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受疫情影响的非常时期，综
合保障部尝试委托资产处置新模
式，通过社会专业机构评估、网络平
台拍售的方式处置资产。第一笔业
务于5月18日于中拍平台开启，快
速完成了四部车辆处置变价流程，
拍售评估总价3.9万元，成交总价为
7.08万元，实现了机场资产处置收
益最大化。

在充分运用市场化机制、促进
资产处置价值最大化方面，综合保
障部先后进行过多次尝试探索：由
最初的询价转让到竞价拍售，由现
场竞价到二轮底价竞拍，但因宣传
介质受限，一直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导致市场竞价不充分。另外由于竞
买人必须到现场，导致参与面不够
广，平均溢价率还有上升空间。在
现场激烈的氛围中，也会出现竞买
人斗气抬价的情况，极易引发后续

纠纷，集中处置形式都存在线下拍
卖的一些弊端。

此次拍售，综合保障部借助烟
台市市直机关公车拍售先进经验，
委托的评估公司及拍卖公司均为烟
台市市直机关公车拍售委托机构。
同单打独斗相比，委托的山东佳恒
拍卖有限公司利用中拍平台进行了
集中统一网络拍卖，当天竞拍踊跃，
平均溢价率达8.18。

网络拍售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及
市场化机制，突出信息公开、操作透
明、宣传到位和竞争充分的优势，能
够利用规模效应吸引更多参与者竞
拍，可以实现资产处置价值最大化。

这次拍卖，是机场未来资产处置
的一次探索和演练。实践表明，通
过市场公开竞拍，能有效实现国有
资产的保值增值。

综合保障部 李慧 李芳慧

为国有资产处置探寻“阳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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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降低飞行区外来物造成
的安全隐患, 强化飞行区作业人员
FOD防范意识，不断夯实机坪安全运
行基础，烟台机场结合省机场集团

“抓作风、强三基、守底线”安全整顿
活动要求，于5月20日航前在飞行区
组织开展“拉网式”徒步检查。此次
检查由烟台机场FOD 管理委员会组

织，机场总经理史广存，副总经理李
伟、王晓平，各部门及驻场单位共200
余人参加。

为做好各工作环节间的衔接配
合，确保徒步检查安全顺利开展，机
场提前召开准备会，制定活动手册，
分配好各单位参与人数，机场领导对
徒步检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早

上5点，所有人员在集结地点列队完
毕，分4个小组分别检查跑道、滑行道
及机坪区域。5点15分，徒步检查正
式开始，检查人员“一”字排开前进，
认真仔细搜查可能的FOD。早晨6
点10分，步行拉网排查结束，各小队
分别有序撤离至集结地点，将捡拾的
FOD统一收集。经统计，本次拉网排
查共捡拾铁制品7件、玻璃18块、石
子28块、塑料制品49件、橡胶制品
20件、布料20件、反光膜92件。徒
步检查完成后，李伟副总经理对此次
FOD拉网排查专项活动进行了点评，
强调指出，开展徒步拉网式排查专项
活动，既改善了飞行区的安全环境，
又对参与人员进行了一次身临其境
的安全教育。

今后，烟台机场将经常性组织飞
行区作业人员开展FOD检查，营造出
FOD防范“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从我
做起”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高“主动
拾起”“随手清洁”“人走场清”的防控
意识，为实现全年安全生产工作目标
奠定良好基础。 王侃

烟台机场开展
飞行区FOD徒步检查

为贯彻落实冯正霖局长在2020
年4月份民航局安全运行形势分析会
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三基”建
设，锤炼和发扬优良、过硬的民航工
作作风，近期，烟台机场积极组织开
展“三个敬畏”宣教活动，加强安全整
顿与作风建设，打牢安全基础，防控
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结合民航局“践行当代民航精
神”刘传健机长专题报告及华东管局

“三个敬畏”主题宣教要求，烟台机场
组织宣贯会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措
施，要求各单位根据自身具体情况，
将“三个敬畏”宣传教育与行业安全
整顿及作风建设相融合，采取会议、
培训、讲座、研讨会、知识竞赛、岗位
练兵、争先创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

做到安全相关从业人员宣教全覆盖、
无死角，深入开展安全专题教育，剖
析查摆自身问题，树立严谨的作风意
识和职业操守，举一反三，引以为鉴，
杜绝因人员思想麻痹松懈而导致的
不安全事件。

通过此次主题宣讲，将学习成
果转化为做好机场安全生产保障工
作的行动自觉和具体实践，全体干部
员工能够深刻领会“三个敬畏”的重
要内涵，以作风建设为核心，以加强

“三基”工作为根本，以严守安全底
线为目标，在工作中始终把人民生
命和航空运行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积极提升专业技能和规章责任意
识。工作中要严明安全底线和诚信
红线，以规章制度为准绳，克服侥幸

心理和变通思维，明确行为边界，杜
绝违章和失信行为，养成遵章守纪、
踏实严谨、敬业守信的良好工作作
风，把“三个敬畏”外化于行、内化于
心，切实做到疫情防控“不松劲”、安
全隐患“零容忍”。 安全监查部

烟台机场扎实开展“三个敬畏”主题宣讲活动 为了给广
大旅客提供更
好的服务，烟
台机场日前采
购“行动不便
旅 客 登 机
车”。该设备
是一种液压传
动，剪式升降、
前后平台可升
降的机场特种
地 面 保 障 设
备，主要用于帮助行动不便的旅客上下飞机。厂家交付车辆后，机务
保障部为使该车尽快投入到日常的航班保障中，及时组织特种车辆驾
驶员进行了操作培训。 机务保障部 杨慧卿

5 月 20
日，北部战区
军事运输投送
调度中心专程
派员到烟台机
场送上锦旗和
感谢信，对烟
台机场优质高
效完成援鄂医
疗队的回撤运
输保障任务表
示感谢。

王侃

5 月 18
日，机场向威
海广泰购买的
两台除冰车和
一台配餐车到
场。机场相关
部门、综合保
障部与厂家进
行了细致的交
接，厂家技术
人员在综合保
障部院内对车辆使用部门管理人员和驾驶员、车辆维修科管理人员和
维修人员进行集中试驾操作培训和车辆故障应急处理的现场培训。
随后综合保障部同机务保障部、食品公司按机场车辆管理规定要求及
时办理了车辆交接的相关手续。 综合保障部 李丰恩 巩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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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全国民航国内航班正
式启用 2020 年夏秋季航班计划。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全面向好，国内
旅客流量也随之增加。为切实做好
夏秋季航班换季气象设备维保工作，
航务保障部气象服务科制定了详细

的换季保障方案，组织员工进行换季
学习，认真落实梳理各项工作流程，
认真做好航班换季的设备维保准备
工作。

按照计划，维保当天，四名气象
机务员全员上岗，首先驱车来到位于
跑道南端的气象自动观测场。随着
机场二期建设正式开工，大量工程车
辆频繁通行，距离二期停机坪不远处
的自动观测场设备极易受扬尘污
染。鉴于此，气象机务员首先对自动
观测场气象设备进行了详细检查清
洁维护。

随后，机务员们开车沿巡场道自
南向北分别维护05号、跑道中、23号
自动观测系统外场设备。天气回暖，

鸟类逐渐增多，设备的空隙极易被鸟
类藏匿筑巢。通过巡视检查，清理干
净设备空隙间的野草，机务员又分别
清洁RVR测量镜头、天线现象仪镜
头及设备校准。

最后，便是本次维保工作最重要
的工作——更换23号前向散射仪。
前向散射仪是自动校准大气透射仪，
得到准确RVR值的重要设备。四名
机务员分工合作，两两配合，架设梯
子，登高更换，连接电脑校准，一气呵
成。在值班观测员配合下，报告RVR
值显示正常。至此，外场设备的维保
工作顺利结束，气象设备的换季维保
工作也圆满完成。

航务保障部张春晓

气象服务科顺利完成换季气象设备维保工作

5月12日，货运分公司召集驻
烟台机场各航空公司代表和国内货
运销售代理人，召开了2020年度樱
桃季国内货运业务座谈会。会上，货
运分公司同各航空公司与各代理企
业就市场开发、航班保障、服务措施
等多方面进行了细致交流，并对代理
人提出的问题建议进行汇总，形成督
办单，抓紧进行安排部署。

今年由于疫情影响，烟台机场
航班运力下降较大，樱桃运输也将受
此影响。面对严峻形势，货运分公司
做出以下举措：一是在樱桃热门航线
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大力拓展中转网
络，在以往依托北京、上海等传统中
转点的基础上，新开发经郑州、南京、
太原、西安等机场中转至华南、华中、
西南及东北地区的运输通道，提升烟

台机场冷门航班的樱桃装载率；二是
针对烟台机场过站航班较多的情况
下，提前同航空公司及始发站机场沟
通，保证在樱桃季烟台出发舱位的充
足，同时还注意保障好常年固定客户
的传统货物运输，提高热门航班的腹
舱装载率；三是制定合理的樱桃运价
政策，并结合航班运力、樱桃量、异地
机场竞争力等综合因素，由专人专岗
负责运价使用情况，并根据市场情况
适时进行调整。

通过此次会议，货运分公司与
各航空公司及代理人达成了业务发
展共识，理清了樱桃季共同努力的方
向，三方共同搭好平台，做好服务，齐
心协力克服当前的市场困难，以期圆
满完成今年樱桃季的保障任务。

货运分公司 季成

货运分公司召开樱桃季
国内航司、代理人会议

为了做好“两会”期间烟台机场
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确保“两会”
期间民航网络信息系统安全运行，通
信科开展了网络信息安全隐患风险
排查，强化敏感时间节点管控，及时
纠正违规差错行为，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堵塞管理漏洞，有效保障了“两
会”期间烟台机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
工作。

在接到做好全国“两会”期间机
场安全保障工作要求后，通信科借鉴
历年来民航重大活动保障的经验和
做法，对本单位各个信息系统进行了
安全隐患防护和风险防范，并强化了
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按照国家和
民航局网络安全政策、标准规范的要
求，通信科进一步完善了网络安全管
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巩固了重要信息
系统的安全策略和应用系统的安全
措施，并检查了各个终端与互联网之
间的物理隔离是否有效，进一步杜绝
了网络信息的泄露和病毒木马的入
侵，巩固了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对于
每套系统的应急处置预案也进行了

进一步的总结。根据每套系统长时
间运行的情况和突发故障，应急处置
预案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可预想
到的问题和可能面临的安全隐患大
都记录在案。为了确保“两会”期间
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不发生重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通
信科全体成员对应急处置预案进行
了进一步的巩固，提高了员工及时快
速找到问题根源的能力。

本次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不
仅让全体员工切实落实岗位职责，不
折不扣执行规章制度，还让大家进一
步认识到“三个敬畏”的精神内核。
通信科将继续保持“两会”期间的工
作热情，持续做好网络信息安全保障
工作，确保网络信息安全万无一失。

通信导航保障部 张雁洲 付扬

通信科全力做好“两会”期间
机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