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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

初心如一  感恩同行



关于本报告

报告获取

为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发展号召，本报告以中文电子版形式发布。如需获取纸质版报告或获

取更多关于本公司社会责任的信息，可根据封底地址联系我们。

组建工作小组 
同行对标分析 
收集报告资料

确认报告框架 
编制报告内容

确定报告内容 
审核报告内容

形成报告设计 
公开发布报告

收集各方反馈 
部署下步计划

编制过程

时间范围

本报告时间跨度为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增强数据可比性和内容延续性，部分内

容往前后年度适度延伸。

发布周期

本报告为年度报告，是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发布的第二份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范围

本报告以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为主体，涵盖公司各管理支持部门和所属公司。为便

于表述，报告中“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北京公交集团”或“集团

公司”指代；“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以“我们”“公司”“有轨电车公司”指

代；“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西郊线分公司”以“西郊线分公司”指代；“北京亦庄

公交有轨电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亦庄公司”指代。

数据来源

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来源于经过审计的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年报，其他数据来

源于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内部正式文件和相关统计。

编制依据

本报告编制过程中参照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GRI 

S tanda rds）、《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4.0之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业》（CASS-

CSR4.0之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业）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兼顾中国准则和

国际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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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驰行

延伸城市的发展脉络

镌刻首都的文明印迹

在真情服务的一列列车厢中

讲述着你我的初心故事

有轨电车驰行

沿途流淌着城市风采

四时风景尽在眼前

春日的繁花  夏日的细雨

秋日的霜叶  冬日的素雪

张扬着城市的青春活力

每一次出发

都是与美好同行

满怀期待

感恩与您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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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

大家好，经历一年的沉淀，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第二份社会责任报告已经如期

与您见面。我们很高兴能借此机会与您增进沟通和交流，欢迎阅读和指正。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实现我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我

们砥砺奋进、锐意进取的一年。我们立足开拓发展空间，用市场释放运营发展活力，

让更多市民享受绿色环保的公共出行服务，引领公众出行方式转变，提升城市生活品

质。

2020年是有轨电车公司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发展规划的谋划

之年。我们将继续按照集团公司“立足北京 放眼全球”的定位，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

步伐，以绿色环保的有轨电车事业为出发点，致力于城市公共交通有序发展，打造立

足京津冀、面向国内外的有轨电车龙头企业。我们深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方

的支持，新的一年希望继续和您携手并肩，一起为可持续的交通事业贡献力量。

这一年，我们推进合规治理，牢记责任使命。完善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及总经理

办公会为组织架构的治理体系，夯实管理根基。全面实施企业发展规划，促使企业管

理能力和公司实力不断提升。2019年全年召开党委会29次，董事会2次，总经理办公

会24次，工作例会38次。

这一年，我们强化安全责任，保障高效运载。以运营安全平稳为目标，强化安全管理

体系，并以技术创新持续赋能安全出行。2019年运营总里程133.35万公里，安全运

送乘客701.61万人次，圆满完成了2019年各重点时期安全保障任务。

这一年，我们完善服务体系，实现品质运营。积极推行多元化服务举措，提升乘车体

验品质，为乘客提供多样化、品质化的公共出行服务；加强行业交流沟通，携手同行

共谋品质发展。2019年以9.6万人次的单日客流量，再创全国现代有轨电车单一线路

单日客流新高，列车准点率99.95%，西郊线总体满意度93分，满意率96.2%。 

我们的问候

这一年，我们推动节能减排，守护低碳城市。将绿色发展融入公司日常运营，加强环

境管理，取得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综合能耗1064.08吨

标准煤；倡导绿色出行理念，促进公众提高绿色出行意识，让城市道路更畅通，环境

更美好。

这一年，我们秉承以人为本，成就员工未来。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建立全方位、

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制定市场化的薪酬福利机制，实现发展成果与员工共

享；健全人才培养制度，为员工打通职业发展通道；开展多姿多彩的活动，丰富员工

的精神文化生活 ；关心和爱护困难员工，2019年，公司共帮扶困难员工36人次。

这一年，我们参与公益慈善，同铸社会价值。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贴近乘客需

求，开展志愿服务，贡献精准扶贫，追求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开

展志愿者服务60次，志愿服务参与3500人次；助力扶贫攻坚，268人办理爱心消费

扶贫卡，公司累计扶贫消费48288元。

党委书记 总经理 



02            公司概况 

公司简介
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隶属于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拥有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西郊线分公司、北京亦庄公交

有轨电车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公交城轨技术有限公司、河北城轨有轨电车有限

公司4家下属公司，主要从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与投资。目前，负责北京

首条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的安全运营服务与设备设施的维保管理，亦庄T1线的

工程建设与运营筹备事务，以及其他有轨电车相关业务的市场开拓与服务。

作为有轨电车行业的新兴代表，2019年公司按照集团公司“立足北京 放眼全

球”的定位，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已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

系、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及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一级证书，

致力于城市公共交通的有序发展。未来，随着北京乃至全国有轨电车项目的增

加和运营的投入，我们将承担起更多有轨电车线路的运营、安全、服务、维保

等职能，形成有轨电车综合产业链，不断提升乘客体验及城市生活品质，为北

京市民乃至全国乘客提供安全、舒适、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

/ 我们的目标 /

立足首都、服务京津冀、走向全国、放眼世界

致力于打造集现代有轨电车投资、建设、运营为一体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企业

/ 我们的理念 /

引领绿色出行新方式，实现乘客更高出行价值

带动区域发展再升级，实现城市更高服务体验

推动社会发展更卓越，实现人们更高生活品质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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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公司党委积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 不断提高领导班子知信行合一的能力，凝                              

聚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 持续开展微课堂、宣讲会、参观交流等学  

习活动，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深入，

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基层党建充满活力

• 机关党支部、西郊线分公司党支部分别与

新华社音视频部、计财局等党支部结对共

建，推出“红色之旅”主题车厢。

• 机关党支部开展党小组长轮值制度，积极

探索机关党建的机制创新。

• 下辖3个党支部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建立

党员活动室和党务公开栏。

党建带动群团

• 公司工会在集团公司2019年度目标管理

考核中排名B组第一。

• 团总支荣获集团公司“五四红旗团委”

称号。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封闭学习 党建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公司概况 

组织架构

公司治理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治理主体依法履职能

力。通过完善公司章程和党委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建立研究重大问题的沟通

机制。公司的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均严格程序流程，有

效防范决策风险，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决策失误；坚持按职责权限决策，内部形成各负其

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跺剥赐镑嫌聾揶劉嫌闕赐釜

孱菰腎嵐 ḿ蚂赐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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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线分公司党支部“1234”工作法获得 
公交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奖” 

开展党建活动 80次

党建工作培训 320小时

召开廉政警示教育大会 5次
亦庄公司党支部被评为集团公司级先进 
基层党组织

党委会

29次

董事会

2次

总经理办公会

24次

工作例会

38次

全面从严治党

• 聘任党风监督员7名，发布廉政刊物9篇，     

     调整中级管理岗位43人次。

• 开展“公车私用、私车公养”等专项监督                                  

检查，带领中层以上干部到北京市从严治

党教育基地开展警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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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大事记

西郊线推行电子定期票

1月20日
成为中国城市轨道
交通协会会员单位

3月30日
120名公交行业全国优秀

职工代表赴西郊线
考察交流

4月24日
圆满完成桃花节期间

运输保障工作

3月23日-5月1日

合并重组

6月25日

发布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
参加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

接待40名参观者

6月2日

签订太子城冰雪
小镇有轨电车项目

合作协议

8月28日

协办中国(北京) 2019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多制式

6月27日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7月26日

发布《西郊线服务
手册》

10月16日

成为北京市轨道
交通学会会员单位

8月25日

西郊线分公司运营部被
授予北京公交集团“2019
年重大活动保障优秀集体”

10月

完成工商注册
北京公交城轨技术有限公司

10月18日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11月15日
亦庄T1线顺利实现

“轨通”

11月16日
河北城轨有轨电车有限

公司完成工商注册

12月20日
顺利完成红叶观赏期期间
运输保障工作，安全运送

10月11日-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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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次

运营总里程

公里

安全运送乘客

人次

合规培训

30次

列车准点率

99.95%

党委会

29次

年度单日最高客运量

人次

工作例会

38次

总经理办公会

24次

全年运营总能耗

千瓦时

党建活动

80次

全年综合能耗

1064.08吨标准煤

公司治理

安全运营 戈默从巯

憬编丰ǹ

毒抖赋付邂閉荮

211&

憬插龈嚯荮

211&

戈默病沿荮

211&

棵钳孱菰牖矾粤

4:&

从巯戈默施瓷還頑

38611锤

恼生妓驍戈默

47宝有

柒认牖现冻

71有

柒认牖现冻丰ǹ

4611宝有

缟幣生鍋洲護

59399 锤

刃貉舜斗

4866锤

10 11

数说有轨电车



责任初心是凝聚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公司不断

完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牢记责任使命，有规

划、有目标地推动社会责任事业，强化互动沟

通，携手各利益相关方共促可持续的未来。

/ 我们的行动 /

夯实社会责任管理理念

重视社会责任议题识别

主动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 我们的成效 /

构建社会责任理念

识别并筛选出重要实质性议题

完善利益相关方沟通与交流

治理
牢记责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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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开拓
公司紧盯市场方向，积极推进市场业务，保持敏锐的市场意识，根据市场发展整体需求，加强

行业合作，推动关键项目的落实，立足开拓发展空间，用市场释放发展活力。

已开通运营项目：西郊线 

建设中项目：亦庄T1线、 

冰雪小镇有轨电车项目

西郊线、亦庄T1线、冰雪小镇线路

相关文创产品

亦庄T1线 对接协会、政府、高校、 

企事业单位

运营业务 文创业务

PPP业务 资源对接

文创产品

拓宽购买渠道，满足广大收

藏爱好者的需求。2019年

发行一周年纪念册、第一套

明信片，领略有轨电车的春

夏秋冬。

签订合作协议

与中赫太舞(张家口崇礼)文

化旅游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2019年底，就冰雪小

镇有轨电车项目成立河北城

轨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

与神州高铁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公

交城轨技术有限公司，未来

将在运维业务上进一步拓

展。

业务架构

风险管控
为响应集团公司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开拓市场等方面工作需求，不断提升竞争力，完善管理

体系，公司积极推进公司生产服务和经营管理的精细化、规范化、信息化，为公司改革创新、

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内控体系

• 内控管理体系按照集团公司整体部署，

完成规章制度、关键业务的梳理。

• 加大合同管理力度，保障公司重大决

策、重大项目、重要人事任免及企业合

同签订流程合规，降低企业管理风险。

合规管理

• 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提升依法治企

与合规管理能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确保企业健康发展。

• 开展多样化的合规管理活动，提升员工

的法治思维与能力。

• 加强规范法律纠纷案件管，未出现重大

法律纠纷案件。

普法宣传材料

开展合规培训

30次

合规培训覆盖

632人次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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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管理

议题识别

公司秉持“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好的公共出

行服务”的使命，将社会责任理念与管理

运营相结合，夯实社会责任管理基础，有

章法、有步骤、系统化地推进社会责任融

入管理与运营，不断提升履责能力，在创

造经济效益的同时满足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的和谐统一。

公司根据行业特性、业务特点与利益相关方期望相结合，根据国内外社会责任标准、企业战略

与运营重点，识别并筛选出对公司及利益相关方都重要的实质性议题，增强公司社会责任工作

的有效性和价值。

责任沟通

利益相关方参与是我们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构建了常态化的利益

相关方沟通机制和渠道，主动与利益相关方开展建设性交流，努力获得利益相关方的理解与支

持，推动社会责任管理工作的持续改进。

抵嚆帑从维 陷羡ǹ詫曾 擅笔嗨酹抖

椭虐峰噼孱法柄 赋这榕瘊 竊潦这凭这鎏

! 菜这楝涑 菜这鹼颶楝涑

! 操滅滦癌 难抖憬编滦癌

耙淋 了词夢瘊 插媧耙淋了词

彩弄函 騍胺鴕過 箭熟赐咆ф赐鸟ф赐隅

荽竞 荽竞孱菰 竊潦佳羚荽竞这凭这鎏工帑从苞蛊嗨荽插嘘丹

戈默 插媧戈默巷嚆 插媧这凭會扳戈默嗨藉香巷抵

酹癌楹榻 赐鸟潼般 禄襪狁測苞巷倠殓食赐鸟潼般荽竞

憬扼 憬扼丰ǹ 漚悶夢瘊孱菰难抖憬扼榕帜逢玛

浪病ф赐陛 ! 洙斜丰ǹф臀熟憬编济病楹榻嗨副贄侄抖

! 鞭貴现冻 损彩丹诟ф藏嗣ф睥鑷嗨现冻

! 毙炒詿龜毖 难抖彩弄詿赋波边瘪买酹憬编龜毖

! 轳钚夢瘊 丙忸祷酹倠霖莸钯熹氮艘

! 斗懂脶癌逢玛 损彩袜旆工戒瀕倠熬戈默笛鵬漳嫌菌铟邪嗨瞑福

! 竊潦酹癌嘘丹工鎏锶 丰ǹ酹癌侄抖ф猢辮编

! 赐嚆刃貉 臀熟羸龄蛙斗工憬扼生鍋帜妓逅刃貉赐嚆侄抖

! 彰漚赋波 滦憬编龜毖濱腡翱抖ǹ憬编济病咆玛匹培倔旋嗨赋波

! ! 耪澌瘁抉腎钔可嗨彰漚想弟

! 荽插凛卞 粟滅荽插菰起煎痹癌瘁抉嗨凛韓工癀霖

! 耪慘仔檄羚际 笛鵬钔可默波荽竞倠鳥曾默波ǹ扌侄鸟醪!

! 查窍了词 插食耙淋嗨弳泱

颅抵嚆帑从维嗨襪龅钳

颅
赐
釜
逢
玛
嗨
襪
龅
钳

縊内頦

縊内頦

頦

雌嗨耪慘

了词夢瘊!

耙淋现冻!

泮省笛惟!

钯熹氮艘!

戈默巷嚆!

戈默从巯

查窍了词!

憬扼丰ǹ!柒认侄抖!

還苞孱菰!

赋鎏榕瘊!

安全高效
生命至上

实质性议题矩阵

媒体
公众

社区

行业组织

员工

环境

供应商

乘客

政府及
监管单位

治理  牢记责任使命



安全是有轨电车运营生产的生命线，公司围绕 

“安全高效 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牢固树立安

全生产底线思维，始终以运营安全平稳为目标，

完善安全运营工作标准和责任落实，培育企业安

全文化，推进科技创安，以优秀的安全质量，进

一步强化交通运输企业的责任担当，切实履行安

全生产和维稳保障。

/ 我们的行动 /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安全设备改造升级

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修订应急管理预案

/ 我们的成效 /

发生突发事件10件，较2018年下降73% 

完成危险源辨识260项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12次

圆满完成各重点时期安全保障任务

质优
保障安全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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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公司通过完善安全组织构架和规章制度，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明晰安全管理流程，有效把控安

全管理过程，规范安全生产基础管理工作，细化安全考核项目，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

工作，从管理源头上消除潜在安全隐患。

安全运营

运行安全

公司恪守《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持续推进“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政

策，平稳落实安全运营目标。

公司通过启用重联、限流等多项措施，

实现调度指挥、列车运行和客流组织的

安全平稳，顺利完成多个重要时期的运

营服务保障工作，未发生影响行车及乘

客安全的重大事件。

为了提升运营的安全性，我们对西郊线

硬件设施和固定设施等进行了增添和改

造升级。

安装固定导流围栏

在巴沟站前广场加装固定式

导流围栏，在应急出口位置

设置移动推拉门。

香山存车线改造

对香山存车线进行改造，提

高突发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效

率。

配备技防措施

巴 沟 车 辆 段 配 备 五 防 锁 设

备，操作人员须严格按照指

定安全流程操作连锁机制。

车辆高速断路器改造

完成31列车高速断路器改造

工作，极大降低车辆在正线

出现无法运行的几率。

擅嗨猫柄
擅小雛

ǔ殓板浼ê洲閆倠了词噼龙艘弳晴倠

冀莫办沿次弄黔倠殓浼查燦嘘丹朵倠

ǖ戒刺艘罢匮楣倠弄黔戒瀕操洲閆倠

而的嘘丹插了词倠照了插贩匮楣其х

ｓｓ龃閃榈了词腎了词孱菰宝戈

桃花节期间 103.2万人次

国庆期间 24.5万人次

红叶观赏期期间 152.09万人次

风险评估与隐患排查

公司积极推动风险评估与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加强安全风

险管控水平与治理力度。公司结合轨道行业特点，规范危

险源识别、评价、控制和更新的全过程，组织开展危险源

辨识评估工作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加强安全监督检查

工作，推进隐患排查、登记、整改和验证等环节闭环管

理。

完成危险源辨识
260项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12次

整改隐患和问题
27个

质优  保障安全运载

镣貉8均贄孱菰鎏濑弟哦工21贄了词
孱菰弟哦倹柴閉镣貉鞍椤了词殓
浼暑嘘牍玄想弟倹柴閉22
贄酹劉了词阿癌鎏濑

弟哦х

撑词孱菰弟哦
镣貉柴閉了词扌苞款戈编楹陕
宝戈峰脶龜倹灸慘萎默了词
款戈编倠鹏朵萎默了词

噼孱х

镣貉楹榻惺胁

累计安全 
运送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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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

公司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完善修订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组织现场演

练、桌面推演等多种形式的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员工的应急反应和处置，强化人员对于应急处

置预案以及信息报送流程的理解。

桃花节压力测试演练 员工应急事件演练

修订完善专项应急预案

34个

开展应急演练场次

291次
开展应急演练

20余项

亦庄T1线“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圆满完成

6月28日，亦庄公司紧扣“防风险、

除隐患、遏事故”主题，组织开展亦

庄T1线项目感应电触电应急演练活

动。本次演练活动模拟触电事故发生

后的一系列应急处置，并取得了预期

效果。通过演练，强化了员工的安全

知识与安全意识，有效提升了亦庄

T1线建设过程中的应急救援组织水

平与抢险救灾能力。

案 例

亦庄T1线项目感应电触电应急演练 
活动现场

坚守在凌晨四点的“探路者”

凌晨4点05分，一声“嘟嘟”的鸣笛声打破了静谧，一辆有轨电车缓缓驶出巴

沟车辆段。原来，这是一趟巡视线路的“轧道车”，通常在运营前全线“探

路”。

按照要求，轧道车驾驶员每天晚上9点半前要到达派班室，和正线驾驶员一样

进行酒测等一系列出行前的规范操作。接班后，驾驶员需要对列车进行“体

检”，包括牵引系统、制动系统等，确保出库车安全、技术性能完好。凌晨接

完线上的票务和安检人员后，还需要配合通信、信号等专业人员继续进行车辆

检测工作。随后，将车开到巴沟站，驾驶员需要等待调度指令，在凌晨4点05

分准时开出。

责任 
故事

黑夜中工作的轧道车

开轧道车，最困难的莫过于要抵抗夜间的困意。但是，每天

清晨的‘探路者’是新的一天运营工作的开始和保障，承载

着所有人的安全与希望。

——轧道车驾驶员

质优  保障安全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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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轴传感器安装支架改造获得“金牌好项目”

为根治计轴点传感器安装支架金属钩

断裂造成故障，项目团队经过分析、

测试，最终确定通过提高支架接触

面，增加支架本身材质的承重性及

抗震性等手段实现目标，并对新的计

轴支架进行产品质量认定。在第三届 

“创青春汇梦想”创新创意大赛决赛

中获得“金牌好项目”。

案 例

公司员工向现场观众介绍项目

智能运营派班管理系统

应用智能系统

信息化建设

我们重视智能设备产品的研发及运用，不断推

进信息化，智能化管理，为公司安全运营提供

有力保障。

我们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成立网络安全领导

小组，制定规范化管理模式，保障信息安全；

建立网盘环境，实现文件内部共享长久储存，

有效节约办公成本。

安全宣传咨询日

安全文化

公司牢固树立安全理念，完善安全教育培训

制度，丰富安全教育活动开展形式，持续推

进安全宣传常态化，致力于提升员工安全意

识和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安全价值观，

营造员工“想安全、懂安全、保安全”的 

氛围。

科技创安
我们坚持技术创新，用科技引领企业发展，推动技术

改造，优化乘车体验，提升登乘安全系数。

技术改造创新

我们不断加强技术改造与创新，完成牵引系统TCU母

版整改、车门防夹功能指示改造等多项技术建设和改

造；实现计轴支架改造、二灰铣刨旧料创新等多项技

术创新，为更好地运营服务提供技术保障。

质优  保障安全运载

颅45阜孱菰宝戈咆玛损頦
了词孱菰壤測嗨戒瀕倹颅鵒

鴯戈滅酹了词酹劉袜旆倠囱

幣26有2187宝有

丰恫騍济赐釜阿癌戒
瀕菸倠宋琐惟匹读ḿ陈
可了词殓浼默波维这

傲栋了词
孱菰戒瀕

参与集团
公司培训

鎏锶鵒鴯戈凛魃ф谓内袜

旆礎闖峰菸奠浮辉默波倠

粟滅了词比培婉朵嗨
弄抻

楹榻练柏了词这凭这鎏倠咆

玛词戈逡房倠鹏朵了词扌
苞菰起

粟滅了词
比培婉朵

楹榻騍胺
练柏

腈觸戒瀕想胁ф止祷赊逅餅鲛

洲閆了词工疯强閆锶狁測
逅倠损頦戈默了词缑貴

咆玛ｙ了词扌苞弦翱腡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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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胁

咆玛了词
凛卞侄抖



我们顺应趋势、响应呼唤，不断满足乘客多样化的出

行需求，让乘客获得更加便捷的服务，拓展市场空

间，加强行业交流沟通，促进公司平稳健康发展。

/ 我们的行动 /

发布《西郊线服务手册》

提供便捷的票务服务

建立无障碍服务联动机制

加强与同行业的交流合作

/ 我们的成效 /

西郊线总体满意度93分，满意率96.2%

单日最高客流9.6万人次，再创全国有轨电车线路

单日客流新高

陟升
实现品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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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保障
西郊线分公司认真总结桃花节、红叶观赏期等重点时期高峰客流的运输经验，加强日常巡检、

细化保障方案、确保运力充足，为广大乘客提供温馨、舒适、整洁的乘车环境。

推出电子定期票

推出电子定期票，满足短期在京乘客的轨道

交通出行需求。

升级自助售票机

为便于乘客使用新版人民币，对自助售票机

纸币模块升级。

开通非现金支付业务

开通非现金支付功能，可使用微信、支付宝

完成购票、补票业务。

测试互联互通App

可使用北京公交、亿通行或北京一卡通等

App刷码乘坐北京市地面公交及轨道交通。

协助乘客购票 电子二维码乘车进站

站台引导标识

有轨电车西郊线重联运营满足红叶观赏期乘客出行需求

红叶观赏期期间，为解决大客流运力

不足的问题，有轨电车西郊线每天

上线10组重联车，累计开行9898列

次，最大限度满足观光游览乘客的公

共交通出行需求，为市民及外地游客

在红叶观赏期出游提供交通保障。

案 例

运行中的重联列车

贴心服务
公司始终践行“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好的公

共出行服务”使命，用全新运营模式引领

公众出行，以优质服务提升乘车体验，努

力为乘客提供多样化、品质化的公共出行 

服务。

优化票务服务

完善便民设施

我们不断推出便民举措，与北京轨道交通

路网共同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的票务服

务，缓解排队聚集、拥挤滞留等问题，助

力乘客顺畅便捷出行。

我们优化站台服务设施、提升乘客的候车

体验，更好地满足大众多样化的服务需

求，受到了广大乘客的一致好评：在西郊

线设置12台饮用水自动售货机；持续稳

定运营便民商亭，销售休闲零食、奶品水

饮、日化护理、西郊线文创产品，为乘客

提供智能存包柜和免费休息区；协助老年

人、残疾人、低龄儿童安全乘车，提升无

障碍出行体验，在设有站台无障碍服务标

识的基础上，建立无障碍服务联动机制，

提供精准无障碍服务。

灸慘浍抖玀想ф射熟递
钒想倠咆漚旗噴祷潲漚
簽倠慘贳尾鬃济愷騍樯
诟峰济愷了沿漚簽х

损尔耙淋
嗥耙拓荮

慘贳昂稳弄黔劉倠煎
母彰潲抉的趾偿劉ɑ
淋倠熬召榈耙淋损彩
先倔嗨赐囱祷酹擰兽х

敢抖检縹
弄黔臀她

慘贳ｙ雌戈现冻猫ｚф
巯浦潲福峰轳钚漚簽倠
熬耙淋损彩檄浦藏抵
现冻х

损彩轳钚
藏抵漚簽

灸止潲冻宝戈ф孱菰
宝戈逅炒潦宝戈殓食
潲福浈纽倠熬耙淋损
彩沟稱工陪掳现冻х

春霖潲福
现冻懂灣

陟升  实现品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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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线服务手册》发布，打造“最美西郊线”服务品牌

为应对2019年红叶观赏期期间的高

峰客流，做好服务保障，2019年10

月16日《西郊线服务手册》正式发

布。该手册以“服务需求”为导向，

秉承“精简凝练”的原则，结合运营

实际编撰梳理的实用口袋书，为大

客流疏导、乘降秩序维护、问询服务

提供实用信息参考。手册包括线路走

向、阶梯票价、景点信息、公交地铁

换乘信息等服务内容，同时涵盖客流

组织、服务技能、服务纪律等服务要

求，进一步强化服务理念，让温暖服

务成为员工发自内心的行动自觉，展

现北京公交优质形象。

责任
故事

《西郊线服务手册》

2019年西郊线总体满意度及满意率得分

国产动漫创意专列

打造车厢文化

提高乘客满意度

公司依托“三山五园”旅游资源，围绕大美

西郊，打造主题车厢宣传沿途历史文化、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有社会影响力的

媒体和沿途景点合作联动，给乘客提供美

观舒适的乘车环境，让车厢有文化、有故

事，不仅满足乘客交通出行，更带来一场文

化体验，让乘坐有轨电车成为生活品质的 

象征。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

推进乘客诉求“闻风而动、接诉即办”，先后

两次组织开展满意度调查，用多种方式倾听社

会各界的声音，提升整体运营服务质量。12345

、12328、政风行风热线派单办理响应率、解决

率、满意率均为100%，收到的乘客表扬信件数量

较上一年增长80%。

携手同行
我们不断加强与同行业的交流合作，拓宽交流渠道。积极参与多项论坛和专题研讨，深入了解

行业发展最新动态，学习有轨电车的先进技术知识，加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携手同行共

谋发展。

剂熬龃閃榈镣貉嗨孱菰弟宝

戈嗨谙泅苹旗路擅隘竣嗨祛

工摆遁升第倠龃閃榈现冻哦

岈嗨縊内谙泅锋可х

ｓｓｓｓ耙淋

抵嚆帑从维
陪鲧

陟升  实现品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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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西郊线完善的管理制

度和人员的热情，很快将

我 丢 失 的 电 脑 和 书 包 找

到，西郊线的服务态度真

的非常热情友好。

——乘客



我们始终以“尊重自然，守护绿色”为一贯追

求，将绿色发展融入公司日常运营，加强环境管

理，降低能耗排放，倡导乘客绿色出行，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实际行动守护城市低碳发展。

/ 我们的行动 /

定期开展能源管理和能源利用状况调查

执行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

持续开展环境整治

践行低碳生活、绿色办公

/ 我们的成效 /

取得能源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综合能耗1064.08吨标准煤

致远
守护低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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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公司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自身运营实际，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体系，开展环境管

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制定环境管理指导文件，开展环境整治提升，将绿色环保宣传教

育延伸到基层，不断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助力城市公共交通绿色发展。

综合能耗

682.66吨标准煤

综合能耗

381.42吨标准煤

百公里能耗

0.0786吨标准煤/百公里

单位面积综合能耗

0.053吨标准煤/平方米

走行
公里

生活
办公

定期能源评审

管理体系认证

我们积极开展能源管理和能源利用状况调查，分析评估能源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提出日常管理

工作改进建议，进一步完善能源管理体系，有效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增强绿色发展后劲。

我们遵守法律法规，坚持技术创新，严格过程管控，提高能源效用，推进管理体系认证，实现

科学、规范、系统化管理。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聚焦能源利用效率，以科技为先导、以创新

为驱动，持续推进节能降耗进程。以优化管

理流程、优化生产流程等措施，有效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2019年7月公司取得能源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主动采用技术革新手段，控制噪声、排污、

废弃物的产生量，坚决预防危险废弃物的二

次污染；严格控制水、电、燃气、热能、燃

油等能源和资源消耗。2019年11月公司取得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严格资产管理

环境整治提升

公司健全规章制度，规范资源使用，加强资产管控力度，执行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严格落

实“以旧换新”制度，从领用到回收，对各项资产流动的全过程形成闭环管理，确保各项资产

得到充分利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我们围绕环境卫生薄弱区域，持续开展环境整治，提升绿化品质，推动办公区域环境更洁净，

促进公司“颜值”大提升。

還苞词虏耕格陷孱菰
ǔ垭ǔ猗倠骜榧朵孱菰倠
耪澌越贄還苞买菲倠恫
鹏副贄還苞嗨词扌耕格

陷抖器孱菰х

還苞鹃贳
颅蚀懦還苞騍胺连驼
工孱菰х颅先惟陀鵬父
贝涪步抻還苞倠鞭醇先惟
陀鵬倠损頦步抻虏耕х

坊懦孱菰
斡庥坊潯懦垭猎扒峰鹃
菰ф閆照维这倠颅懦袍
垭樵ǔ镑捋嫌還癣嗨
阿癌法柄鹃菰х

致远  守护低碳城市

节能降耗
公司继承和发扬集团公司“勤俭办公交”的理念，将“绿色”融入到日常办公，积极践行低碳

生活、绿色办公。引导员工树立节能意识，形成“人人节能、事事节能、处处节能”的良好氛

围，通过切实的行动节约资源、降低能耗，让绿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到每一位员工的生

活和工作中。

寿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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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出行
我们积极倡导公交优先、绿色出行，通过多种方式向广大市民和乘客宣传“低碳生活、绿色出

行”的理念，促进公众提高绿色出行意识，并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让城市道路更畅

通、环境更美好，共筑蔚蓝天空。

开展“绿色出行，蔚蓝北京”活动

亦庄公司积极助力实现绿色循环经济

亦庄T1线承担着加快亦庄新城城市化进程、促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快速发展

的重任。亦庄T1线沿现状道路敷设，施工中需破除现状道路，而道路破除产生

的废料造成了环境负担，同时也增加建设成本。

为实现二灰铣刨料在亦庄T1线建设中的规模化应用，我们委托第三方检测单

位综合评估了其替代路基结构的适用性。根据室内试验以及试验段试铺测试效

果，该类材料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及抗冻胀能力，各项性能完全符合施工材料

要求。通过二灰铣刨旧料再利用承载力提高一倍，单公里减少土方量7000立方

米，不仅经济效益显著，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废弃土方量，节约土地资源、减少

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2019年12月17日，项目在集团公司团委举

办的第三届“创青春 汇梦想”青年创新创意大赛中获得“十佳好项目奖”。

责任
故事

公司员工在创新创意大赛决赛成果展现场

致远  守护低碳城市



公司以集团公司的“同行”文化理念为指引，秉承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建立全方位、现代化的人力

资源管理体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尊重员工，

关爱员工，与员工一路同行、携手进步，实现发展

成果与员工共享。 

/ 我们的行动 /

保障员工各项权益

畅通民主沟通渠道

职业专业培训定期化、常态化

关爱员工业余生活

/ 我们的成效 /

68名驾驶员完成培训和P照取证

解决涉及职工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23项

普惠物品发放服务满意度达100%

挚心
成就员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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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保障 职业发展
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维护

和保障员工的各项合法权益，坚持平等雇佣的原则，建立完

善的薪酬福利体系，畅通民主沟通机制，保障员工健康与安

全，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人均带薪休假
6天

员工体检覆盖率
100%

平等雇佣
公司不断优化劳动用工管理基础，反对歧视，

杜绝任何形式的强制性劳动及雇佣童工，为员

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劳

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保覆盖率均为100%。

薪酬福利

民主沟通

职业健康
公司关注生产一线和关键岗位，根据市场化定

位和发展需要，结合企业经营效益，建立了以

业绩为导向，公平、公正的薪酬体制机制，确

保员工充分享受合法权益。

公司鼓励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全面加强以职

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

度，畅通信息交流和沟通渠道，保障和维护

员工的合法权益。

公司持续推进员工安全三级教育机制，配发

必要的劳保用品，组织日常劳动安全检查，

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完善企业医疗保险制

度，制定实施《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方案》。

公司持续优化人才培养制度，拓宽员工职业发

展平台，开展深入高效的岗位培训和专项培

训。建立专业任职资格体系，推动班组和管理

团队精细化建设，提高员工职业素养和专业水

平，助力员工实现职业发展的目标。

新员工入职培训
122人次

工人职业化能力提升培训
135人次

提升技能水平，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公司29名驾驶员前往珠海有轨电车

公司进行交流学习，50名员工前往

沈阳有轨电车公司参加调度员岗位

资质培训。通过与同行业的多番交

流，提升员工的技能水平，为员工

的职业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案 例

员工在沈阳有轨电车公司培训

抻浦耪慘ф陡懂奠酹х

錳素先逢錨聾簽榈晗倠

淶瘪嫌聾揶劉囱陕尷х

ｓｓ谤宁赐釜夢瘊现冻腎殓柴戈默

擅嗨猫柄
擅小雛

挚心  成就员工未来

员工性别构成 员工学历构成员工年龄构成

27.4%
女性

男性

72.6%

30岁及以下  

31-40岁 

41-50岁

51岁及以上

0.7%
51.8%

41.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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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带徒”为有轨电车新成员保驾护航

在公司第二届职工技能比武大赛上，

李师傅以驾驶员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获

得“最会开有轨电车的驾驶员”称号, 

并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师傅。按

照公司开展的“师带徒”活动，以竞

赛排名为基础，由正式驾驶员中的优

秀骨干与新司机结成对，达到“以老

带新、传授经验、相互借鉴、相互提

高”的目的。

李师傅为了能让徒弟们在实践中掌握

更多驾驶经验，常常是在下班后手把

手指导，对日后他们进行独立操作提

供了很大帮助。如今，师徒间的默契

越来越深。徒弟们学到了丰富的驾驶

经验和技术，师徒也完美配合完成了

有轨电车重联运行的多项测试任务。 李师傅指导徒弟工作

员工关爱
公司倡导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为员工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工作

氛围，打造了胶囊驿站、创新工作室、职工小浴室；组织开展第二

届香山征服赛、篮球友谊赛、集体生日会等活动。

我们关心和爱护困难员工，坚持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给予困

难员工家庭一次性补助；完善与关注女性员工相关的具体措施和管

理办法，首创普惠物品发放“一键下单”式个性化精准服务，让每

一位员工都能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

帮扶困难员工

36人次

儿童开放日，孩子们美好又难忘的一天

6月1日，有轨电车西郊线举办“童心

绘梦想，亲子话未来”儿童开放日亲

子活动。来自一线的员工携子女齐聚

西郊线巴沟车辆段，共同朗诵驾驶员

誓词，参观西郊线沙盘室、有轨电车

联检库，乘坐西郊线列车......让孩子

们以体验父母工作的方式度过了美好

又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感

受到父母作为公交人的责任意识与担

当，更懂得“尊重、理解、孝顺”父

母，父母们也享受到与孩子一起度过

的美好时光。

案 例

第二届香山征服赛亦庄T1线员工培训风采 举办集体生日活动  

挚心  成就员工未来

责任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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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创建和谐、美好、友爱的社会环境，发

挥自身优势，贴近乘客需求，开展志愿服务，推进

精准扶贫，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统一的可持

续发展。

至情
同铸社会价值

/ 我们的行动 /

国企开放日，参观体验有轨电车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活动

/ 我们的成效 /

志愿者服务60次

志愿者服务参与3500人次

扶贫消费48288元，爱心捐款37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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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沟通

志愿服务

我们重视与社区的沟通交流，密切社区联系，畅通沟通渠道，了解乘客需求，邀请不同行业参

观者走进公司，通过参观体验让乘客近距离了解有轨电车的发展变迁，感受公司发展成果，增

进彼此理解。

我们建立党员、团员“双报道”机制，动员支持

在职党员、团员参与社区服务。在节假日出行高

峰期间，为乘客出行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志愿服

务。在迎保重大活动期间，组织200名职工志愿

者提供超过3000小时的志愿服务，全方位增强

西郊线的乘车体验和巴沟站台的运营效率。

国企开放日，车辆段开门迎客

国企开放日，4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

参观者来到西郊线巴沟车辆段。大家

参观“最美西郊线”的沙盘模型，聆

听志愿讲解员介绍有轨电车的前世今

生以及西郊线建设、运营情况。在车

辆段联合检修库，为大家介绍了现代

有轨电车的构造和性能，展示现代有

轨电车背后的科技力量。市民近距离

地感受首都国企和有轨电车的发展变

迁，拉近了与有轨电车的距离。

案 例

国企开放日现场

荣获集团公司
“国庆70周年重大活动保障 
   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1+3重大保障任务”期间 
“优秀志愿者”

60次
志愿者服务

3500人次
志愿者参与

108名青年被评为 

与中央民族大学开展志愿服务合作

6月，西郊线分公司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志愿者们送去锦旗，感谢199名志

愿者们在北京植物园桃花节期间的无私奉献，为西郊线的安全运营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未来，有轨电车公司与中央民族大学将继续加强合作，做好服务工

作，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青年力量。

案 例

西郊线分公司为中央民族大学志愿者献上锦旗

至情  同铸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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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有轨电车女司机“圆梦”西郊线

6月2日，北京交通开放日暨北京公交集团第四届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当天，中

国第一代有轨电车女司机，86岁高龄的李翠华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第一次乘坐

现代有轨电车，老人表示，这是她的“圆梦之旅”。1952年，年仅19岁的李

翠华老人在电车公司的推荐下成为了第一代有轨电车女驾驶员。兢兢业业工作

三十余年后，李翠华老人光荣退休，而彼时的有轨电车也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老人始终认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女驾驶员特别光荣，退休多年来，老人一直有一

个心愿就是再坐一次有轨电车。终于，2019年6月在家人的陪伴下，李翠华老

人登上了北京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西郊线有轨电车的无障碍出行和舒适的乘

车环境让李翠华老人不禁感慨时代发展迅速。

责任
故事

驾驶有轨电车的李翠华

公交的发展变化真快，我们的生活真是越来越好。

——中国第一代有轨电车女司机 李翠华

李翠华老人体验西郊线

公益慈善

公司成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动员两级公司干部、党员和员工通过“以购代捐”采购农产

品，对困难群众捐款捐物等方式，为实现村民早日脱贫、共奔小康贡献力量。

引导乘客有序进站乘车 志愿者安全提醒

祷福ь赐镑嫌聾揶劉赐釜雌款从扮咆玛洲
護生鍋默波嗨漚狁э倠379宝栋菰巯浦洲
護生鍋钒倠鴕過生鍋苞蛊59399锤х

洲護生鍋
咆玛ｙ囱苞雌戈茚巯浦ｚ侄抖倠:7阜雌
戈ф25阜瓷雌洙斜的隶ф49阜犟陛洙斜
丰ǹ倠囱幣259阜戈默茚祷巯浦舜盂х

舜盂舜垭

至情  同铸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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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导向下，建设城市内部“微循环”交通网络，打

造活力街区格局，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有轨电车也将成为构建城市毛细血管交通网络

的一部分，这对公司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不断明确改革发展思路
根据公司自身特点及定位，深入市场调研和

分析，进一步审视自身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战

略，以西郊线为基础，围绕亦庄T1线、冰雪

小镇项目、公交城轨三项重点工作，找准投

资合作、改革举措、制度建设、运行机制四

大发力点，突破有轨电车领域，探索其他轨

道交通业务，全面提升有轨电车公司核心竞

争力，助力公交集团实现新时代现代公交企

业发展新目标。

持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机制，提高安全生产体系

建设水平，加强重点时期的安全生产管理，

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充实安全监督检查

力量，提升应急管理水平，切实加强场站治

安消防管理和防范能力，营造安全和谐的运

营生产环境。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缩小与同行

业线路之间的差距，以互联网+时代、5G运

算时代实现信息化建设新任务，尽快实现技

术自维，使专业技术真正实现“走出去”。

未来展望

全面提升运营服务水平
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理

念，以确保西郊线平稳运营为基础，制定

科学高效运行图，不断优化运营保障方

案，提升运营效率。提供多元化个性便民

服务措施，提高精细化管理能力和水平，

促进整体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真正做到

安全、快捷、方便、舒适，提高乘客满意

度，提升市民群众便捷出行的幸福感，让

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公共出行服务。

努力夯实责任管理基础
坚持绿色运营，探索更高质效的能耗管理，

完善节能环保措施，积极参与环保公益，宣

传绿色出行，提升绿色意识和环保能力。不

断增强自身技术和管理能力，加强员工理论

和实操培训，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增进员工

福祉，促进员工全面发展。加强社区沟通参

与，支持慈善公益事业，鼓励员工参与志愿

服务，让乘客出行更安全、更舒适，让社会

更和谐、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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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亲爱的读者：

您好！感谢您阅读《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这是有轨电车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布的第二份社会责任报告。我们非常愿意倾听和采纳您对这份报告的意见和建

议，以便我们在今后的报告编制工作中持续改进以及提升公司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水平。我们

真诚地期待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 您对本报告整体是否满意？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差

2. 您所关注的信息在报告中是否都有所体现？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差

3. 您认为报告是否如实反映了有轨电车在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方面履行的社会责任？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差

4. 您在报告中能否方便地找到您所关注的信息？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差

5. 您认为本报告所披露信息是否准确、清晰和完整？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差

6. 您对我们今后社会责任工作及社会责任报告有何意见和建议？

请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将对其严格保密：

姓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单位/ 职业：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指标索引

市场开拓

风险管控

责任管理

205-2 419

M1.6

M1.3 M3.5 S1.1 S1.2

G1.2 G2.1 G2.3 G6.1
102-16 102-20 102-21 102-29 102-31
102-33 102-40 102-42 102-43 102-44
102-46 102-47 103-1 205-2 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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