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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学强 他从事出租行业近二十
年，始终把规范经营、文明服务、安全
驾车放在第一位，积极参加公司组织
的安全例会和继续教育，曾经多次因
拾金不昧获得过乘客赠送的锦旗，也
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表扬，他因多次无
偿献血获得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
证”。在平时经营过程中，他乐善好
施，善于帮助别人，坚持扶老携幼、合
理收费，做好车辆内外的清洁卫生，
全心全意为乘客服务。

13、张华 他是一名从事出租
客运行业多年的老同志，军人
出生的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
每天都保持车辆整洁干净，努
力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
环境，平时注重职业操守、文明
礼貌、合理收费、安全驾驶，多
年经营零投诉，遵守行业的规
范，讲文明树新风，细心的服务
得到了乘客的赞许，也得到了
管理部门和公司领导的肯定。

14、徐生喜 他是一名退伍军人，
始终以军人身份要求自己，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规定的各项
规章制度，平时服务热情、乐于助
人，遇到老弱病残便主动上去帮
扶。在营运过程中从小事做起，
拾金不昧，自觉维护行业形象、礼
貌待客、文明服务，若遇到乘客丢
失的钱物，他都是第一时间上交
管理部门或交还给失主，得到了
乘客和公司领导的赞许。

15、陈必林“雷锋车队”队
员，他热爱出租行业工作，严
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开
车时做到礼让三先、杜绝三
超，经营过程中坚持文明用
语、规范经营、礼貌待客，平时
以雷锋精神为榜样，想乘客所
想，急乘客所急，事事从我做
起，全心全意服务乘客，拾金
不昧、善于帮助别人，受到过
上级部门和群众的多次表扬。

16、宋友谊“雷锋车队”队员，平
时经营过程中敬业爱岗，服务热
情，总能想乘客所想，解乘客所难，
帮助他人、扶老爱幼、拾金不昧，每
天出车前安全检查成为习惯，在注
重车辆细节检查时，不忘车辆保持
整洁卫生，时刻牢记出租车是张城
市名片，不忘行业规范和形象，严
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积极参
加安全例会和继续教育学习，得
到了公司领导的表扬。

17、聂春才“雷锋车队”队员，
平时坚持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
自己，全心全意为乘客服务。他
坚持使用文明用语，一贯将“您
好、谢谢、再见”等文明用语挂在
嘴边。在人民医院侯客点遇到
血透病人需要时，他总是免费接
送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以雷
锋为榜样，积极投身爱心服务公
益活动，用优质服务为文明城市
创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徐加琴“雷锋车队”的一
名女驾驶员，经营中她处处严
格要求自己，遵守法律法规，
积极参加爱心公益服务活
动。一次小雨，她开车发现一
位老太冒雨站在路边，得知她
身无分文后，立即给了她一百
元钱，并免费将其送回家中。
在别人遇到困难时，她总是说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尽自己
的一点心意不算什么”，她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用平
凡的善举弘扬着雷锋精神。

1、陈勇“雷锋车队”队长，共产党员，
军人出生的他能团结带领全体“雷锋
车队”队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多次走进社区慰问特困家庭、孤寡老
人、残疾人，为其捐款捐物，助老帮残
事例数不胜数。2016年2月和2018
年5月，两次将乘客丢落的皮包及时
送还给失主，归还现金总计3万多元
以及银行卡等，对失主的重谢，他婉
言谢绝。2016年9月他带领的“雷锋
车队”被中共高邮市委宣传部评为

“高邮好人”先进集体。

2、刘宏“爱心车队”队长，
多年来积极带领“爱心车
队”队员参加各项公益活
动，经常看望特困家庭，特
殊学校学生并为其捐款捐
物，他始终待客热情、文明
服务、热心公益、关心弱者、
待人和蔼可亲，从事出租行
业一直注重规范服务，行车
安全，争做好人好事，多次
拾到钱物及时送还失主，得
到群众和上级领导的好评。

3、孙建萍“雷锋车队”的女队
员，平时经营过程中严格要求
自己，坚持规范经营、服务热
情、助人为乐，始终以微笑服
务、文明用语赢得乘客的信赖，
遇到老弱病残主动上前搀扶，
从业以来从未被投诉，多次将
乘客遗失的手机、钱包等贵重
物品交还失主。2017年9月将
郭集乘客遗忘在车上的价值2
万多元的金器及时交还给失
主，受到同行的一致称赞。

4、周国荣 共产党员，从事
出租行业以来始终把细心服
务、周到热情放在第一位，平
时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
立足岗位乐于奉献，遇到残
疾或行动不便的乘客，他会
主动帮扶一把，乐善好施、拾
金不昧，平时注重车辆内外
的整洁卫生，努力给乘客创
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乘车环
境，多年来一直是零投诉，真
心真情为乘客服务。

5、张晓忠“雷锋车队”队员，曾因救
死扶伤、救助危重儿童转院去南京治
疗，被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得到了高
邮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表彰。2017
年至2018年7月免费接送平胜两名
患者血透，受到了主管部门和公司的
赞扬。2019年6月8日在车逻镇南
路边发现一名女子满脸是血，他立即
停车与伤者家人一起将其扶上车，一
面拨打110请求协助，一面驱车赶往
高邮医院，为伤者争取了抢救的时
间，得到了病人家属及群众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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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礼健“雷锋车队”队
员，从事出租行业以来自觉
遵守交通法规，拾金不昧，
乐于帮助他人，在经营过程
中多次拾到手机等物品都
能主动交还失主。在平时
的工作中认真负责，爱岗敬
业、遵章守纪、热情服务、文
明规范，积极参加公司组织
的安全例会和继续教育活
动，自觉维护出租行业整体
形象，受到了公司领导和群
众的好评。

8、张锦龙 从事出租行业以
来，严格按照行业的规范要
求自己，积极主动参加安全
例会和继续教育学习，爱岗
敬业、乐于奉献，多次将乘客
遗落在车上的物品送还失
主。2018年12月份开车时
发现学生书包遗落在车上，
考虑到学生需要上课，通过
书包内的课本信息，最终将
书包送到北海小学传达室转
交给学生，得到了公司领导
和学生家长的夸奖。

9、叶恒权 他始终把乘客
满意作为检验自己服务
规范的标准，坚持说好每
一句话，做好每一件事，
每天将温馨的微笑，耐心
周到的服务带给乘客。
加入“雷锋车队”以后，积
极参加爱心服务等公益
活动，拾金不昧、助人为
乐，多次将乘客遗落在车
上的手机等物品主动及
时交还失主，得到公司领
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10、张喜明“雷锋车队”队
员，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善
于帮助别人，待客热情、服务
文明、吃苦耐劳、热心公益，
对待乘客态度和蔼可亲，语
言文明礼貌，遇到残疾人或
行动不便的乘客主动积极帮
扶一把。2017年以来微利
接送一位送桥镇尿毒症患者
黄老太到高邮中医院做血
透，至今接送达700余次，并
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
风雨无阻，无怨无悔。

11、颜彪 从事出租行业十
几年，始终把文明服务、安
全行车放在首位，坚持规
范经营、礼貌待客、服务热
情、从不乱收费或拒载甩
客，作为“雷锋车队”一名
老同志，处处起带头作用，
积极参加爱心服务公益活
动，每年都自愿加入免费
接送考生队伍。始终做到
车辆整洁卫生，见到乘客
丢失的东西均及时交给失
主，多次得到乘客的赞扬。

18、陈世明“爱心车队”指
导员，处处以身作则，乐善
好施，多次得到上级部门表
彰。积极带领全体队员参
加各项公益活动，多次探望
孤寡老人，残疾以及特困家
庭，并为其捐款捐物。几年
前偶遇原龙奔乡身患癌症
的孤寡老人曹登田，主动向
客管处和公司领导汇报，组
织队员长期免费接送老人
看病，给钱送物，细心照料，
直至老人安然离世。

19、居殿峰“雷锋车队”队员，
她多次将乘客遗失在车上的钱
包、手机等物品交还失主或上
交管理部门，始终保持车内外
整洁卫生。积极与其他“雷锋
车队”队员一起参与各项公益
事业活动，在政府组织的“扶贫
助困”精准帮扶活动中，帮助病
人挂号取药，搀扶他们上楼下
楼，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品和饮
料。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工
作中积极配合，自觉维护行业
形象。

20、金松祥“雷锋车队”队
员，作为一名从事出租行业多
年的老同志，工作始终勤勤恳
恳、踏踏实实，自觉遵守交通
行业各项规定，他说“出租车
作为城市服务的窗口，做好文
明服务工作是每名出租司机
的光荣职责和任务”，为此他
在服务中坚持做到文明热情，
努力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
环境，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以极大的工作热情，细心为乘
客提供周到的服务。

21、张曰忠 平时经营过程中
处处注重行业规范，遵章守
纪，做到不宰客、不超员、不
拒载，始终坚持乘客至上、服
务至上的原则，多次将乘客
遗落在车上的贵重物品主动
交还给乘客。5年前张曰忠
妻子身患重病，他一边筹钱
为她治病，一边陪妻子跑遍
省内各大医院，花去了医疗
费四十多万元，他不离不弃，
始终陪护在她的身边，直至
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优秀出租车司机评选办法
1、本次评选活动将采用读者投票评选和评选

工作领导小组评审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2、在读者投票的基础上，由市文明办、市交通

运输局、市融媒体中心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评选工作
领导小组，严格按照《“交通运输杯”高邮市第二届
优秀出租车司机评选标准》进行评审，最终评选出

“十佳出租车司机”10名，“优秀出租车司机”10名，
“提名奖出租车司机”10名。

3、评选结果将在《高邮日报》、今日高邮网站、
今日高邮微信公众号平台公布。

二、读者参与投票抽奖办法
1、本次评选抽奖活动采用报纸选票和微信参

与的方式同步进行，读者可填写本版所刊选票或者

登陆“今日高邮”微信公众号平台参与活动。
2、凡在投票截止时间前参与本次活动的读者（网

友），均有机会参加抽奖。奖项设一等奖2名，各奖
300元礼品；二等奖4名，各奖200元礼品；三等奖6
名，各奖100元礼品；纪念奖10名，各奖50元礼品。

3、填写报纸选票的读者，可将填好后的选票邮
寄或送至高邮市融媒体中心905室，地址：高邮市
金桥路3号（金拇指广场北侧），信封上请注明：“高
邮市第二届优秀出租车司机评选”。

三、截止时间
本次活动从即日起至2019年9月20日止，报纸

选票以信封邮戳时间为准，微信选票以投票时间为准。
四、注意事项
1、每名读者（网友、手机用户）只能参与一次投

票（以身份证号、微信号为准），同一身份证、微信号
只能参与一次抽奖活动。

2、本次评选活动的选票可复印。
3、活动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评 选 事 项

“交通运输杯”高邮市首届优秀出租车司机评选活动在社会及出租车行业引起较大反响，大家对出租车
司机及行业形象有了全新的认识。为保证评选工作的连续性，高邮市文明办、市交通运输局、市融媒体中心
联合举办“交通运输杯”高邮市第二届优秀出租车司机评选活动，为确保此次活动公平、公正、有序开展，主办
单位通过推荐、公示最终产生30名优秀出租车司机候选人，现将候选人名单及简要事迹公布如下，欢迎广大
读者和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好司机评选活动。

22、张增杰 他是一名共产
党员，“雷锋车队”队员，热
心公益、乐于助人，始终把
文明服务，诚信经营融入每
天的工作中，平时始终注重
车内外的整洁卫生，坚持为
乘客拎一把、扶一把、帮一
把的服务理念，让乘客真心
感受到“雷锋车队”队员的
优良品德，让每一位陌生的
乘客高兴的乘坐，满意微笑
而去，每次细心的服务都拉
近了与乘客之间的距离。

23、赵斌 他从事出租行业以来，
始终把文明规范安全驾驶作为基
本要求，平时开车时保持乐观开
朗的心态，不开疲劳车、赌气车，
经营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
和服务水平，平时乐善好施，积极
参加投入社会各项助残公益活
动，扶老携幼，免费接送特困家庭
和残疾人，成为一名资深的助残
志愿者，用串串无声的奉献赢得
了群众和残联的一致好评。

24、郭志权 他热衷出租车
这个行业，经营过程中自觉
遵守法律法规、工作热情、踏
实勤恳、拾金不昧，乐于帮助
他人，将诚信经营、文明服务
融入到日常工作的一言一行
之中，待客热忱、服务热情，
坚持服务承诺是说好三句
话、做好三件事。他爱岗敬
业要求进步，没有任何投诉，
获得了乘客的一致好评。

25、杨永东“雷锋车队”队员，
工作始终勤勤恳恳，踏踏实实，
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
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尊重
别人、服务管理、礼貌待客，一直
坚持开安全车、开文明车、规范
经营，积极参加安全例会和继续
教育学习，拾金不昧、扶老携幼，
多次将乘客遗落在车上的手机
等物品及时予以送还失主，受到
了公司领导和群众的表扬。

26、曹文俊 他是一名从事出
租行业多年的老司机，尊敬他
人，为人憨厚，做人本分是他
的本色，平时服务管理，经营
规范，每天坚持对车辆进行检
查，保持车辆整洁，做到行车
安全无事故，坚持文明服务、
礼貌待客、拾金不昧，经常为
乘客做好事，多次拾到手机等
物品交还给失主不求回报，多
年来从未被乘客投诉。

27、曹文贵 在多年的出租经营
中，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始终
将行车安全放在第一位，多年来
从未发生交通事故，立足岗位干
好本职工作，服务管理、规范经
营、从未发生因乱收费、拒载等违
规行为被乘客投诉事件，积极参
加公司组织的安全例会和继续教的安全例会和继续教
育学习育学习，，拾到手机等物品及时主拾到手机等物品及时主
动交还给失主动交还给失主，，得到公司和管理得到公司和管理
部门的充分肯定部门的充分肯定。。

28、胡建明 他为人诚实、本
分，服务热情周到，一直注
重行业的规范和行车的安
全，遵章守纪、服从管理、做
人低调，默默奉献出租行
业，平时能够积极帮助他
人，遇到他人有困难时会主
动伸出援助之手，有一次经
过运河河堤时看见一条停
在河边的轮船失火，他立即
停车拨打110报警并参与救
火，直至大火扑灭才离开。

29、徐其鹏 在出租车经营过程
中，他遵纪守法、文明服务、善于
帮助别人，及时为乘客排忧解
难。有一次车行至花湾路时，他
看见有两个人扶着一个中风的
老人十分焦急，他立即停车将老
人扶到车上，免费将其送到人民
医院，并同他家人一道将病人扶
到急症室去检查，安排妥当后才
悄悄地离开。平时他自觉服从
管理，积极为乘客提供舒适的乘
坐环境。

30、徐兆生“雷锋车队”队员，
中共党员，长期以来一直以高
标准要求自己，遵章守纪、守
法经营，坚持乘客之上，服务
热情，始终保持车辆安全的技
术状况良好和车容车貌整洁，
努力为乘客提供良好的服务
以及安全舒适的乘坐环境，时
刻做到安全在心中，文明驾驶
车辆，在多年的驾驶经历中从
未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受到业
内同行们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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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优秀出租车司机”

“提名奖出租车司机”

（请在方框内写全候选人序号）

“交通运输杯”

出租车
司机

pingxuan
评
选

评
选

出租车
司机

“交通运输杯”

联
办

高邮市
第二届

高邮市文明办
高邮市交通运输局
高邮市融媒体中心

评
选

出租车
司机

“交通运输杯”

联
办

高邮市
第二届

高邮市文明办
高邮市交通运输局
高邮市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