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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烟台机场每周执行烟台至
韩国首尔，日本东京、大阪的全货机
高达 48 架次之多，机型为 B737、
B767和B747全货机。货运分公司
抓住机遇，大力组织货机和货源，快
速发展国际货运，统筹做好当前阶段
的疫情防控和运输保障工作。国际
货机增长迅猛，货邮吞吐月月暴增，
国际货运蒸蒸日上。

守好阵地一线，落实日常防控
烟台机场货运分公司以“零输

入、零输出、零感染”为目标，通过制
定《货运分公司复工复产防疫应急管
理规定》、《货运分公司国际航班消毒
管理办法》，从制度上做好预防措
施。通过电子显示屏、微信群等手段
宣传病毒防疫宣传口号，及时将集团
公司、货运公司各项防疫要求传达到
位，提升员工防疫认知水平。主动与
疾控部门联系，紧急采购口罩、护目
镜、消毒液、喷壶等物资，发放给机坪
装卸、行李分拣、货站库区等一线岗
位，采取航前航后消杀机制，重点做
好营业厅、行李转盘、办公区域消
杀通风及特种车辆和各类服务设
施设备的全面消杀，做到消杀不间
断、全覆盖、无死角。建立督查机制，
通过高频率、有针对性地对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督查，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
实落地。

合理利用时间，强化培训和保障
受疫情影响，烟台机场航班量也

受到大幅影响，货运分公司借此机
会，合理利用保障空余时间，充分运
用网上在线学习平台，制定培训计划
表，提前开展线上培训复产复工以及
防控疫情培训，加强员工岗位安全意
识，持续推进网络培训等安全、业务
类培训，目前已开展危险品复训、
SMS培训、业务培训、航司业务通告
培训等十余次，并将持续进行复产复
工培训，确保员工在思想上不放松，
行动上不滞后。针对春季大风天气
等特点针对性展开培训，提醒警示员
工容易疏忽的操作流程。利用在线

学习平台进行情绪解压学习，并组织
班组长和每位员工多谈心、深入交
流，在疫情期间多疏导，确保每一位
员工心理健康。

大力开拓市场，全力保障货机
为做好国际航空运输保障，货运

分公司提前部署，关注重点航线、航
班，全面进行跟踪、分析各货运代理
航线需求情况，按照紧迫程度制定有
效措施和方案。货运分公司主动出
击，积极与航空公司建立畅通渠道，
一是与韩亚航空、仁川航空沟通恢复
运力，并向韩亚航空申请将原来执飞
B767机型更换为更大载量的B747-
400机型；二是原计划4月份开通的
圆通航空大阪货运航线提前到3月
份，丰富了烟台至日本方向的航点，
为地方企业复工复产后产品外运开
辟新渠道。目前烟台机场最多一周
执行仁川、东京、大阪货机往返48架

次，货源多为电子件、光学镜片、国际
快件和电商货，高峰期日进出口货量
达到300吨以上，截止到4月26日，
国际货机进出港货量达到8580吨，同
比增长102%。五月份还将引进天津
货运航空开通天津-烟台-仁川航线，
未来还将计划开通烟台-海参崴、烟
台-河内货运航线。预计五月下旬樱
桃季开启后，共执飞140班樱桃货机，
其中顺丰100班、邮航40班，每日货
机将达到12班，五月份货机货量将达
到8800吨。

拓宽国际货运中转渠道，助推货
邮增长

烟台国际机场发挥空运高效、快
捷的优势，利用现有中转航线网络，
迅速建立起覆盖各重点地区的支援
运输网络，国际进口防疫物资除了满
足烟台本地防疫需求外，还经烟台通
过空运的形式发往武汉、成都、广州、

杭州、北京等地，满足全国其他地区
防控疫情使用，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
做出应有的贡献。与此同时，随着国
外防疫形势日渐严峻，货运分公司充
分利用现有国际货机航线，国际防疫
物资支援线路有东京、大阪、仁川、经
仁川转美国等，其中B747烟台-仁
川-芝加哥执飞5班，运输防疫物资
420吨。截至4月26日，货运分公司
共保障防疫物资共计800余吨。二是
鼓励新业务开展，开通了海运电商业
务，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地快件、电
商货物调运烟台机场发运，对本地出
口电商类货物降低收费标准，进一步
减少了货运代理企业成本支出。

货运分公司将持续做好疫情防
控和运输保障工作两手抓、两不误，
为本地企业提供最安全、优质、快捷
的航空运输服务。

货运分公司 曹志超

物流先锋最美逆行

随着国内复工复产按下“快进
键”以及境外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各类防疫物资出口数量成倍增长，航
空货运成为各类医疗防疫物资运输的
重要途径。烟台机场货运分公司积极
协调航空公司货机航线运力衔接适
配，加密热点航线班次，争取临时货运
包机。除原有固定航班外，韩亚航空
在每周一、日增加一班747货包机。
货运分公司还通过建立防疫物资快速
处置机制，优化服务，助力防疫物资出
口企业确保物资快速运输。

仓储打板组装货物在货机保障
中是最重要的一环，为使各类防疫物
资“走得顺、走得快”，确保疫情期间
国际航空货运供应链稳定，做好全货
机航班运输保障，在开通防疫物资运
输保障绿色通道的基础上，货运分公
司提前建立全货机保障运输方案，多
次召开代理人、航司货机保障协调会
议，从货物定舱、收运、预配、打板及
装卸操作各环节保持衔接畅通，为出
口货物赢得宝贵时间。

每天库区不间断入货，单日入货
量最高在200吨左右，曾经看着略显
空旷的3500平方米的库区，现在每天
都被货物占据着。往年都说“樱桃季”
最繁忙，但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每
日清晨4点半，天边还没有迎来第一缕
曙光，库区就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到凌晨圆通大阪航班保障结束，每日
工作均在17个小时以上，高峰期每天
组板近60个，组装上万件货物。

在仓储部人员缺口大时货运公

司及时统筹安排人员，从外场、行李
分拣、特车等部门抽调人员向库区集
中，全力以赴保障货机。在这群人中
有即将退休的老员工也有刚刚入职
的新员工，忙碌的身影在库区各个角
落穿梭，有的忘记饭点只能抽空啃点
面包、吃碗泡面，有的身体抱恙仍坚
持上班，在压力面前员工们没有退
缩，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埋头苦干全
力以赴保障货机运行，充分体现了货
运分公司的团队精神、奉献精神。

虽然保障任务重、货量大，但库
区的各项防控措施仍在继续，每个国
际航班卸机、入库、提取时的消毒，员
工除做好自我防护，检查代理人出入
库区防护用品佩戴外，对所有外地到
达的监管车辆，严格执行消毒处理，

并做好消毒记录，截至4月27日共消
毒外来车辆249辆。

安全是航空的命脉、培训是保障
的基石。安全培训和库区消防、工作
规章培训更没有因忙碌和疫情而“偷
工减料”。每票货物的重量、出库货
板、集装板箱的复核都由专人严格把
控，从源头杜绝隐载。 仓储部还注重
员工思想教育和业务技能的掌握，利
用微信群随时发布生产技能、职业道
德、航司业务要求及行业内部各项法
律、法规的培训内容文件。

风雨过后方能看见彩虹，寒冬消
散才是最美春天。仓储部全体员工
将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继续贡献

“机场速度、货运力量”。
货运分公司 康金华

埋头苦干展风貌 全力以赴保货机
——记货运分公司仓储部货机保障

工匠精神可以概括为四个方
面：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爱岗敬业、
守正创新。落在个人层面，就是一
种认真工作，敬业精神。在我们身
边有这样一些带头人，他们在平凡
的岗位上用实际行动做出了不平凡
的事，弘扬着工匠精神。烟台机场
货运分公司仓储部带班班长于洋，
就是其中之一。

仓储部在疫情期间格外忙碌，
在这特殊时期，于洋严格执行公司
制定的疫情期间各项规定，每日上
班安排同事测体温、检查防护用具
佩戴情况，落实登记检查制度。忙
碌的一天下来，同事们都很辛苦有
的会发点小牢骚，他总是给同事们
打气加油：“大家一定要坚持住，想
想医护人员在前线直接面对疫情那
是在用生命护我们周全，我们这点
累算什么。”从他的言语行动中同事
们增加了不少动力。

随着国内逐步复工复产，各航
司调配运力增加货运包机，4月以来
最高峰一天5班货机，出发货量达到
200吨，为了货机打板顺利保障，他
提前一天就和航空公司沟通，按照
预配计划，合理分配人员。积极与
各家代理协调，确定货物票数，海关
是否放行等信息。忙碌起来，水顾
不上喝饭来不及吃，嗓子嘶哑、嘴唇
干裂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货机组板高度最高能达到近三
米，垒货时，他会时刻提醒同事要小
心，注意安全。一个货机的打板任
务完成后，他都会带领同事再次检
查组板网绳是否系牢，拖板车的销
子是否挡好。他挂在嘴边最多的一
句是：“机场安全无小事，我们仓储

部作为运输中重要的一环节要格外
仔细，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多检查几
遍，避免错装漏装、好好看看设备的
安全防护，别给安全留缺口。”

因为疫情影响，学校不能开学，
他夫妻二人都是机场员工，一双儿
女只能送回栖霞老家，父母岁数大
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有时晚上回到
宿舍想和孩子们通通视频，由于时
间太晚不忍心打扰父母、孩子休
息。只有在白天空闲时，给家里打
个电话，问问父母累不累，孩子有没
有好好学习？在孩子的哽咽声中也
总是许诺着：“爸爸、妈妈明天就去
接你们。”

在机场一线有众多的平凡岗
位，正是因为有像于洋这样的平凡
人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诠释着坚
守与奉献，才有了机场货运在这次
疫情冲击下的逆势成长。

货运分公司 杨海南

平凡工作中弘扬工匠精神
——记货运分公司仓储部班长于洋

随着货运货机保障量的不断增
大，特车队秉承“党员先锋车”的优良
传统和精神，全体人员在岗在位，严守
规章，严格操作，认真细致，谨慎入微，
确保货机保障安全、正点和效率。

图一
航班保障期间，特车队驾驶员按

照相关规章制度坚持每日对所驾车型
进行每日消毒。

图二
特车队驾驶员每日对保障车辆进

行车辆检查并做好记录，确保车辆在
保障过程中不带隐患出行，发现故障，
及时送修。

图三
疫情期间，特车队驾驶员依然保

持着严谨的作风，严格执行航班保障
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特别是
车辆靠机作业时，必须要求在监管人
员的指挥下进行，确保航班的正常运
行。杜绝各类隐患，严把安全关。

货运分公司李海

货运特车队强化货机保障

上排：
左图 韩亚航空将原来执飞

B767机型更换为更大载量的B747-
400机型，出港货物多为经韩国中转
至欧美的防疫物资、电子件、电商
货、快件等货物，拓宽了烟台至韩国
中转欧美的中转渠道。

中图 高峰期每天五班货机，
进出港高峰货量达到每日300吨，货
运分公司全体人员加班加点，上下
齐动，全力保障货机货物收运。

右图 “口罩货机”成为烟台机
场货机运输的主要货源，目前国际
防疫物资支援线路有东京、大阪、仁
川、经仁川转美国等，其中航亚航空
B747烟台-仁川-芝加哥执飞5班，
运输防疫物资420吨，未来还将执飞
14 班，有力地支援了国际疫情防控
工作。

下排：
左图 每天库区货物爆满，组板

繁忙，员工工作时间近20小时，库区
不间断入货，单日入货量最高在200
吨左右，3500平方米的国际出发库现
在基本处在“爆仓”的状态。

中图 正在待装区“整装待发”
的国际出发货物，货运分公司高强
度作业，高峰期每天组板近60个，组
装上万件货物。

右图 做好“两手抓，两手硬”，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防疫。工作生
产、防疫齐头并进。在营业厅和库
区设置专人专岗对货主和代理人量
体温，定期对货运区进行消毒，对所
有外地到达的监管车辆严格执行消
毒处理，截至 4 月 27 日共消毒外来
车辆249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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