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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机场集团公司岁末年初消防
安全工作要求，机场分别在12月24-
25日和1月9日组织护卫、场务、建管、
实业等部门，对航站楼内重点要害部
位、航空食品和货运分公司进行了冬季
现场消防安全检查，进一步强化了消防
安全意识，夯实了消防安全管理，为即
将到来的春运和春节营造和谐、稳定、
安全、快速的机场环境。

此次检查是在前期各单位开展消
防自查的基础上，分别针对员工教育培
训情况、消防管理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用电管理、消防设施设备管理及应急疏
散处置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督查。检查
中看到各单位重视消防工作，邀请专业
人员对员工进行消防知识的培训，对灭
火瓶进行现场演练，严抓“人走断电”的
管理。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已形成报告并
网发，相关责任单位对发现的问题尽快
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已制定整改方案
限时完成，形成闭环管理。接下来，集

团公司将组织对冬季消防安全检查工
作发现的问题“回头看”，复查机场重点

区域的问题整改情况，确保冬季消防安
全检查取得实效。 安全监查部曲丽波

烟台机场开展岁末年初消防安全大检查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转眼间新
机场启用已经四年多了，候机楼设备

保障科所管辖的设备在平稳的度过磨
合期以及试用期后，经过多年使用，各
设备逐渐进入故障多发期。2019年
下半年开始，候机楼自动门故障次数
明显增多。自动门电源为插拔式电
源，每次维修需要反复插拔多次，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

插拔式电源如果插不到位，极易
造成接触不良，从而造成电机烧损，主
板烧坏，门体卡顿，皮带扯断，导致磨
损等一系列问题。杨绍军、赵植竹及
朱小飞三人决定改造自动门电源，改
成拨动开关，维修时不用反复插拔电
源，只需按开关键即可。三人的这一
想法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
从11月份开始，三人分头行动，赵植
竹负责调研市场，考察备件并与自动
门厂家联系；杨绍军、朱小飞负责查看
图纸，了解自动门原先电源走向，在不

影响自动门运行，不改变自动门内部
结构的前提下选准切入点，确定加装
开关及电源线走向。

设备科于2019年底确定改造方
案，到位所需备件。乘着机场破千万的
东风，2020年1月3日，杨绍军、赵植竹
以及朱小飞三人进行改造，先从不常用
的8#自动门开始，10:00正式开始，前
期布线、开关安装由赵植竹、朱小飞完
成，杨绍军监管。11:30分只剩最后一
步电源切入，由于所有自动门电源并联，
为了不影响其他自动门的正常使用，三
人研究决定带电作业，由杨绍军进行操
作，赵植竹、朱小飞监管。在按照规定做
好一切防护后，11:30分开始电源切入，
11:50分电源切入开关操作完成。经过
后期的线路整理，程序调试，于12:30分
8#自动门恢复正常使用。

建设管理部 杨绍军

候机楼自动门电源改造记

对于民航业来说，安全是不容忽视
和小觑的。每年的飞行校验工作更是保
障飞机安全运行中最重要的一环，导航
设备能够提供准确的位置和方位指示，
是保证飞行安全的必要条件。飞行校
验，就是检验导航信号准确性的唯一标
准。2020年1月17日至2020年1月19
日，烟台机场两套盲降系统，一套NDB

系统迎来了年初大考——飞行校验。
此次校飞保障任务重，时间紧，校

飞期间正值春运的开始，烟台机场航班
流量大，加上气象条件等因素，导致频
繁的进出港飞行与校飞飞行的冲突增
多，给管制员管制指挥的调配和协调增
加了难度，情况更复杂。管制员不仅保
障大流量情况下的正常航班，而且还要

保障校飞航班的穿插作业，需要精心安
排、调配得当。管制员们利用航班间隙
时段，顺利完成机场导航设备的飞行校
验。根据校飞保障预案开展校飞前准
备工作，航管部各岗位人员统筹兼顾，
在校飞保障期间，克服了天气的不利影
响，塔台管制室调配骨干力量指挥校验
飞行，主动协调相关军民航管制单位；
进近管制室灵活利用本场空域；气象部
门准确的对校飞期间天气情况作出预
报。航务部同时加强部门联动，及时向
通导部了解校飞进度和导航设备使用
情况，从而选择合理的进近程序和跑道
运行模式，确保复杂天气及空域活动对
航班运行及校飞飞行的影响降到最
低。在不影响航班正常运行的前提下，
航务保障部高质量地完成了相关保障
工作，确保为机场进出航班的安全降落
提供准确、可靠的通信导航信息，也为
烟台机场的春运生产工作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

经过飞行校验，所有校验飞行科目
全部通过，并取得了中国民航飞行校验
中心的合格报告，校飞结果均符合民航
相关标准和规范。 航务保障部 谢冲

迎接2020，保障平安依旧

1月26日 11时43分在国际
安检2号通道，安检开箱员张威在
执勤时发现一名旅客随身行李内
有一瓶超量化妆品，在得知该化
妆品不能随身携带但可以办理托
运或做其他（包括暂存、送出、自
弃等）处理时，该旅客以办理托运
为由取回化妆品，并三次尝试混
入隔离区，在第三次被安检员劝
回时，她任性地将化妆品摔碎在
安检通道内，该化妆品撒到大理
石地面上以后非常的滑严重影响
了通道内旅客的通行。

1月27日5时32分在国内安
检10号通道，安检员林金慧在检
查一名旅客的充电宝时发现该旅
客充电宝无标识，无法确定充电
宝的额定能量。该充电宝属于民
航局规定乘机禁止携带的三无充
电宝（标识不清、不全或无标

识）。在安检员出示相关规定并
告知其该充电宝不能随身携带
后，该旅客也很任性的将充电宝
摔碎在安检通道内。

以上两起情况，通道安检员
在无奈之下均报告了值班科长，
并移交给公安机关。

2020年的春运与往年有些
不同，在忙碌的同时，新型冠状病
毒的疫情为春运增加了一丝紧张
的气氛，但是无论疫情如何，“航
班即是命令”，每名值班的安全检
查员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与以
往春运一样“一个个旅客地检查，
一架架航班地保障”，确保春运航
班的安全畅通。希望出行的旅客
对航空安检规定多一份了解与理
解，莫要让任性耽误了自己的行
程。

安全检查部 孟军 李洪亮

莫让任性耽误行程

1月7日，凌冽的寒风肆虐着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此时，机务
保障部会议室正在召开“总结一
九，展望二零”的总结表彰会。于
经理带领大家回顾了一九年的得
与失，成与败，肯定了大家的成
绩，也对机务保障部新一年的工
作进行了展望。此时，窗外已经
飘起了鹅毛般的大雪，恰逢今天
烟台慢车除防冰试运行第一天，
虽然天寒地冻，但大家的情绪也
被调动起来，按照部门指示，逢雪
天勤务留人八个，特车七个，以应
对冬季除冰雪导致的人员不足。

冬雪肆虐，这一整天烟台机
场都是在漫天风雪中度过，风大，
雪大，环境恶劣，但同志们的热情
和坚守依然在，领导们也工作在
第一线，除冰雪的兄弟们也是弄
湿了一套又一套的衣服。机务放
行科负责签署过站放行飞机，因
为我们是夜班，等我们上来交班

的时候，已是白雪皑皑，整个大地
附上了一层厚厚的纱，延误的飞
机已经达到了三十多个，我们都
在想，今晚的日子不好过了啊！
果不其然，晚上八点开始，大批量
的飞机通报取消，取消的话对我
们来说就是挑战，因为很多家公
司需要做航后，放水，断电，插销
子，空速管套等等一系列的活。
当晚取消了十一架飞机，放行科
做航后八架，赵新宇和魏志超作
为年轻的放行人员，通力协作，顺
利完成了八架飞机航后的任务，
这也让他们获得了奥凯和西藏航
空的感谢与慰问。

每一年的冰雪季机务保障部
都会很忙碌，这一场又一场的降
雪见证了我们的成长，磨炼了我
们的品格。就是这平凡的岗位，
造就了我们这群不平凡的人。

机务保障部 赵新宇

三九严寒，共抗风雪

北京时间2020年1月1日0
时，民航气象系统开始正式实施
《民用航空气象预报规范》（以下
简称新规范）。气象服务科圆满
完成气象预报业务切换工作，各
项业务按照新规范有序开展。

根据民航局《关于实施<民用
航空气象预报规范>有关事宜的
通知》、华东局《关于做好<民用航
空气象预报规范>实施前准备工
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本次
新规范的实施，涉及工作程序、运
行手册调整以及人员培训和必要
的设施设备更新等多方面，是一
项系统工作。气象服务科认真贯
彻落实民航局、华东局相关文件
指示要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和使命感，确保新规范实施各项
工作安全顺畅。

为切实做好新规范宣贯培训
工作，确保全体预报员对新规范
的理解准确一致，气象服务科多
次组织全体预报员集体培训学习
新规范，归纳总结出新旧规章差
异条款、新规范要点。对于大家
对新规范理解有争议的点，气象
服务科领导及时咨询管理局气象
处、空管局气象中心等相关业务
指导部门，统一明确对新规范的
理解，同时对全体预报员新规范
学习情况进行相关考核。为确保
运行手册与新规范要求一致，气
象服务科全面梳理修订了《气象
服务科运行手册》，为后续工作的
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规范与原行业标准在发

报种类、报文格式和发报要求有
较大变化，从15年启用的发报软
件不再适用。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2019年6月份由厂家合肥置
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安装了“民
航统一气象情报发报平台”，预
报员开始按新规范、新发报软件
进行试运行。2019年 11月份，
厂家将软件升级，解决了试运行
中发现的问题。2019年12月31
日 23时起要按新规范使用新软
件正式发报。

为了确保新规范正式实施、
新旧软件切换顺利进行，保证气
象报文不出现任何问题，气象服
务科预先制定了《民用航空气象
预报规范实施要求》，对各种可
能的问题和处置办法有详细的
规定。2019年12月31日21时，
最后一份使用旧标准发报软件
编辑的报文发出后，气象机务员
杨奇光与气象服务科科长胡瑞
杰、气象预报员孙晓奇、刘英英
一起将装有新发报软件的电脑
切换到主工作台，随后将旧发报
软件进行了相关升级，作为备用
发报手段。31日 23时，由新发
报软件编辑的气象报文成功发
出，标志着《民用航空气象预报
规范》顺利实施。

新规范的顺利实施，是烟台
机场气象预报工作一个新的开
始。气象服务科将在后续的工作
中，继续努力，确保业务工作顺
畅，为烟台机场的发展做好气象
保障服务。 航务保障部 张春晓

气象服务科扎实开展
《民用航空气象预报规范》实施工作

新年伊始，为了展现机场靓丽窗
口形象，尽早保障一线单位上岗制服需
求，计划采购科加强与“巴龙、雷诺、耶
丽娅”三大服装供应商沟通合作，密切
关注厂家制衣进程。近两个月内综保
部提速完成388人新式女窗口服、安检
护卫服、劳保服发放售后等配装任务，
赶在机场春运前期满足了广大窗口职
工穿着新制服上岗需求。

自去年11月下旬女窗口服量体工
作结束后，计划采购科快速办理《量体
情况》复核确准和《窗口服制作合同》领
导审批流程，并向巴龙厂家提出“尽快

面料进货、早日下单生产”等要求，以
“高质量、高效率、高标准”为供货准则
快速制衣送货。1月13日综合保障部
向4个窗口单位发放282人新式女窗
口服1套系。从末次量体算起，巴龙公
司加班加点生产，仅用47天完成女窗
口服1套系订制送货任务,距合同交货
时间提前了38天。为提高新制服合身
率，先订制一套窗口服让职工试穿，一
周后综合保障部组织了两天售后和补
量尺寸工作，其中半天安排量体师上门
为市里航空国旅员工售后服务，共办理
售后量体84人次。

去年12月初计划采购科为安检
部、护卫部新增员工86人配发了安检
护卫服及配品。一周后组织售后服务，
计划采购科与雷诺厂家就返修工服交
货期进行了商谈，厂家想春节后返修服
送货，计划采购科以冬季棉服上岗急需
为由向厂家提出加急制衣送货要求。1
月中旬采购科向安检部、护卫部发放返
修工服16件，比厂家约定交货期提前1
个月，并为航务、通信、机务、建管等部
门新增员工20人发放了劳保工作服全
套系。

综合保障部 綦娟娟丁拥军

综合保障部提速完成
窗口服、安检护卫服、劳保服发放售后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