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根据集团公司要求，建
设管理部推出行李手推车品牌“轻松
行”。针对行李手推车的管理，物业
保障科一直特别关注车辆卫生及可
用性的维保力度，不断优化旅客提取
行李手推车体验。我们现
已有大小行李手推车
1800余辆，并调
整了行李手推
车在候机楼
内的布局，
推行“鱼骨
形 摆 放
法”、“45
度 顺 旅
客行径摆
放 法 ”等
特色摆放
形式，方便
旅客随时取
用。

2020年我们
为丰富“轻松行”品牌
内涵，结合建设管理部工
作性质，将候机楼保洁卫生清扫、候
机楼绿化养护、候机楼设施设备日常
维护保养等纳入“轻松行”品牌建
设。各班组相互配合，通过硬件、软
件各方面的提高完善，让旅客轻松出
行。

一、候机楼保洁卫生清扫
1、设置候机楼保洁管理专岗，强

化服务品质提升工作。保洁工具分
类管理，明确标示工具种类、用途，抹

布严格分类管理。
2、头等舱卫生间洗手台配置品

牌擦手纸、洗手液、护手霜、梳子等易
耗品，专人清洁维护，清洁人员身着
统一服装。

二、绿化养护
1、加强绿化养
护，及时清理枯
枝烂叶。在安
检通道、中
转联程处
增设小型
摆 挂 绿
植。

2、
候 机 楼
内绿植造
型定期调
整，达到美

化候机环境
的目的。

三、候机楼
设施设备维护维修
1、加强对候机楼设施

的巡查维修力度，及时处置设备运行
突发故障。

2、定期组织业务培训，维修人员
做到“业务过硬，技能精湛”。

建设管理部以服务品牌创建为
契机，全员参与，统一思想认识，提升
整体工作水平，将“轻松行”的品牌思
想融入进实际工作，落实到具体工作
指导中，为旅客轻松出行开好头、起
好步。 建设管理部

好客烟台轻松出行

为构建区域航空枢纽，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打造“面向日韩、贯通
南北”的航线网络格局，提升旅客出
行体验，争取实现“航线未直连、服务
要直通”的目标，我们按照集团公司
的要求，并在机场领导和相关单位的
大力支持下，正式推出“经烟飞”中转
服务品牌。“经烟飞”中转服务根据旅
客需求结合自身保障能
力，推出了以“六免、
四惠、双尊享”为
主 的 服 务 产
品。六免：
免再次安
检、免再次
托运、免费
正餐、免费
住宿、免费
接送、免费
休 息 区 。
四惠：惠机
票 、惠 旅
游 、惠 消
费、优惠头
等舱休息室服
务。双尊享：享
引导、享礼遇。中转
业务运行一年来共输
送中转旅客超过20万人次，输送中
转行李近3万件。

为了提高中转服务品质、打造
“经烟飞”中转服务品牌，我们不断丰
富与完善中转服务内容：

1、不正常行李的处理是中转服
务工作的难点，为此，我们进行了专
项调研，与行李查询、货运分拣形成
了联合查询，相互提醒的工作机制，
不断对相关工作流程细化完善，针对
行李破损、少收的异常情况做到尽早
提醒，及时查找，衔接有序、妥善处
理，由于措施得当，在一年多的运行

过程中，没有发生旅客因行李异常而
错失后续航班的情况。

2、急旅客所急，增加无托运行李
旅客急转服务，旅客因前段航班延误
造成航班衔接时间过短，中转工作人
员负责联系值机配载协调，确认可登
机后，直接办理登机手续并协助引领
旅客到达登机口。

3、推行人性化服务，
对于老弱病残的中转

旅客，我们由专人
负责，为其办理

中转乘机手
续，协调处
理 特 殊 情
况。

4、在中
转旅客休息
室提供便民
服务，比如
创可贴、针
线包、藿香
正气水这些
旅客有可能

用到的应急物
品。
5、提升中转餐食

质量，学习东方航空“东
航那碗面”理念，与供应单位协商打
破传统餐食供应种类，提供更具胶东
特色的餐食并定期更换品种。

“经烟飞”中转服务品牌重在服
务,服务好每一名中转旅客,让其在
出行中更高效、更便捷、更顺畅、更舒
心,进而吸引更多旅客经烟台机场中
转。服务永无止境,我们将在做好

“经烟飞”中转服务的路上继续探索
前行，在工作中聆听不同的声音，不
停改进和完善服务细节，为向旅客提
供高效、便捷、顺畅、无忧的转机服务
继续努力。 航空国旅

快乐经烟飞，山海情，伴您行

一、新起点，新航程，打造机场高
端服务。

商旅发展分公司自成立之始，结
合机构调整，进行规章制度，手册规范
的修订完善，从制度层面对员工素养
和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
打造烟台机场高端服务品牌。为积极
配合机场集团服务品牌建设工作，不
断优化服务内涵，从旅客需求和出行
体验的人本角度探寻提升服务质量的
途径，对原有“真情紫薇”服务品牌进
行升级提升，并设计了全新的品牌
LOGO，以紫薇花提炼出图形，配以烟
台机场LOGO引申出起飞的飞机，寓
意我们在真情服务下给贵宾完美的乘
机体验。

二、重细节，馨品质，锤炼高质量
服务团队。

在“真情紫薇”品牌的基础上，以
班组为单位，打造了“紫薇优旅”、“鑫
馨班组”“畅行班组”、“乘风破浪班
组”“合众班组”等班组小品牌。新

“真情紫薇”服务理念为：“紫薇盛开
在心中，真情闪亮在岗上”。其核心
要义是用心、用情服务，注重服务细
节，让服务因真挚情感的投入而彰显
贵宾尊贵地位。

“真情紫薇”把“满意在机场”作

为提升服务工作的目标。利用新思
维、新技术和智慧化手段，打造更加
便捷、愉悦的体验过程。面对不断焕
新的市场形势、竞争态势和行业形
势，“真情紫薇”好口碑的养成之根
本，当仁不让是服务的品质，惟有品
质过硬，才能让品牌深入人心。商旅
公司在统一品牌体系管理、统一价值

理念形成的前提下，鼓励和激励员工
们从自我做起，从各自岗位和每一件
事情上做起，使每个人、每件事都成
为品牌体系的一分子，让“品质”“品
牌”“口碑”不仅仅只是宣贯和营销说
辞，而是成为每个人做每件事的精神
坐标和行动法则。

“紫薇优旅”班组采用“三优服务
法”，从优素养、优专业、个性化三方面
开展工作，服务规范和岗位职责流程
高标准、严要求，精准定位客户需求，
延伸原贵宾服务流程以外的服务，实
现“一对一”式个性化贵宾服务。

“鑫馨班组”重视班组文化建设，
打造温馨和谐班组，以“三精服务法”
即精准定位、精益求精、精打细算，为
更多的高端客户以及特殊旅客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为公司创造良好效益。

“畅行班组”以“三畅”保障法：即
畅安全、畅责任、畅品质，做到安全服
务两不误，为高端旅客提供安全、舒
适、高效、快捷的乘车体验。

“乘风破浪班组”的服务口号是
“市场无上限，服务无止境”，以勇往直
前的精神，育新机开新局，提升客户满
意度，创造良好经济效益。

“合众班组”奉行“四勤”宗旨，汇
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为各科室做
好服务、督导，为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商旅发展分公司

真情紫薇，践行真情服务

为使旅客安全、方便、快速过检，
畅通无忧，2017年安检部推出“畅安
检”服务品牌，2018年融入“海燕班”
和“青年雷粉团”两个全新元素，意在
体现海燕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为人民服
务的雷锋精神，2019年开设女性专用
通道，实现无纸化过检服务，2020年
为了更好的为旅客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体验，推出全新升级“畅安检 悦行”服
务品牌。

“畅安检 悦行”结合智慧安检建
设、人文安检精神和自我综合素养提
升，意在保障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让
旅客平安无忧；为旅客解决安检过程
中的问题，让旅客过检无忧；提升旅客

的过检体验，让旅客的出行舒适无忧；
为旅客实现无忧安检，和悦畅行。在
提升本职技能方面，安检部开设安检
云课堂，选取业务技能和服务技巧优
秀的骨干录制视频与大家分享学习和
工作经验。

安检部从悦色、悦目、悦耳、悦情、
悦心、悦畅六个角度出发，以“懂旅客
需要的，更懂旅客没有说出口的”为方
向，去捕捉服务细节。为让旅客有赏
心悦目的视觉感受，安检部制定《环境
卫生暂行管理规定》、拍摄《安检形象
册》，编制安检活力操提升安检人员的
精神面貌和旅客过检环境，还为每名
安检员印刷《文明用语随身装》手册，

强化岗
位文明服务
标准。从旅客
的实际需求出发，为
体现人文关怀和便捷
旅客的初心，安检部推出预约安检服
务，包含旅客和货邮两个方面，合理安
排过检资源。

今年，安检部开设了儿童专用通
道，着力改造通道气氛，用充满童趣的
装饰品进行装饰，并对棱角和尖锐处
进行软包，同时以“快乐安检，通关打
卡”的方式让整个安检流程都充满趣
味，还为小朋友准备了身高测量尺、小
玩具和爱心小药箱，让儿童和家长感
受到来自烟台机场安检部的温暖和美
好祝福，趣味过检、快乐出行。此外，
今年安检部还重点推出安检员星级
码，过检旅客可以随时作出评价，质控
人员后台实时接收评价信息，并在第
一时间对旅客的评价作出反馈。

安全检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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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质创品牌
——烟台机场扎实推进“民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