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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年的野5窑20冶袁在即将迎来丽汽集团成立 85 周年之际袁我们欣喜地迎来了
叶丽汽集团报曳创刊 200期遥

2003年 2月 26日袁第一期叶丽汽集团报曳伴随着丽汽集团对工作创新的要求袁带
着对丽汽集团建司七十周年的无限憧憬而呱呱坠地袁历经十五年的拼搏求索袁春耕夏
耘袁报纸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袁品质不断淬炼袁成为了丽水企业报中的知名刊物袁先后
荣获 野丽水市优秀企业报冶尧野丽水市优秀报刊冶尧 采编人员也先后获得丽水首届内刊
野十佳采编冶尧丽水市企业报优秀新闻工作者等殊荣袁品质在丽水企业报中一直名列前
茅遥这些成绩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关怀和指导袁离不开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与
厚爱袁更离不开历届采编人员的钻研与经营袁所有这些袁共同铸就了叶丽汽集团报曳今
日的骄人成绩浴

十五年来袁叶丽汽集团报曳始终坚持正确的办报宗旨和方向袁紧紧围绕公司的
中心工作和大局袁积极主动作为袁在宣传公司重大新闻事件和重要活动曰在反映
公司生产尧管理尧营销等领域取得的新成绩尧新经验曰在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与
向心力曰在推广先进典型尧弘扬新风正气袁传播信息尧传播知识等方面进行了不懈
地努力和探索遥

十五年来袁叶丽汽集团报曳 始终立足企业袁 描绘出丽汽集团各阶段发展的宏伟蓝
图曰她精于专业袁思想敏睿袁准确把握企业战略规划方向袁总是第一时间宣传报道公司

大事曰她勤于采编袁慧眼独具袁选题密切反映公司各阶段的重点和热点遥
十五年来袁叶丽汽集团报曳始终秉承野外树形象袁内聚人心冶的宗旨袁做到了可读性尧

知识性并重袁内容丰富尧形式磅礴袁为企业决策出谋献策遥
十五年来袁叶丽汽集团报曳始终与企业同心同德袁与职工心心相印袁她为企业发展

鼓与呼的精神袁犹如润物的细雨袁无声地滋润着一批又一批丽汽人浴
悠悠十五载袁融合梦想述真情遥 200 期叶丽汽集团报曳汇聚成为了一段历史袁记录

了丽汽人的爱岗敬业尧勤于奉献袁真实反映了丽汽人的艰辛奋斗和不懈追求袁也见证
了丽汽事业向前迈进的每一步浴

悠悠十五载袁砥砺前行著华章遥我们欣喜地看到袁通过叶丽汽集团报曳这一平台袁众
多丽汽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得以记载和传播袁 众多丽汽企业文化中的闪光点得以沉
淀袁众多丽汽人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家园噎噎

展望下一个 200期袁叶丽汽集团报曳将继续发挥宣传平台的野喉舌冶和野主阵地冶的
作用袁融合梦想袁砥砺前行袁围绕公司的中心工作做宣传袁为宣传公司的路线方针尧企
业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浴

融合梦想 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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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
中袁叶丽汽集团
报曳 见证了丽
汽集团 15 年
的发展历程遥
从 2003 年丽
汽集团成立
70周年尧丽水
公路客运西站
开业袁 到丽汽
集团多元发
展尧转型升级袁
哪里有新闻袁
哪里有精彩袁
哪里就有 叶丽
汽集团报曳的
身影遥叶丽汽集
团报曳 始终站
在第一现场袁
以第一视角带
给广大职工亲
身体验的真实
感袁 第一时间
与大家一起感
受幸福尧 见证
感动尧 体会温
暖尧庆祝成功尧
分享喜悦尧经
历变革尧 记录
精彩 遥 15 年
来袁 我们从未
懈怠袁 只因每
一刻袁 都与你
共同见证噎噎

庆
典

2003年 6月 28日袁伴随着
客运西站的试营业袁 流动之家
应运而生袁 而后扩展到东站和
全集团遥 15年来袁流动之家服
务人员在各个岗位上辛勤奉
献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袁帮助南
来北往的旅客朋友袁 温暖着大
家的旅途遥

2004 年 5 月 15-16 日袁
丽汽集团首届职工运动会开
幕袁 运动场上的奋斗拼搏展
现了丽汽人的激情与梦想遥

为顺应公司管理方式的
变化袁 丽水市汽车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更名为丽水市汽车
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遥
2010年 12月 8日袁 更名后
的新公司揭牌遥

2015 年 11 月 7 日古老的
大修厂变成了文创园袁 实现了
创新发展遥 2015年也是丽汽集
团赶考高铁答卷之年袁 面对高
铁对客运的冲击袁 丽汽集团人
凭借野比黄金更可贵的信心冶经
受住了考验袁 也确立了丽汽集
团新的四大板块业务的形成遥

2016年 7月 19日袁省委常
委尧统战部部长王永康率领市
委书记史济锡尧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虞红鸣等考察大修厂文
创园改造成果袁对丽汽集团转
型升级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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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9月 17日袁 省内
一流公路客运站要要要丽水公路
客运西站正式开业袁 从此丽水
进入了野一城两站冶的格局袁市
区客运站场功能设置更加完
善遥



第 150期
2014年袁为应对客运业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袁丽汽集团开始提出

野集团化管理冶尧要求各单位开始野转型升级挖潜增效冶遥 叶丽汽集团报曳也在
厉行节约尧挖潜增效的要求下袁从 2014年第一期开始再次改版为长版新
闻纸印刷袁内容上在继续做好常规报道的基础上袁开始
更加紧密地围绕中心工作做宣传袁连续推出野转型升级
挖潜增效系列报道冶袁发掘各单位亮点和成果袁为野集团
化管理冶尧野转型升级挖潜增效冶工作鼓与呼遥

第 200期
2018年袁丽汽集团经受住了高铁的冲击袁四大板块业务均衡发展袁创业

创新成了新常态遥 在丽汽野人人职职皆敬业尧车车岗岗创一流冶企业精神的引
领下袁融合梦想尧砥砺前行袁继续朝着百年丽汽的目标奋
勇前进遥 叶丽汽集团报曳也将继续围绕各个阶段的中心工
作袁发挥宣传主阵地的作用袁讲好故事袁唱美声音袁为企业
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遥

从 2003年第一期试刊开始袁到 2018年建司八十五周年之际袁叶丽汽集团报曳迎来了它 200期的时刻遥
这份传承于叶学大庆简报曳的报纸袁从它一出生袁就带着厚重的历史遥
1977年 7月 5日袁丽汽集团报的前身叶学大庆简报曳出刊袁是丽汽集团最早的刊物袁到 1979年 12月 22日袁共出刊 60期遥

1980年 1月 31日袁叶学大庆简报曳更名为叶简报曳袁到 2003年 2月 26日的 23年时间里袁共出刊 703期遥 2003年 2月 26日袁叶简
报曳正式更名为叶丽水汽运报曳袁黑白套红印刷遥2004年起袁每年春运期间刊发增刊叶春运简报曳遥2005年袁在全国上下开展党员先
进性教育和团员意识教育期间袁刊发增刊叶先进性教育简报曳11期袁叶团员意识教育简报曳4期遥 2009年 1月总第 79期开始彩色
印刷遥 2013年 1月 30日袁更名为叶丽汽集团报曳袁四开四版袁铜版纸印刷遥 2014年 1月起更改为新闻纸印刷至今遥

叶丽汽集团报曳200期经历的十五年间袁丽汽集团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袁同样袁叶丽汽集团报曳的版面也经历了数次变化遥

这些年，我们共同走过

第 1期
2003年 2月 26日袁在集团部室工作所创新的要求下袁第一期叶丽水

汽运报曳带着对丽汽集团建司七十周年的无限憧憬呱呱坠地袁正式试刊袁
四开四版袁新闻纸黑白套红印刷袁原叶丽水日报曳美编尧美术家刘天明先生
提写报名遥 叶丽水汽运报曳的出刊开创了丽汽集团宣传工作的新天地遥 老
同志吴生音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叶几代梦圆今开怀曳表达兴奋之情遥

几代梦圆今开怀
叶简报曳风雨十几载袁呼唤能有新生代遥
叶丽水汽运报曳问世袁几代梦圆今开怀遥
舆论阵地得新宠袁妙笔文章尽可排遥

第 79期
从 2009年的第一期报纸开始袁叶丽水汽运报曳 改成全彩色四开四

新闻纸印刷袁颜值大幅提升袁从此叶丽水汽运报曳迈入了野有色冶阶段袁
为企业文化建设增光添彩遥

第 127期
2013年袁在建司八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袁为了使文题相对袁贴近企业

名称袁从 2013年第一期渊总第 127期冤期袁叶丽水汽运报曳改版并更名为叶丽
汽集团报曳袁四开四版铜版纸印刷袁使办报质量提升了一
个档次遥

第 142期
2013年袁为了迎接八十周年司庆袁丽汽集团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遥 为了全面反映丽汽集团的历史和司庆活动袁展示丽汽员工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袁叶丽汽集团报曳连续出刊了野丽汽集团成立 80周年专刊冶袁其中
第 142期袁四开四版铜版纸 12个版面袁创下了叶丽汽集
团报曳版面数量之最遥

2003

2009

2013

201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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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春运简报曳1980 年 1 月 31 日袁更
名后的第一期叶简报曳

1979年 9月 5日袁浙江省
运输公司丽水分公司时

期的叶学大庆简报曳

1978 年 6 月 20 日宣传
科尧工会合编的叶学大庆
简报曳

1977 年 7 月 5 日第一期
叶学大庆简报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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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人人职职皆敬业尧车车岗岗创一流冶企业精神的引领下袁丽汽集团广大员工爱岗敬业尧真诚奉献袁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模范先进遥 其中 2013年尧2014年先后涌
现出的吴斌尧章双林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遥他们身为普通驾驶员袁却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袁保护了乘客的安全袁感动了全社会袁也将丽汽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提
升到了一个新高度遥 在先进人物尧先进事迹的宣传过程中袁叶丽汽集团报曳也一直发挥着舆论主阵地的作用袁专门以专刊的形式袁有声有色的宣传最美事迹袁真诚的记录
着这些感动遥

丽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叶报刊审读与管理曳也专门点评丽汽集团报专刊野宣传耶最美爷很给力冶尧野耶最美司机章双林爷专刊就是我市企业报在弘扬主旋律尧传播
正能量上较好地把握时尧度尧效袁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好样板冶遥

习总书记指出院野必须坚
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袁
弘扬主旋律袁传播正能量袁激
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
量遥 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
平袁把握好时尧度尧效袁增强吸
引力和感染力袁 让群众爱听
爱看袁产生共鸣袁充分发挥正
面宣传鼓舞人尧 吸引人的作
用遥 冶

11月 11日出版的 叶丽
汽集团报曳的野最美司机章双
林冶 专刊就是我市企业报在
弘扬主旋律尧 传播正能量上
较好地把握时尧度尧效袁增强

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好样板遥
2014年 11月 25日叶报刊审读与管理曳第十一期渊总第

75期冤节选

2013年 1月 7日下午
16时 10分袁 惊魂 5秒袁丽
汽集团大客车驾驶员吴斌
临危不惧尧处置得当袁保护
了全车 26 名乘客的生命
安全袁 被誉为 野最美浙江
人冶遥 时任丽水市委书记和
时任丽水市市长于 1月 21
日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袁号
召 野在全市深入开展向吴
斌同志学习活动袁 通过学
习宣传吴斌同志先进事
迹袁 进一步营造全市爱岗
敬业尧无私奉献尧争创一流
的社会氛围冶遥

叶丽汽集团报曳行动迅速袁在短短两个月内袁出版吴斌
专刊 3期袁全部用来宣传吴斌先进事迹及全公司开展学习
吴斌活动情况袁形式多样袁内容丰富袁为在全公司乃至全市
营造宣传野最美冶尧学习野最美冶尧争做野最美冶的浓郁氛围给
真力尧真给力遥

2013年 5月 27日叶报刊审读与管理曳第五期渊总第 57
期冤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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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最美”很给力
要要要评叶丽汽集团报曳野吴斌专刊冶

把握好时、度、效
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要要要评叶丽汽集团报曳野最美司机章双林冶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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