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场特刊
编辑闫晓智 文检 吕小方 2020.9.1 星期二

综合

T06

为进一步提升新技术应用对空
管运行效能的支撑作用，促进华东民
航气象服务高质量发展，管理局决定
将“推动地区智能指导预报平台建
设，强化中小机场航空气象保障水
平”确立为年度重点安全工作之一，

旨在通过技术手段充分共享华东气
象中心优势资源，整体提升地区航空
气象预报质量。为检验地区智能指
导预报在更大时空范围内的可用性，
探索地区业务一体化运行，管理局决
定开展有关试点工作，烟台机场参加

航站指导预报试点工作。
8月20日，华东管理局气

象处唐亮主任及华东空管局
气象中心等专业技术人员一
行5人来到烟台机场，就“地区
智能指导预报平台”应用工作
召开座谈启动会，航务保障部
王在亮书记、气象服务科领导
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座谈
会。会后，技术人员联同气象
服务科顺利完成“地区智能指
导预报平台”的安装、调试工
作，并就业务运行及试点工作

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交流沟通。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人工智能加速应用于各行各业，气
象领域也不断尝试引入新技术新应
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气象预报
预警准确率。气象预报与人工智能的
高度融合，可以提升气象预测准确率，
提高气象服务保障水平，有助于为航班
运行、机场保障等活动提供决策参考，
切实提高航班准点率及服务保障水平。

“地区智能指导预报”试点工作
在烟台机场的顺利启动与开展，标志
着烟台机场的气象服务工作又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烟台机场的气象保障
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在今后
的工作中，气象服务科将以此为契
机，扎实推进“三基”建设，进一步夯
实业务能力，提供准确及时的气象服
务。 航务保障部 张春晓

机场积极开展地区智能指导预报应用试点工作

随着航班量的增加，为加强员
工的业务保障能力，继续响应机场

“节支增效”的活动号召，自动化科
全体员工继上次集中维修空管内
话系统耳麦和手柄之后，于8月18
日举办了一场“对讲机维修技能比
武大赛”。

科室收集了一线部门准备送
修的12部对讲机作为比赛用机，
参赛员工需要先通过检修发现故
障原因，再通过自己的维修经验和
实际操作对故障对讲机进行修
复。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看谁能
够高效快速地维修故障对讲机，维
修数量多者获胜，若维修数量一
样，则维修难度大者获胜。

科室员工踊跃参赛。在比赛

过程中，大家集中精力，鼓足了力
气，通过焊接原件、维修组件、更换
配件等方法，将12部对讲机全部
维修正常，其中赵惠滨科长成功维
修了5部对讲机，取得了这次比赛
的胜利。

比赛过后，大家积极讨论了对
讲机的维修要点和注意事项，也分
享了维修对讲机的技巧，并将维修
对讲机进行了体系化的总结，将对
讲机按故障、按状况进行分类，针
对不同的情况总结了相应的维修
方法，尽量做到遇到故障按流程排
查、排查出故障按流程维修，将排
查维修过程做到体系化、流程化，
以此来提高今后对讲机的维修效
率。充实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大
家不仅没有感觉到累，反而因为成
功维修了全部的对讲机而充满了
喜悦。新进员工也增加了自己今
后能够独立维修对讲机的信心。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成功节约了维
修资金，减少了对讲机返厂维修的
费用和时间，真正做到了“节支增
效”，同时，我们员工也提高了自己
的维修技能和维修经验，为机场航
班量的增加做好技术保障。

通信导航保障部 张梦露

通导部自动化科
举办对讲机技能比武大赛

2020年民航安全检查员职
业技能鉴定培训教师及考评员
培训班分别于8月25日至26日
和8月27日至28日举办。

受疫情影响，本次培训民
航局职鉴中心采取线上培训的
形式。受训学员按照局方要求提前将设备调试好，按照日程表接受
培训，培训结束后，统一接受线上考核。

为方便学员接受培训和考核，安检部为参训的教员和考评员统
一安排教室。28日，人力资源部培训科于丹科长对本次线上培训进
行监督指导，最终安检部本次参训的三名教员和1名考评员顺利完
成线上课程和考核，此次线上培训班圆满结束。安全检查部 金邱

为预防今年第8号台风“巴
威”和强降雨带来的风险隐患，
旅客服务保障部旅客服务科认
真落实落细防范应对措施，提
高警惕，压实责任。提前做好
应急预案，在远机位登机口构
筑“安全网”，用沙袋、塑料袋封
堵登机口，确保安全。坚决做
到防汛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失防万一。 旅客服务保障部 唐璐

8 月 7 日下午 2 点，机场货
站召开加强锂电池安全运输紧
急会议，12 家货运代理参加了
会议。

7月22日，一架埃塞俄比亚
航空公司 777 货机在上海浦东
机场起火，现场浓烟滚滚，据了
解机上可能装有锂电池货物。
烟台机场锂电池货物运输量较大，机场货站高度重视，立即展开锂
电池货物运输自查：排查所有交运锂电池货物的代理人资质，确保
符合法规要求；排查一线岗位人员资质，严禁没有危险品操作资质
的人员收运锂电池货物；每天收运的锂电池货物要开箱抽查交运锂
电池型号与检测报告是否相符；分拣，打板，装卸过程中加强危险品
标识、标签、包装的检查，严格落实装载程序，杜绝野蛮装卸。

货运分公司质控科

8月25日上午10点50分，配载
员监控航班时发现中航信离港系统
出现断网故障，尝试多次仍无法重
连。在第一时间上报值班领导、联系
机场凯亚后，配控科在岗人员在值班
科长的指挥下启动了离港系统故障
应急预案。

一、从容不迫核数据，争分夺秒
转备份。

发现离港系统故障时，正值
CA1546航班即将截载。为避免系
统故障导致舱单完成不及时，配载员
立即电话联系国航集配中心，提供并
核对了旅客人数、座位分区、业载分
布情况等数据，协助集配人员及时完
成了舱单。得知值机柜台无法办理
手续后，经过与值机科沟通，配载员
依照航班预计起飞时间，立即将
MU5575、3U8125、MU5509、GJ8825
等航班转为本地备份模式，同时对航
班进行座位控制、核对已值机旅客人
数、查找航班数据与手工平衡，为完
成手工平衡图做准备。

二、承上启下“金话筒”，协同科
室共联动。

商务调度岗位作为客保部承上

启下的信息枢纽，在处理此次离港系
统故障的过程中发挥了信息传递“排
头兵”作用。得知离港系统故障情况
后，商调员立刻联系兄弟科室，并为
其提供航班座位布局、未值机人数、
旅客名单等信息，同时密切监控航班
情况，协助运行指挥科和各航司驻场
代理完成信息传递等工作。由于
MU5575航班存在多航段，需向东
航集中配载提供各航段具体的旅客
座位分布情况以制作舱单，商调员联
动服务科，进行了登机清点各航段、
各分区旅客人数的工作，保证了舱单
及时完成。

三、离港、手工齐上阵，双管齐下
保平衡。

发现离港系统故障约40分钟
后，部分配载工作终端恢复连接，可
通过LDP模块完成舱单。为避免系
统再次出现故障，导致舱单不完整、
数据不准确，配载员在利用系统制作
舱单的同时，依照提前准备好的航班
数据，完成了手工平衡图的绘制，并
结合离港系统中的数据和舱单进行
对照复核，双管齐下确保配载工作及
时完成。

四、处置经验勤总结，前师后浪
共传承。

在1个多小时的紧张奋战中，配
控科全员反应迅速、分工明确，在值
班科长的领导指挥下，与其他兄弟科
室及航司集中配载部门紧密协作，避
免了由于本科室原因而导致的航班
延误，出色地完成了此次突发故障的
处置。事后，当班班组及时总结了故
障处置的流程与经验，科室新员工在
老员工的讲解下学习、重温了故障处
置的全过程。

平时多练兵，战时有章法。一
直以来，配控科重视特情处置演练
工作，通过每月学习应急预案、进行
应急演练等方式，防忙中出乱，防慌
中出错，积累特情处置经验、提高特
情处置能力。此次突发的全国性离
港系统故障考验了配控科对特殊情
况的反应力与执行力，也检验了配
控科与其他科室、单位的协调配合
能力。配控科将积极总结本次特情
处置的经验，继续坚持将提升特情
处置能力融入制度、化为责任、落到
日常。

旅客服务保障部 张杨

平时多练兵战时有章法

客保部配控科全力应对离港系统突发故障

图片新闻

进入七月份以来，烟台多次出
现短时强降雨，正式进入雷雨多发
季节。航务保障部根据相关文件指
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有针对性
地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演练，旨在提
高航务部防汛防台应急处置能力、
保障极端复杂气象条件下民航飞行
安全。

8月5日上午9时，集团公司王
晓平副总经理来到航务部参加防汛
防台应急演练。航务部依照应急预
案，组织气象、飞服、塔台、进近四个
科室进行防汛防台应急演练。本次
演练模拟了受锋面天气影响，本场
出现强降水，航务部各科室根据防
汛防台应急预案，排查隐患，做好强
降水应对工作。

演练分为三个阶段：（一）强降

水来临前：气象服务科根据气象云
图进行天气分析，发布强降水预
警。气象、飞服、塔台、进近四个科
室收到通知后进行隐患排查，检查
门窗关闭情况、电源插座防水情况、
车辆和设备维护情况等。(二)强降
水开始影响本场，航务部值班领导
王在亮书记宣布启动航务部防汛防
台应急预案。气象服务科加强天气
观测、预报，及时发布气象报文。塔
台管制科指挥飞机跑道外等待、开
车前等待，协调离场航班放飞时刻，
提醒五边飞机注意风速、风向、低云
情况。进近管制科加强与空中飞机
和周边管制区的沟通，了解进近区
域内天气的位置和移动趋势，及时
进行信息通报，做好航班雷雨绕飞、
等待、备降等指挥，放大飞机五边跟

进间隔，必要时发布流量控制。飞
行服务科回复航空公司电话咨询，
关注航班运行状态，处理备降、返航
电报，及时发布航行通告。（三）强降
水结束。气象通知本场强降水结
束。气象、飞服、塔台、进近四个科
室结束航务部防汛防台应急方案，
恢复正常运行。

王晓平副总经理在演练结束讲
评时指出：此次演练各科室配合有
序，演练按照预定计划有条不稳地
展开，达到了预定演练目的；各科室
要将演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及时补
足，同时制定本科室的防汛防台检
查单，依据检查单进行防汛防台工
作，确保雷雨季节运行安全平稳可
控。

航务保障部 李忠

航务保障部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演练

因近期机场机构调整和部分值
班管理人员发生变化，为了明确值班
管理人员工作职责和值班工作重点，
强化和提高值班管理人员现场应急
处置能力，7月31日，安监部完善并
网发了机场值班管理人员培训资料，
组织各二级单位利用航班间隙和休
息时间进行了学习。

培训资料中对值班管理人员职
责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强调了当天值
班管理人员要用主要精力对本单位
当日航班运行保障工作进行组织、监
督、协调和指挥。尤其是在航班保障
的早中晚时段、有重要任务时段、航

班高峰时段、出现航班不正常时段、
复杂恶劣天气时段，二级机构值班管
理人员应靠在易出安全、服务重大问
题的现场进行监管，如因故离开，必
须指定现场管理负责人。

8月12日，安监部利用通导部自
主研发的考试系统组织开展了为期3
天的值班管理人员资质能力考核在
线网络答题，确保资格考试与安全运
输生产“两落实、两不误”。此次考核
覆盖二级单位所有值班管理人员，旨
在通过在线考核的形式以考促学，做
好值班管理人员资质培训的同时确
认二级单位管理人员值班资格。考

核内容主要涵盖了值班管理人员职
责、机坪运行管理规定、大面积航班
延误处置程序、安全信息管理和应急
突发事件处置等应知应会的工作重
点。此次考试共有118名参考人员
参加，均全部通过，达到了预定效果。

通过培训，各二级单位值班管理
人员提高了对综合管理规定的认知，
强化了现场值班管理能力，规范并明
确了机场应急突发事件及大面积航
班延误的信息报告和处置流程，提升
了值班管理人员现场管理和处置能
力，夯实了机场安全生产运行基础。

安全质量监查部

烟台机场组织开展
二级单位值班管理人员资质能力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