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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新交流，共话安全与责任
近日，航务部塔台管制科、进近

管制科联合组织了“管制教员带新交
流会”。与会人员除了机场塔台、进
近管制科带班主任和教员，航务部还
邀请了青岛空管站的两位资深管制
教员参加，大家就管制带新问题进行
了深入地讨论和交流。

会议开始，航务部王在亮副经理
首先表达了此次交流会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王副经理提出，烟台空管行
业随着机场的迅速发展表现出了良
好的势头，今年新入职了多名管制见
习人员，为以后繁忙的烟台空域打下
了良好的人才基础。作为烟台空管
未来发展的后继力量，见习管制员的
培养尤其重要，而大量新进见习管制
员也意味着管制安全风险的增加，因
此，如何安全高效的完成见习管制员
的带新工作，避免见习管制员工作中
出现不安全事件是十分值得探讨的。

随后，各科室带班主任和管制教
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和讨论。主要
内容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管制教员要尽职尽责，监控
到位，及时总结

进近管制科葛崇峰科长提出，管
制教员带新时要尽职尽责，在航班量
适当的情况下，让见习管制员得到充
分的练习；在见习管制员工作时，时
刻监控到位，不能有一点纰漏。如果
感觉见习管制员工作中已经出现紧
张、吃力的情绪状态，要及时换下见
习人员，遏制不安全事件的苗头。在
见习管制员下席位后督促其对工作
进行总结，管制技能的提高“不在于
练习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是否认真思
考总结”。根据见习人员的性格特点
和理论基础，随时调整培训计划，循
序渐进，不可揠苗助长。

二、建立良好的工作作风，营造
严谨的工作氛围

管制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安
全”二字，“安全”取决于管制员的责
任心和安全意识。评价一名管制员
是否合格，不在于他的工作能力，而
在于他对安全是否有一颗敬畏之心，
对航空安全敬畏，对生命财产敬畏。
对于刚刚毕业进入工作岗位的见习
管制员来说，他们对于管制工作还处
于懵懵懂懂的状态，科室的工作作风
就是培养安全意识的土壤。塔台管
制科单开亮科长提出，每个班组都要
建立良好的工作作风、营造严谨的工
作氛围，从小做起，从严抓起，为见习
管制员树立一个合格的管制员的榜
样。

三、制定全面详细的带新培训计
划

今年共有八名应届毕业生加入
烟台空管的队伍中，预计明年会更
多。如果带新时仍然按照原来的“老
办法”、“土办法”，实行纯粹的一对

一、点对点教学，很大可能会造成见
习管制员见习进度差别大、思维不开
阔等问题。进近管制科路坦副科长
建议，制定一套详细完整的带新培训
计划，理论学习方面由科室统筹安
排，工作技能方面则由教员私人订
制，这样不但可以从大方向上掌握学
员的学习状态，也可以根据学员自身
的特点因材施教。在形成一套合理
的培训计划后，每年的带新都可以总
结原有的经验，进行不断的修正，从
而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培训体制。

本次会议中，大家积极讨论，踊
跃发言。畅谈工作体会，分享心得经
验，提供发展建议。王在亮副经理最
后总结，见习管制员代表烟台空管的
未来，对见习管制员的管理要适应发
展阶段，标本兼治。大家要把工作当
做舞台，用心投入，积极进取，为烟台
机场的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航务保障部姜萍

车辆维修科扎实做好车辆保障助力机场冲千万
2019年12月30日，烟台国际机

场迎来了本年度第1000万名旅客，
这座承载着所有烟台民航人“千万”
梦想的空港，正式跨入了国内大型机
场行列。

对于一个每日有些保障车辆运
行几小时以上，还有200多台各种特
种车辆和加装设备的运行保障机场，
要想做好车辆无故障安全运行保障
管理，离不开车辆保障单位对故障车
辆的及时反馈送修和车辆维修部门
的车辆维修保障能力。在11月完成
车辆换季保养的前提下，车辆维修科
又对使用频率高的保障车辆再次进
行重点检查，及时掌握车辆的各种工
况数据。在此基础上，维修科还积极
联系协调威海广大、北京施密特奔
驰、无锡友鹏等特种车辆维修保养技
师及时来烟对机场保障车辆进行预

备性驻场维修工作。同时为保障除
冰雪车辆正常运行并及时解决车辆
突发故障，综合保障部再次协调厂家
安排维修人员驻场对除冰雪车辆进
行了一次全面的检修排查。经过维
修科和厂家全方位的检查，所有除冰
雪作业保障车辆一切正常。

自12月8日至26日，车辆维修
科协同特种车辆厂家驻场技师完成
对各种特种保障车辆 57台次的检
查，并紧急抢修了货运平台、飞机牵
引、摆渡、热吹及清扫一体特种车辆
11台次，确保了车辆设备的有效保
障，保证旅客安全、顺利出行，为机
场完成千万跨越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

综合保障部 巩传利

2019 年
12 月 1 日，机
务人员在金鹏
航 空 B- 1313
航班落地后检
查时发现其飞
机 前 轮 有 扎
伤，放行标准
前轮凹槽下不
超过 6mm，机
务人员测量后
发 现 深 七 毫
米，属于损伤
超标。金鹏航
空 MCC 联系
山航库房，取

得航材和工具，机务放行人员和山航放行人员依
据手册AMM32-45-21 完成更换前轮工作，检查
正常，保障航班顺利出港。

机务保障部

2019年12月30日,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年旅客
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值机员为出港旅客发放
印有机场LOGO和“千万有我”字样的行李牌、钥
匙扣等纪念品。

2019 年 12 月 27 日,顺丰速运一行赴烟台机
场货运分公司赠送锦旗,以感谢在过去的一年里
货运分公司在樱桃航班、顺丰货机、顺丰分拨库
建设等各方面对顺丰速运的帮助和支持。货运
分公司唐刚经理表示，顺丰速运在烟台机场发展
迅速，为机场货邮增长做出了贡献，新的一年里
货运分公司将为顺丰樱桃货机、快件出港提供更
为安全、快捷、优质的服务，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永攀新的高峰。

货运分公司 曹志超

烟台东航食品公司
积极配合烟台机场奋战年终冲刺

为切实做好烟台机场2019年的
配餐保障工作，为旅客提供优质可口
的餐食，烟台东航食品公司遵循“严
实保安全、创新促效益、质量创品牌、
服务树精品”的质量方针，制订了严
格的质量安全监控体系，积极组织各
部门周密准备、精心部署，紧盯安全
和服务工作。

自烟台机场冲千万号角吹响以
来，烟台东航食品为做好配合保障工
作，全体职工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克
服时间紧、任务重、资源紧张等困难，
主动奉献，积极作为，确保航班准点
率，为烟台机场千万目标的顺利达成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直接接触航空器的部门，
“安全第一”已深入到航机部每个人
的心中。为保证航班准点率，航机员
们认真学习岗位职责，掌握现场操作
程序，时时关注航班动态，随时调整
配餐数量，从酷暑到寒冬，他们始终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力求为旅客提
供最快捷、最安全、最优质的服务。

不仅如此，为给旅客提供更加美
味可口的餐食，公司广泛征求机组意
见，定期开展顾客满意度调查，将改
进和提高餐食质量作为创新课题研
究，从餐谱结构、营养膳食、餐食口
味，到包装容器进行了全方位的调
研，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不断探
索做好航空餐的方法和途径，力求尽

善尽美。2019年，烟台东航食品配
餐新增加了地方特色，将本地的特色
美食融入航空餐中，为往来烟台的商
旅人士带来第二故乡的温暖。

在食品安全方面，公司一向视食
品质量为企业生命，制订了严格的质
量安全监控体系，建立了完善的食品
检验机构，先后通过了 ISO9001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22000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同时，为了保证
餐食加工环节的绝对清洁，生产车间
里从粗加工、炒制到包装的清洁等级
是逐级加深的，工作人员只允许从高
清洁区向低清洁区单向流动，加工温
度和时间也都有严格地控制标准，确
保了航空食品的卫生安全。

2019年注定是共克时艰、奋力
拼搏的一年。烟台机场2019年旅客
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正式
跨入国内大型机场行列，成为全国第
39个千万级机场！烟台东航食品公
司也将与烟台机场一同，持续秉承

“以服务为宗旨，待顾客为亲人”的工
作理念，严格执行国家食品安全规
范，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同层级领先
能力，继续发挥真诚、品质、服务的优
势，一如既往地在改革的大潮中顺应
潮流，赶超发展，为中外旅客提供更
加优质的航空配餐保障服务。

东航食品 王茜

机务保障部
积极应对入冬第一场雪

2019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
候来的更晚一些。12月19日傍晚，
冷空气突然光顾，烟台蓬莱国际机场
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降雪。

晚上6点左右，正值航班进出港
的高峰期，一架接着一架的飞机井然
有序地停在滑行道上排队等待出港，
后续还有几架原地等待的航班。这
时天空飘起了白色雪花，如果飞机出
现低温结冰会对大翼升力产生影响，
机务保障部对讲机接到现场发布急
促的命令“对出港航班进行除防冰作
业”。

为了不影响航班的出港时间，机
务保障部对每一架次航班都实行双

车除冰，送机人员负责与机组沟通，
监护人员负责机翼的观察，特种车辆
驾驶员负责车辆的行驶路线，除冰操
作人员负责冰雪的清除，放行人员负
责除冰后的飞机检查。大家各司其
职，配合默契，平均每架飞机的除冰
时间都能控制在5分钟。一晚上完
成飞机除冰 16 架次，消耗除冰液
6400升，防冰液200升，顺利地保障
了每一架次航班的按时起飞，做到效
率安全两不误。

当所有进出港航班都保障完毕
已是凌晨1点了，天空依然飘着白色
的雪花，忙碌的空港又恢复了往日的
安静。 机务保障部 周兴华

我们都是追梦人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遥想当

年，烟台机场国际口岸于1994年11
月8日开通，在我们烟台机场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建站之初，仅有烟台至韩
国仁川单一国际航线，每周一出一入
两个航班，年检旅客不足1万人。现
在，作为中韩自贸区桥头堡，烟台机
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年检出入境旅
客已经超过80万人。如今烟台机场
迅猛成长为千万级客流量的机场，越
南……缅甸……日本东京……一条

条新开的国际航线见证了烟台城市
经济的腾飞，也见证了一代一代烟台
机场人的默默奉献，彰显了我们不同
凡响的烟台风采！

2019已经告别，我们用汗水浇
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展望
2020，我们时刻铭记不忘初心方能
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共同迎接美好
未来！

边检 臧永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