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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起，烟台机场执行夏秋季
航班计划。换季后的烟台机场不但
增加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
哈尔滨等国内大型航空枢纽的航班
密度，还新增和加密了长三角、珠三
角、环渤海等国内经济活跃圈城市航
线，运力增幅超过10%，每周最多为

市民出行提供2100个航班，34万多
个座位，为广大旅客出行、企业院校
复工复学提供便捷的空中通道。

随着全国民航运输业逐渐回暖，
烟台机场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航
空运输安全的同时，积极争取各航空
公司加强运力增投，一是加大东航、

山航、国航、南航、川航、深航、长龙等
国内大中型航空公司的航班投放力
度，依托其完善的航线网络及疫情防
控措施，在保证市民安全出行的前提
下，满足市民直达和中转至目的地的
需求；二是适当增加了春秋航、成都
航、桂林航等低成本航司的运营规

模，降低市民出行的成本。
在航线网络方面，相比去年同期

大幅加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
安、重庆、哈尔滨、长春、郑州、南京、
杭州、银川等省会城市及重要城市的
航班，进一步完善航班结构，增加直
飞航班的比例，基本可实现市民早中

晚全时段出行的需求；稳定运营
并加大包括扬州、徐州、宁波、温
州、无锡、珠海、揭阳、泉州、桂林
等国内活跃经济圈中心城市的航

班密度，以更好满足我市企业经贸往
来需求；继续巩固东北地区的航线网
络优势，持续打造哈尔滨、长春、沈
阳、大连四大干线机场的快线建设，
稳定运营并加密牡丹江、丹东、大庆、
延吉、佳木斯、营口、锦州等城市的航
班。换季后国内通航城市54个，其中
超过20个城市日均出港在三班次以
上，航线结构更加合理，进一步满足
了市民出行的需要。

市场营销部 常震

烟台机场正式执行2020年夏秋季航班计划

按照机场集团公司“两会”消防安
全工作部署要求，5月15日、21日，安
监部组织护卫、场务、建管等部门组成
联合检查组，分别对候机楼内重点要
害部位、货运分公司和职工公寓的“两
会”消防安全工作进行了突击大检查，

进一步强化了消防安全意识，夯实了
消防安全管理，确保圆满完成“两会”航
空运输保障各项工作，实现“确保安全、
优质服务、进出顺畅”的民航保障目标。

此次现场检查针对员工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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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看到候机楼各单位重视消防管理工
作，加强了员工消防安全知识、应急疏
散及消防设施的培训和演练，严抓了

“人走断电”的规定。重点督查了候机
楼内大功率电器的使用情况、餐饮商
户排油管道定期清理及违规插座使用
情况。货运分公司加强了对货运库区
和顺丰库区的日常消防安全管理，顺
丰库区的卫生环境有了很大改观。检
查组现场要求顺丰库区负责人加强消
防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近期货量大
以及樱桃航班的到来，会招进大批新
进员工，要加强新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和自防自救能力的培训。检查组就未
消防验收的新库区要求货运分公司在
日常检查中要重点关注顺丰工作人员
在新库区的操作，加强日常用电安全。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将责成相关单
位尽快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必须制
定整改方案限时完成，形成闭环管
理。 安全监查部曲丽波

烟台机场开展“两会”消防安全大检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和民航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强三基”工作要求，空管自
动化科利用疫情期间加强基层技能
培训工作，于4月13日至17日组织
大家参加了空管自动化系统中级技
术维护线上培训。

本次培训是对空管自动化系统
基本原理及日常值班维护进行了系
统学习，课程内容共包括监视数据
处理、告警处理、飞行计划处理、系
统日常维护、系统安装维护等5大
模块共21个小章节。大家全方位
多角度对烟台机场空管自动化系统
进行了深入了解学习，提升技保人
员系统整体认知。学习过程中，老
师授课生动有趣，理论联系实际，还
有专业课题技术专家坐阵讨论交流
区答疑解惑。虽是线上培训，但大
家积极讨论，气氛十分活跃。在持
续五天的线上课程培训结束后，4
月20日大家参加了在线无纸化考
试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培训达到预
期效果；大家纷纷表示，培训主题明
确，内容丰富，获益良多，解决了很

多平时系统维护时的困惑和问题。
这次培训提升了烟台机场监视

设备保障能力，为民航持续安全运
行“十周年”及烟台机场全年安全目
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基础。

通信导航保障部 张永胜

强三基保安全

日前，烟台机场食堂二楼改造正
式完成。自2019年年底，工程科承
接食堂二楼改造工程以来，工程科对
食堂的建设和管理进行了全面具体
的研究,本着勤俭节约、实用、符合标
准的原则,制定了工程改造方案和工
程预算。

食堂二楼改造总面积820平方
米，包括装修、消防、空调、厨具设备、
燃气等一系列改造内容，存在各种交
叉作业，施工中工序间的协调也是困
难重重。工程科自施工起一直坚持每
周一次工作例会，召集各施工单位、相
关部门，一同针对每周施工情况进行
调度。

因为疫情原因，建筑行业停工停
产，改造项目临时中止，工程科积极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做好复工准备

工作，施工项目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组
织工作，备齐备足常用防疫物资，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
防护能力，有效阻断疫情传播，保障好
建设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
抢抓工期，按时完成改造任务，在大多
数人早已回家休息时，工程科员工仍
带领施工单位加班加点进行施工作
业，直到晚上九点、十点才回宿舍休息。

实施过程中发现改造方案存在
缺陷，又正值春节假期与疫情防控紧
要关头，工程科克服各种困难，多方协
调、紧急联系有相关资质的监理、设
计，多次现场查看，提供技术支持，进
一步完善方案，消除安全隐患。为保
障安全做好疫情防控，工程科加强日
常检查，完善现场应急预案，落实个人
健康情况，整理每日检查台账，确保做

到安全复工复产。
装修改造后，食堂二楼环境明

亮、舒适、温馨，文化主题鲜明，并集就
餐、学习、休闲、活动功能于一体，将全
面升级机场员工的就餐体验。

建设管理部 孙宏飞 张耀元

机场食堂二楼改造圆满完成

5 月 17 日,
护卫保障部消
防值班室接到
运控中心通知,
东 航 MU5767
航班上有旅客
突发疾病，落
地后需要护卫
保障部配合处
理 特 情 。 12：
15航班安全停
靠后，护卫部
值班科长带四
名队员登机协助服务科、医务科等部门将突发脑梗的旅客从后舱门抬
下飞机送上救护车。 护卫保障部 李涛

按照集团公司安排布署，计划采
购科近两个月相继开展了“抓作风、强
三基、守底线”行业安全整顿和“三个
敬畏”主题教育双项活动。全科员工
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敬畏意识、规章标
准意识、廉洁意识，苦练“三基”内功，
筑牢安全根基，防控好安全风险，实现
工作作风大转变，快速保障了使用部
门急需物资。

一是抓管理作风，强化领导责
任。明确科长为采购供应第一负责
人，全科员工团结协作执行《集团公司
规章制度》、《集团公司招投标采购管
理办法》、《计划采购科运行管理手
册》、《廉洁从业规定》等规章制度，按

照“阳光透明、多家竞争、公平公正、性
价比高”等采购原则，根据年度预算计
划恰当地开展“固定资产、大宗物资、
低值易耗品、制服工装”四类采购工
作，严格控制采购成本费用，努力为机
场节支增效。

二是开展教育培训，细化分工和
责任目标。严格贯彻落实《“抓作风、
强三基、守底线”行业安全整顿活动方
案》和“三个敬畏”教育活动要求，按照

“三个必须”“一岗双责”要求，将具体
工作细化，确定安全责任目标，严格安
全管理落实到个人，明确完成时限，将
安全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做到层层把
关，确保在安全管理、作风建设等重点

工作中做到“思想到位、工作到位、精
力到位”。

三是加强应急预案学习，加大重
点防控检查力度。通过学习《应急保
障预案》、《火灾应急处置预案》、《防汛
抗台处置预案》、《应急采购处置预
案》，计划采购科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
明显提高，对各种危急状况的处置能
力明显增强。有针对性的制定防控措
施：在采购方式、供应商的选择、结算
付款、物资设备交接等方面，强化风险
防控监督检查力度。

四是快速保障一线部门急需物
资。综合保障部树立“机场一盘棋”思
想，急使用部门之所急，想使用部门之
所想，明确使用需求后克服种种困难，
及时完成了订送货保障任务。重点保
障物资有：（1）劳保用品类。为保障
特种岗位工作需要，综保部向机场相
关部门配发2020年毛巾、透明皂、线
手套、雨衣、雨鞋、太阳镜等劳保用品
57369件。（2）疫情防控类。运行保障
部医疗救护科医用防护服400件；为
旅客服务保障部购买登机前旅客用免
洗手消毒凝胶200瓶。（3）驱鸟用品
类。为了机场飞行区净空安全，加急
送货场务保障部用驱鸟网、驱鸟风车
和烟花鞭炮6万余件。（4）警示安保
类。安全检查部用武汉航班通行检查
用不锈钢栏杆座50套；多部门急用车
用黄色警示灯12个；场务保障部用飞
行区跑道中线灯等43套；综保部应急
仓库防汛防台用强光照明灯11件。

综合保障部綦娟娟

综合保障部作风建设见成效
快速保障使用部门急需物资

为了打好
顺丰樱桃航班
第七季会战，5
月 7 日 下 午 ，
货运分公司会
同公安、安检、
护卫、运控、航
务、机务、油料
等部门召开樱
桃航班保障保
障协调会，一
同参会的还有
顺丰鲁东分拨区一行。与会人员就机位安排、安检通道、货机运行等
各个方面进行了交流、讨论和协商，各部门听取了顺丰方面提出的需
求，梳理和完善了樱桃货机保障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为提高樱桃
货机正点和保障效率做好充足的准备。 货运分公司曹志超

近期正值
雷雨季节，大
风天气增多，
为确保场区内
户外高炮、看
板广告媒体的
安全运营，“五
一”节前，实业
分公司要求机
场广告经营方
首都机场广告公司做好户外广告设施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工作，对
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及时整改，并做好登记备案。4月27日—30
日，首体公司聘请第三方专业安全评估公司对烟台机场户外高炮、看
板的主体安全性（混凝土强度、主框架、防雷）开展了全面的专业检测，
待检测报告出具后，实业公司将根据专业检测报告结果督促首体公司
落实整改。 实业公司姜宗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