

“开了25年的公交车，早已习惯每天的

披星戴月，习惯了早早来到车队擦拭车

厢，习惯了同事间的嘘寒问暖……站上

退休仪式舞台这一刻，我突然发觉，时光

过得太快，我只想让它慢一点。”

——104路退休驾驶员高玲

责任声音

观看退休仪式主题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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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员工生活

关注职工

心理健康

冬送温暖、

夏送凉爽

改善职工

就餐环境

改善职工

工作环境

坚持帮扶

困难职工

坚持金秋

助学计划

2017年继续加大公交老旧

场站改造力度，实现开工44

处，完工19处，改造公交场

站建筑面积约5.4万平方米。

2017年 新 开 职 工 食

堂7个，新增送餐点2

个，改造食堂53处。

就餐人次达到842万

人 次， 比2016年 增

加159万 人 次， 增 长

23.2%。

投入经费1200余万元

购置防暑、保暖用品，

惠及全体一线职工；为

104个艰苦、偏远的场

站，配置空调、冰柜等

降温设施。

开展“职工心灵驿站”评选活

动，做好职工心理疏导。

节日期间走访慰问劳模

先进、帮扶困难职工

4011户，发放慰问款

物308.69万 元 ；日 常

帮扶困难职工1383人

次，发放补助款达139

万元 ；为589名重病、

女职工特病、子女家属

重病职工申请市总工会

二次救助，发放救助款

51.8万元。

为132名各类困难职工

子女发放助学款13.65

万元 ；为935名当年度

升学的职工子女购买了

拉杆箱、U盘、无线键

盘鼠标、书包等慰问物

品。

责任聚焦

企业文化建设引领未来发展

北京公交企业文化建设体系升级发布，确定了新版企业标

识和以“同行文化”为核心理念的《北京公交集团企业文

化手册》和涵盖20个子项目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体系，标

志着北京公交企业文化全面实现了完善升级，文化建设由

此进入一个新开端。

新升级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主题为“同行文化”，包括两

个同行内涵：“同心同德和融共生”和“行无止境追求卓

越”。“同心同德和融共生”是集团公司“同行文化”体系

中“六元价值”的内涵体现，表明北京公交始终坚定地与

乘客同行、与政府同行、与员工同行、与社会同行、与伙

伴同行、与行业同行，相互促进、携手共建，实现乘客满

意、政府信任、员工幸福、社会赞誉、伙伴共赢、行业引

领，共创首都公交美好明天。

北京公交集团企业文化建设体系正式升级发布

北京公交企业文化理念体系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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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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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交秉持公益性定位，响应各方期盼，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用真心

感动社会、用爱心服务社会、用诚心回馈社会，与首都共建和谐生态。

回馈社会
与文明同行
giving back 
to society
fitting in with civi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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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能量促文明

开展专题宣讲

2017年，北京公交组建一支百姓宣讲团，29位职工宣讲

员围绕“绿色出行畅通北京”“砥砺前行再创辉煌”“学习身

边典型 传递榜样力量”等专题，宣讲

240余场次
受众人数近25000人。

百姓宣讲团宣讲现场

开展公交车礼让斑马线主题宣传周活动，引导驾驶
员规范操作、安全行车，让出文明。

每月开展排队日和让座日活动，在商业圈、大型社
区等核心区域，引导乘客有序乘车。

连续4年开展“北京市青少年交通安全训练营”活

动，增强青少年交通安全意识。

宣传文明出行

组织劳模先进走进校园、车厢为儿童传授文明乘

车、安全出行的相关知识。

倡导绿色交通

“绿色文明出行”中的那些小作品

责任故事

东城区东四九条小学 五年级二班 刘依霏

东城区和平里第九小学 六年级七班 邓昱煜东城区回民实验小学 三年一班 晋韦笑 东城区板厂小学 四年二班 唐铭泽

东城区金台书院小学 一年级一班 王子衡

朝阳实验学校安华里校部 二年级一班 訾雯佳

一等奖获奖作品

举办主题为“绿色交通，共

享出行”的公交出行宣传周

活动，倡议市民绿色出行；

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

策划系列环保活动，倡导市

民绿色出行；

开设绿色出行公益社区，作

为一项绿色公益活动，评选

公交达人；

主办“绿色文明出行”儿童

绘画比赛，倡导绿色出行理

念，引领公众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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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社会促和谐

北京公交一直以来都热心投身公益事业，开展植树绿化、

爱心捐助等公益活动，用行动回报社会。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共

建活动，涌现出许多明

星公益团体，“小水滴”

义工服务队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

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

务活动，青年志愿者参

与服务20万人次，累计

服务55万小时

公交职工植绿栽下“许愿树”

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

职工走进社区参加爱心义工活动

认养绿地230公顷；利用

2000余部公交车的LED

滚动显示屏进行了义务植

树、绿化美化的公益宣传 植树绿化

动员青年职工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为困难百姓捐赠

棉衣、奉献爱心，累计捐

赠衣物3700余件

选派优秀青年干部到贫困

村担任“第一书记”，搭建

公交与村庄的连心桥，促

成结对共建帮扶机制

2017年“温暖衣冬”捐赠

集团领导赴“第一书记”派驻村调研交流

车身公益广告

利用车身、候车厅、站台

广告等形式，向市民呼吁

公益理念

志愿服务

走进社区 共建扶贫

温暖衣冬

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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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聚焦

“公交嘉年华”共话绿色新风尚

北京公交举办“北京公交嘉年华”国企开放日活动，公交

职工与现场各界市民及公交爱好者一同参与到嘉年华活

动中，以“倡导绿色出行理念，引领公众出行方式”为主

题，由北京公交全明星车展、为爱车“出名”评选、小画

家“绿色出行”画展、“牵手百年”浪漫巴士和公交“嘉年

华”专题摄影大赛等系列活动构成。“公交嘉年华”活动

反映了北京公交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让社会公众真正走

近公交、了解公交、认可公交，拉近公交企业与市民的

距离。

在活动现场，市民零距离感受了28款处于国内节能环保

领先水平的主力车型，欣赏了青少年儿童以“绿色文明出

行”为主题的200幅优秀作品画展。20名小画家应邀来到

现场进行“公交嘉年华”专题绘画创作，被组委会集体推

选为“绿色出行”宣传大使。“浪漫巴士”见证了恋人的爱

情誓言，北京市知名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们也到场进行

“我眼中的北京公交”专题拍摄创作。

拉动经济促就业

公共交通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公交的运行带动了个体

出行和社会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提供大量

的城市就业机会，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截至2017年末，公交

集团共有员工

99410人
是北京市职工人数最

多的国有企业之一，

解决了大量市民就业

2011年至2017年共接

收复转军人

246人

2017年，招收农民

工驾驶员

768人

为工作、上学、看

病、访友等出行活动

提供便利方式

继续提升城市文化

旅游体验品质，打造

“公交旅游金名片”

24小时
主城区运营全覆盖，

保证乘客出行时间和

空间范围

提供最受关注的公

益广告群体，传递

正能量

解决
就业

促进发展

截至2017年，共吸

纳残疾人就业

563人

全国劳模张鹊鸣为市民展示公交车模

小画家参与“绿色出行”现场绘画 年轻情侣在浪漫巴士前拍照留念

小女孩开心展示“公交明星”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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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4月

3月

5月

北京公交圆满完成“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交通服务保障任务

北京公交开通12条微循环线路解决市民出行难题

北京公交发布《2016北京公交集团社会责任报告》

6月

共青团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北京公交在四惠交通枢纽、公交驾校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

八方达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顺利推进

北京公交各单位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1月

2月

首条旅游公交线正式开通

北京公交官方微信改版升级“绿色出行公益社区”版块全新上线

北京公交法治宣传教育“七五”规划正式发布

第二届“公交出行达人”评选揭晓

北京公交与中信银行开启全面战略合作

BRT2线实施“油改电”工程

北京公交召开2017年度社会监督员聘请大会

北京公交举办首届“公交乘务管理员规范服务示范线
路”表彰大会，33条示范线路获表彰

北京公交第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全国劳模李素丽光荣退休

北京公交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活动

北京公交票务管理改革工作取得新突破

北京公交举办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

首批双层纯电动公交车开上二环

北京公交首批高自考本科生毕业

2017年大事记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副中心骨干公交走廊首站开工

北京公交举办2017年度员工退休仪式

2017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年会暨新时代公共交通创新发展论坛在京召开

北京公交举办“未来已来－公交在线学习推介会”暨首届微课大赛颁奖仪式

北京公交举办2018年职工迎新年音乐会暨劳动生产竞赛表彰会

有轨电车西郊线正式开通试运营

北汽集团圆满完成金砖国家峰会交通服务保障任务

北京公交第六届职工运动会胜利闭幕

北京公交召开入围供应商大会，宣贯供应商企业库管理办法

北京公交圆满完成十九大安全运营服务保障工作

北京公交举办首届行车安全文化论坛

北京公交开展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教育活动

北京公交与朝阳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7月

刘美莲全票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北京公交开展“公交车礼让斑马线”宣传活动

北京公交与启迪控股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北京公交企业文化建设体系正式升级发布

市国资委组织召开出资人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公交董事会专题汇报

北京公交开通“铛铛车”夜景观光线

双层纯电动公交首次在郊区县开通

北京公交智造产业园竞标取得第一宗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公交二通厂公交立体停车楼项目正式开工，它是
全国首例机械式公交立体停车楼项目

“北京公交”品牌形象视觉识别系统发布实施



展望
2018年，北京公交将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十二届历次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要求，牢牢把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定位，提高四个服务

水平，围绕“三都”建设目标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坚定

不移地推动公交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公交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建设政府信任、乘客满意、员工幸福的大国首都公交。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公交将加大深化改革

发展力度，努力从以下五个方面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一是

提升公共出行服务能力。打造高质量的城区、郊区、个性

化、快速和旅游五大线网，完善市民出行征集机制、线路

区域管理机制和运营时刻表动态调整机制。在北京城市副

中心打造信息化、现代化公共交通示范区，主动参与京津

冀交通一体化建设。二是推进绿色公交发展。严格落实北

京市2018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持续改善公交车辆车型

结构，完成2018年度双源无轨三期替换工程，加大充电

桩建设力度，确保新能源车落地。三是与员工共享改革成

果。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场站立体化改造。在后勤服务规

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社会化方面再

上新台阶，全面实施后勤专业化，进一步提升员工工作环

境。着力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员工队伍，打造保

障企业发展的人才高地。四是维护安全稳定。以安全生产

标准化、安全管理千分制考核评价为依据，进一步规范和

梳理全系统安全管理制度、流程，实现安全责任全覆盖、

安全管理全方位、安全监管全过程，提升车厢安全水平。

五是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健全资产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

程，推进经营性资产集约化整合，探索资产整合上市融资

途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水平。

2018年，北京公交将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国资委、市交通

委的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红船精神，解放

思想、求真务实，扎实工作，狠抓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努

力提升信息化、精细化、标准化、法制化水平，为打造领

先一流现代公交、实现人民美好出行、建设和谐宜居之都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OUTLOOK
In 2018, BPTC will assimilate and implement the directives 
arrived a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series of 
remarks of Xi Jinping,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and the previous Plenary Sessions of the 12th Beijing CPC 
Commission, as well as the ideology of Xi Jinping on socialism 
for the new er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Beijing's overall urban planning, we will firmly grasp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the Capital's four centres and improve 
the four service standards with a focus on the goal of building 
"three capitals" and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with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We will 
unswerving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mechanisms with an aim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s driven by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novation for 
building a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capital of a big 
power attaining government's trust, passengers' satisfaction 
and employees' happiness.

2018 mark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PRC. BPTC will increase efforts on intensifying 
reforms and developments and str ive to assume mor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First, we aim to ramp up our public commuter service 
capabilities. We will build five major high-quality networks, 
that is, urban, rural, personalised, express and tourism 
networks, to improve the travel data collection mechanism, 
the regional rout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the dynamic 
operating schedules adjustment mechanism. By creating a 
digitalised, modern public  transport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in a subcentre of Beijing, we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n the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econd, we ai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Beijing 
Clean Air Action Plan for 2018, we will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buses, complete the Phase III Replacement 
Dual-powered Trackless Trolleybus Project for 2018, and step 
up effor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ging piles to ensure that 

new-energy vehicles will be put into operation. Third, we aim 
to share our reform achievements with employees. We will 
innovate working methods and promote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sites/stations. We will elevate to a new 
level of normalising, institutionalising, standardising, refining, 
digitalising and socialising logistic service for specialisation 
in all respect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employees. Efforts will be focused on building knowledgeable, 
skilled and innovative workforce for creating a talent bank that 
will ensure the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Fourth, we aim 
to maintain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n the basis of work 
safety standardisation and safety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we wil l further standardise and streamline 
system-wid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and procedures 
to realise full coverage of safety responsibilities, full-scale 
safety management and whole-process safety supervision to 
improve vehicles' safety standards. Fifth, we aim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sset usage. We will perfect the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ise management processes, 
promote the intensive integration of operational assets, explore 
ways to integrate assets for listing and financing, reduce 
corporate financing costs, and raise the standards of state-
owned asset securitisation.

In 2018, BPTC shall observe the leadership of Beijing CPC 
Commission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Beij ing SAVAC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s, keep our mission in mind, carry forward the 
Red Boat spirit, broaden our perspectives, seek the truth 
pragmatically, work steadfastly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measures, striving to promote higher 
standards of digitisation, refinement, standardisation and 
legalisation, hence making more new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top-rated and moder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realising safe commuting and a harmonious and liveabl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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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键绩效

经济绩效

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年营运收入（亿元） 43.49 34.17 31.99

企业总资产（亿元） 358.34 397.99 460.72

企业净资产（亿元） 117.88 214.48 276.61

资产负债率 67.00% 46.11% 39.96%

纳税总额（亿元） 4.57 3.62 2.11

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 99.4% 99.4% 99.4%

公交发车准点率 18.3% 43.84% 49.76%

在册运营车辆（辆） 30006 29515 32259

运营线路条数（条） 1020 1020 1028

年行驶里程（亿公里） 12.95 12.76 12.63

年客运量（亿人次） 38.8 36.11 31.87

乘客原始意见（件╱百万人次） 29.42 23.87 23.31

投诉解决率 100% 100% 100%

乘客满意度 92.6% 93.2% 92.5%

因为社会责任不合规被否决的潜在供应商数量（个） —— —— 0

报告期内供应商审查覆盖率 —— —— 100%

因为社会责任不合规被中止合作的供应商数量（个） —— —— 2

供应商社会责任培训次数（次） —— —— 4

社会绩效

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员工人数（人） 102090 99956 99410

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 100% 100%

社会保险覆盖率 100% 100% 100%

女性员工比例 33% 32% 32%

女性管理者比例 39% 39% 39%

每年人均带薪年休假天数（天） 9.5 9 9

员工体检覆盖率 100% 100% 100%

员工流失率 —— —— 1.9%

安全生产投入（万元） 26337.32 24169.88 28582.39

安全培训覆盖率 100% 100% 100%

安全演练覆盖率 100% 100% 100%

交通违法率 0.49% 0.48% 0.37%

责任事故死亡率（人╱百万车公里） 0.00077 0.00235 0.00237

累计志愿服务时间（万小时） 51 50 55

困难员工帮扶资金投入（万元） 219.2 209 182

困难员工帮扶人数（人） 2476 2160 1805

环境绩效

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车辆报废淘汰数量（辆） 2306 905 1676

碳排放量（吨） 271025 268688 321487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993757 985189 1178784

非化石能源比重 3.05% 3.48% 4.21%

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公交车占比 44.95% 50.98% 60.70%

全年能源消耗总量（吨标准煤） 491089 494424 588374

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0.38 0.38 0.33

车辆单位里程能耗（吨标准煤╱公里） 5.93 6.10 5.72

天然气能源使用量（万公斤） 14440 18521 17848

电能源使用量（万度） 5353 7293 11504

年度新鲜水用水量（万立方米） 183.78 176.75 261.19

氮氧化物减排量（吨） 598.22 336 144.3

颗粒物减排量（吨） 44.16 23.8 12.5

碳氢化合物减排量（吨） 70.59 35.5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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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索引

目录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 (CASS-

CSR4.0) 之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业
报告位置

报告导读 P1.1-P1.3 封二

领导致辞 P2.1-P2.2, P3.2 P4-P5

关于我们
P4.1-P4.5, M1.1-M1.5, M2.14,

S1.1-S1.2, A3
P6-P13

责任聚焦：改革创新发展
P4.3-P4.5, M2.5, M2.12, M2.15, 

M3.4-M3.5, S1.4
P14-P15

责任管理 与使命同行 责任模型 G1.1 P18

责任管理
G1.2, G2.1-G2.4, G3.1-G3.3, 

G4.1-G4.3, G5.2
P19-P20

责任沟通 G6.1-G6.3, G5.1 P21-P24

责任聚焦：开启公交行业报告
价值管理新时代

G4.1-G4.3, G6.2-G6.3, M3.6 P25

出行服务 与品质同行

优化线网结构 M2.1,M2.6,M3.1,S1.6 P28

丰富服务产品 M2.2，M3.3 P29-P30

提升服务品质 M2.7-M2.8, M2.18-M2.19 P31

加强乘客沟通 M2.16, M2.20, M2.22 P32-P33

坚守公益定位 M2.3, M2.4, S1.5, S1.7 P34

责任聚焦：大数据助推公交供给侧结构改革 M2.6 P35

安全稳定 与平安同行

增强安全运营意识 S3.3, M2.19 P38

强化安全培训演练 S3.4-S3.5, S3.7 P39

完善安稳制度建设 S3.1-S3.3 P40

提升安全防范水平 M2.17 P40

推进安全文化建设 M2.19 P41

责任聚焦：乘务管理员携手平安公交 S3.1-S3.3 P42-P43

绿色低碳 与环保同行

优化能源结构 S3.10, E1.10, E2.3, E2.4, E2.8 P46

推进节能减排
E1.4-E1.7, E1.13, E2.10, E2.12-E2.13, 

E2.16-E2.17, E2.21-E2.23
P48-P49

强化绿色管理
M3.7, M3.9-M3.10, M3.13-M3.14, E1.2, 

E1.9, E2.1-E2.2, E2.18-E2.19, E3.1-E3.5
P50

目录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 (CASS-

CSR4.0) 之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业
报告位置

责任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助力
绿色可持续发展

E2.1, E2.3 P51

员工关怀 与发展同行

助力员工成长 S2.1, S2.8, S2.14-S2.16 P54-P56

凝聚员工合力 S2.17 P56-P58

保障员工权益 S2.2,S2.4,S2.6-S2.7,S2.10,S2.12,S4.6 P59

关爱员工生活 S2.12-S2.13, S2.18, S4.14-S4.15 P60

责任聚焦：企业文化建设引领未来发展 P4.1 P61

回馈社会 与文明同行

传递能量促文明 S4.1, S4.11, E1.1 P64-P65

奉献社会促和谐
S4.2, S4.7, S4.9-S4.10, 

S4.12-S4.13, E3.6
P66-P67

拉动经济促就业 S1.8-S1.9, S2.1, S4.3 P68

责任聚焦：“公交嘉年华”共话绿色新风尚 G6.1-G6.2, S4.10 P69

2017年大事记 P70

展望 A1 P72-P73

附录

关键绩效

M1.6-M1.8, M2.9-M2.11, M2.13, 
M2.21, M2.23, M3.8, M3.11-M3.12, 

M3.14-M3.15, S1.3, S2.3, S2.5, S2.9, 
S2.20, S3.6, S3.11-S3.12, E2.5-E2.7, 

E2.9, E2.11, E2.23, A2

P74-P75

指标索引 A5 P76- P77

意见反馈单 A6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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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北京公交集团2017年社会责任报告》，我们一直致力于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并真诚希望得到您

对这份报告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将成为我们改进和提高工作的重要依据。

1. 您属于以下哪类利益相关方？

A.政府   B.乘客   C.员工   D.股东   E.其他

2. 您对报告的整体评价？

A.很好   B.较好   C.一般   D.较差   E.很差

3. 您认为报告披露的信息质量如何？

A.很高   B.较高   C.一般   D.较低   E.很低

4. 您认为报告对发挥公司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作用如何？

A.很好   B.较好   C.一般   D.较差   E.很差

5. 您认为本报告对利益相关方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应和披露的程度如何？

A.很高   B.较高   C.一般   D.较低   E.很低

6. 您还希望我们披露哪些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

请填写后传真至：010-6396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