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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航局《关于做好“三个敬
畏”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按
照烟台机场集团公司统一部署，安
全检查部于6月3日、5日，分两批次
组织全员集中开展了以“敬畏生命、

敬畏规章、敬畏职责”为主题的宣讲
活动。烟台机场集团公司王国栋副
总经理、安全监查部田南阳经理应
邀参加了此次宣讲活动。

宣讲活动上，机场集团公司王

国栋副总经理从明确“三个敬畏”源
头根本、牢记“三个敬畏”核心理念、
养成“三个敬畏”作风意识三方面入
手，进行了细致阐述，并对安检下步
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安全
检查部结合工作实际，精心制作了

“三个敬畏”宣讲PPT课件，不仅就
“三个敬畏”面向全员进行了阐释学
习，更援引典型案例，以鲜活生动、
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件，进行了警示
教育。在本次主题教育宣讲过程
中，安全检查部还以学习心得分享
的形式，选出3名员工代表到台上发
言，围绕“三个敬畏”与大家一起分
享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下一步，
安全检查部将全力把“三个敬畏”意
识融入制度、化为责任、落到日常，
持续巩固宣讲成果。

安全检查部 王蒙

安全检查部组织开展“三个敬畏”主题宣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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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根据机场“安全生产
月”和“安康杯”竞赛相关要求，航务
保障部进近管制科在模拟机房组织

开展了第五届模拟机技能竞赛。本
次竞赛旨在考察管制员在大流量下
的管制能力和抗压能力。

本次模拟机练习使用跑道05
号，其中17架进出港飞机，以及两
架军航飞机模拟周边部队常规飞行
计划。整个练习要求管制员在40
分钟内完成，而实际比赛中，三位参
赛管制员均在30分钟之内就完成
了所有进离港航班的冲突调配，并
为进港飞机进行了排序。参赛管制
员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展现了过硬的
心理素质、优秀的抗压能力和踏实
稳健的管制作风。

比赛结束后，集团公司王晓平
副总经理为获奖管制员颁发荣誉证
书，并要求全体管制员继续发扬严
谨的工作作风，守好安全底线和红
线，保持熟练管制技能，为即将到来
的雷雨季做好准备。

航务保障部 李忠

航务保障部开展第五届模拟机技能竞赛

2019年12月，烟台国际机场正
式迈入千万级机场的大门，为全面
助力机场的智慧化管理与运营，烟
台机场协同决策系统（A-CDM）建
设于今年6月正式拉开帷幕。作为
智慧化机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A-CDM系统可以更好地保障飞行
安全，减少航班等待时间，改善服务
质量，强化机场各部门协同联动。

通过前期的调研走访和探讨，
机场逐步细化和完善了功能和流
程。近日该系统的服务器、网络交
换机等硬件已经到货，网络信息科
将联合空港网络公司共同安装和搭

建运行环境。A-CDM系统计划于
今年8月底完成上线，上线后将按照
《中国民航航班运行数据开发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共享数据与应用
服务，打通与空管、航信、航司及其
他第三方驻场单位间的数据和资
源，打破各运行主体间的信息壁垒，
建立起信息实时共享、协同决策的
长效工作机制，进而实现完整的从
航班起飞、进展监控到落地保障、离
岗的全流程管控，提高机场放行率。

烟台机场将全力推进A-CDM
系统尽快投产运行，让航班正常率
更高，让岗位协同效率更快，让旅客

的飞行体验越来越好。
通信导航保障部孙航 靳钰娉

烟台机场协同决策系统
（A-CDM）项目建设正式启动

为更好地保障樱桃航班的特种
车辆能够安全正常运行在樱桃季到
来前，车辆维修科组织协调特种车
辆厂家派维修技师对车辆进行全方
位的检修检查，自 5月 22日至 26
日，对保障航班特种作业的飞机抱
轮推车，平台车辆，大、小集装箱托
盘及其他保障车辆进行全方位的检
查。经过5天全面的检修排查，所
有特种作业车辆一切正常。

考虑到樱桃季车辆保障可能会
出现偶发性和无法预知的故障，车
辆维修科组织协调特种车厂家再次

派驻维修技师驻场对车辆出现故障
时的应急维修保障。自6月4日至
17日，厂家派驻了两名维修技师进
行待命保障十四天。在此次樱桃车
辆保障期间，完成了对货运F067平
台车主桥平台对接不平的检修、
F355平台车主桥平台挡板不同步
的检修和F066平台车后挡板电路
的检测。期间维修技师在应急维修
保障货运车辆的同时，积极协助维
修机场其他特种车辆17台次，确保
车辆的有效运行保障。

综合保障部 邱明 巩传利

车辆维修科圆满完成
樱桃季特种车辆保障工作

6 月 18 日，顺丰速
运鲁晋分拨区总经理谭
海平一行向机场集团赠
送牌匾，感谢在过去的
樱桃季机场集团及各部
门对顺丰速运的大力关
怀、帮助和支持，集团公
司总经理史广存接见了
谭总一行，史广存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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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机场集团将为顺丰
樱桃货机、快件出港提供更为安全、快捷、优质的服务，使双方的合作
更加紧密，共同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党委工作部 王侃

根据华东管局要求，烟台机场
2020年将开展危险品货物航空运
输信用管理体系试点工作，通过建
立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信用管理体
系，规范机场危险品货物运输管理，
加强对货物航空运输交运、收运环
节的有效管控，健全违规运输的联
合惩戒机制，营造“一处违法、处处
有惩”、“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合规

守信的运行环境。
一是根据局发明电948号和华

东局发明电715号文件要求，机场
制定下发了《烟台机场危险品货物
航空运输信用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实
施方案》，将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信
用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按照准
备、实施、评估、总结四个阶段有序
开展，着手推动试点工作。

二是自6月15日起，安监部将
组织货运分公司、安全检查部、机场
公安分局商讨制定烟台机场危险品
货物航空运输信用暂行管理办法，
明确信用管理工作职责和分工，确
定信用管理的方法和标准，同时做
好货物代理人的宣贯和动员工作，
确保信用管理体系各项工作有效落
实。 安全监查部 曲丽波

机场启动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
信用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6月8日，旅客服务保障部党支
部召开以“以作风正党风，以党风树
新风”主题党课，以“三个敬畏”教育
活动为切入点，要求党员同志严格
遵守党章，牢记党的宗旨，时刻做到
严于律己，按规章操作，心中有责，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原则。

党课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通过
习主席重要讲话、民航局近期活动
以及工作要求为内容，让全体党员
领会讲话精神以及会议内涵，指明
党的方针政策，强化党员同志的大
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二是通过世界
三大空难纪录片，让党员同志用眼
睛去看到空难的可怕，使他们对违
章操作导致的事故后果有更清醒的
认识，增强对生命价值的感悟。通
过法恩法则、墨菲定律、多米诺骨牌
等理论告诉党员同志，民航安全运
行规章对民航从业者来讲，就是刚
性约束，是带电的高压线，是违反不
得的。三是通过落马高官的典型案

例，让党员同志可以认识到作为共
产党的初心便是入党时我们对党旗
立下的誓言，作为民航人的初心则
是我们对旅客的责任，对这份工作
的坚守。

旅客服务保障部党支部将继续
运用多种方式，引导党员干部知敬
畏、守初心，夯实责任，确保安全，时
刻以最佳状态接受每次航班保障的
考验，用严格的规章制度保证民航
运输的安全，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筑
起一道坚固的钢铁长城。

旅客服务保障部 王萌忆

以作风正党风，以党风树新风

进入6月份，天气逐渐变热，航
空食品公司针对夏季生产保障的特
点，除继续做好日常食品卫生监督
检查和防控疫情要求外，结合机场
集团“三个敬畏”宣传教育活动，进
一步深入剖析各生产保障环节存在
的潜在风险和隐患，明确岗位监管
职责、生产岗位安全职责，严格执行
生产保障流程，按照食品卫生安全
标准开展自查、宣贯和培训教育。

一是严把机上餐食食品质量
关，公司所有入口都安装有防蚊
灯、粘蝇条；人员进入车间必须按

要求着装并经过风淋室，确保无异
物带入岗位；包装过程中注意检查
餐食，杜绝掉入头发等异物的餐食
包装上机；做好餐食留样并做好台
账记录，按要求对餐食定期进行第
三方检测；二是执行严格的消毒制
度，做好机上餐食生产保障安全。
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卫生管理制
度》、《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日常
卫生消毒管理制度》等制度，加强
每日对人员、工作场所、设施设备、
车辆的消毒次数并做好详细记录，
所有员工执行严格的消毒措施。三

是每天检查餐食的生产包装日期及
标签，过期及问题标签的餐食坚决
不允许上机；四是严把原材料采购
关，确保原材料清楚、品质优良，以
保证供应的产品符合航空食品卫生
安全的要求；五是严格落实餐食进
入配餐车的时间规定，对因航班延
误等原因造成的超时餐食，绝不允
许上机；六是定期开展食品卫生安
全培训，进一步增强员工的食品卫
生安全意识，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夏
季食品安全。

食品公司谭文博

时刻紧绷安全弦严把食品安全关

6月24日，航务保障
部 飞 行 服 务 科 举 办 了
2020 年度“安康杯”岗位
技能比武活动。技能比
武分闭卷笔试和技能操
作两部分进行，按综合成
绩排名决出胜负，最终汤
润泽同志勇夺第一，何明

星、张灏正获得第二名，程玲、鲁薪吉获得第三名。
下一步，飞行服务科将扎实推进班组建设，创建“安全示范班

组”，夯实人才队伍，使“三基”建设在飞行服务科不断走向深入，不
断提高航班保障能力，为烟台机场的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 航务保障部 王宏伟

6 月份以来，航空
实业分公司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月”活动要
求，专门成立活动领导
小组，从增强安全生产
意识、压紧压实安全生
产 责 任 、提 升 安 全 素
质、严格安全管理四个
方面着力，结合各岗位
行业安全要求，组织开展了教育培训、应急演练活动。

6月5日上午10点，实业分公司协调护卫消防科工作人员对车
场管理部全体员工进行了消防培训，重点培训了消防器材的使用、
实际操作、以及车辆出现自燃后的处置。此外，实业分公司还组织
租赁商户业主现场观摩灭火演练，并通过APP课件向大巴驾驶员讲
解发生火灾的各种案例以及巴士车辆遇到特殊情况时怎样预防火
情、怎样控制火情。 实业分公司张亚林 李艳青 王桂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