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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班组概况：班组目前共有
49名人员，所有人员均持证上岗，各种
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为100%。负责为经
停烟台机场的航空器提供特种车辆勤
务保障；负责专机、要客、包机、货机、备
降航班等特殊飞行任务的特种车辆保
障工作。班组目前共配备60台特种车
辆，涉及牵引车、摆渡车、客梯车、清污
水车、电源车、气源车、除冰车、加液车、
行动不便旅客登机车等。

运行保障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致远”班组全年安全出车
61899台次，其中牵引车26420台次，
摆渡车 10741 台次，客梯车 5011 台

次，除冰车356台次，行动不便旅客登
机车30台次，清水车10745台次，污
水车8596台次。

班组根据集团公司要求，结合班
组运行实际，通过梳理规章程序，查漏
补缺，已形成较为健全的规章制度，具
体包括：班组群众安全监督员制度、临
时负责人制度、“一岗双责”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制度、交接班制度、会议管理
制度、安全检查制度、生产考核制度、
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等。同时建立健
全台账制度，并按要求进行台账记
录，现有车辆日检本、车辆月检本、清
水车消毒记录、车辆维护保养记录、

灭火器检查记
录、法定节假
日前的车辆检
查记录、消防
培训记录、各
种车型车辆培
训记录、工作
流程以及各航空公司培训、安全培训、
危险源识别、人员资质授权、人员档案
和各种车型的应急操作预案。

自启动安全示范班组创建工作以
来，“致远”班组深刻领会集团公司安
全示范班组创建要求，调动全员参与，
一步步地摸索班组建设。在整个过程
中，班组整体软硬件有了较大提升，员
工风貌有了明显改善，有强烈的归属
感与荣誉感。在以后的工作中，“致
远”班组将一如既往，以安全示范班组
的标准严格要求，推进班组持续向好
发展。严抓班组安全建设，全面提升
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努力打造“安
全、科学、严谨、高效”的特种车辆管理
体系。

致远班组承诺：认真做好保障工
作，强化安全意识、服务意识及团队精
神，从而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保障人
员24小时在岗，并做到无缝对接。时
刻牢记班组口号“消除安全隐患，牢筑
安全防线”。

消除安全隐患，牢筑安全防线
机务保障部特车科“致远”班组

烟台机场通信导航保障部空管自
动化科“八仙”班组是机场空管设备保
障班组之一，主要负责空管自动化系
统、内话系统、ADS-B地面站以及相
关配套设备等10余套设备，包括150
余台服务器、工作站以及400多套车
载、手持终端的运行保障和管理维护
工作。

“八仙”班组由8位性格各异，来自
不同地域的成员组成，他们和谐相处，
共同钻研业务，共同提高技术水平，共
同攻克设备故障难题，团结友爱，配合
默契。因机场地处蓬莱仙境，当地一
直流传“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八位
员工对此文化现象比较认同，故而自
名为“八仙”班组。班组所有人员均持
有民航电信人员执照，正副班组长各
一人，高级工程师1人，工程师2人，助

理工程师4人，党员3人，团员2人。班
组多次获得机场“先进”班组称号，曾
获得省局和烟台市“青年文明号”称号
以及烟台市企业班组安全建设工作

“示范班组”称号。
班组始终贯彻民航安全管理“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
方针和“常态严管，持续安全”的安全
理念；坚持以“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
全”作为班组安全目标，始终将人的因
素放在核心位置，以调动人的积极性
作为主导，“八仙”班组尊重人、依靠
人、教育人并提高人，不以控制和约束
作为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而是以鼓
励和教育的方法来实现安全目标。

班组通过围绕“抓作风、强三基、
守底线”的主题，从完善三基建设入
手，推进员工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将

负面清单和正面引导相结合，提高班
组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质量，形成良好
的工作习惯，提升员工的业务能力、协
作和执行能力。通过加强班组安全现
场管理，完善工作流程，建立健全台
账，增强员工安全意识，不断提高班组
的安全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

空管设备直接关系着空中交通的
安全性，影响机场的发展。班组将始
终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将增强人员的
安全意识作为关键内容，通过加大安
全教育的力度，树立正确的安全意识，
提高人员对安全管理的重视度。班组
将每周二设为班组安全活动日，定期
开展设备周维护和日常安全教育活
动，每月召开一次月度安全专题会，解
决生产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开展培训、
技能比武及应急演练等活动，开展班
组创新活动。

班组是安全运行的最基层组织，
基层、基础、基本功是民航安全的基
石，“八仙”班组将通过加强资质能力
建设、作风建设，加强培训和考核，不
断提高人员资质能力，不断提高班组
业务水平和安全管理的水平，逐步形
成班组全员认同、共同遵守、带有本班
组特点的安全价值观。

监视全天候，八仙显其能
通信导航保障部空管自动化科“八仙”班组

有 这
样一群人，
他 们 用 笔

尺推演着飞机的平衡安全，用心托起
飞机平衡的翅膀，他们被称为配载
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控着旅客
保障的每一个节点，协调着不正常航
班旅客的后续安排，他们被称为商调
员。有这样一个集体，它通过汇聚配
载员们的集体智慧，让旅客安心享受
舒适的旅程，它就是旅客服务保障部
配载控制科“4S”班组。班组现有成员
37名，其中班组长3人，具有中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人员6人，90后新生力量
占比接近70%。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
进这个班组。

Safety安全、Service服务、Sin-
cerity真诚与Sophistication经验，这
四个词构成了班组的名称。它们既是
多年来孕育的班组文化，也象征着班
组为旅客、航司提供4S店般值得信赖
的服务的决心。让飞机平安起降，守
护每一名旅客的安全是“4S”班组每一
位成员的初心与使命。作为航班保障
的幕后工作者，我们在岗时，面前是冰
冷的设备、单据和图纸，而背后是无数

张幸福的笑脸，安全是我们能为旅客
提供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好的服务。
为了守好安全这条民航业的生命线，

“4S”班组通过牢抓“三基”建设、不断
完善SMS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全面夯
实了安全生产基础，成员们也做到了
以工匠精神履行岗位职责，用精益求
精的态度对待工作，把“严、实、细、勤”
的态度贯彻到每个工作环节中。

古人云，“惟天下之至诚，为能
化”。真诚的服务态度是“4S”班组获
得旅客与航司信任的基础，也是提供
满意服务的根本保证。承上启下，传
递运行保障信息；运筹帷幄，时刻把控
航班保障动态；殚精竭虑，做好不正常
航班的后续安排，商调员们用满腔热
忱给旅客们提供了宾至如归的服务，
为航司充当着左膀右臂。

平时多练兵，战时有章法。正如
王卫中董事长所讲，“抓安全就像高考
一样，要想取得好成绩，既要平时打好
基础，又要有好的临场发挥。”周全缜
密的应急处置方案与定期开展的各项
应急演练使“4S”班组的“好学生们”不
仅有了“好老师”，也多了“模拟考”的
测试。在今年出现的大规模离港系统

故障中，班组成员响应迅速，沉着冷
静，配合默契，圆满完成了系统故障时
段的航班保障任务，为这场真正的“考
试”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栉风沐雨砥砺行，春华秋实满庭
芳。前辈们是配载安全的奠基人，而
不知不觉中，年轻力量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在全面完整的培训计划的指引
下，在老员工不遗余力地教导下，新人
们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新老交替的
螺丝被扭得紧紧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安全的接力棒已顺利传递到我们
年轻人手中，我们会竭尽全力将“安
全、服务、真诚、经验”的班组文化传承
下去，成为机场集团安全生产的坚固
基石，为机场集团的发展添砖加瓦！

慧聚重心，安享飞行
旅客服务保障部配载控制科“4S”班组

助航灯光科“夜空领航
者”班组，主要工作职责是保
证飞行区助航灯光系统随时
处于正常适航状态。班组成
员共15名，运行维护南、北
两座灯光站、各类助航设施
2666套、以及共约150千米
的地下灯光电缆。近年来，
班组一直本着安全第一的原
则，树立的工作目标为：随时保证适航，人人都
是技术能手，人人都是安全标兵。保障工作围
绕着安全综合管理要素“人、机、环、管”四要点
执行。

一、人员素质
作为机场重要一线保障单位，工作人员的

业务能力和安全意识是做好保障工作的关
键。近年来，班组在提高人员业务能力上下了
很多功夫，比如在机场和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
当时华东地区第一个完整的灯光模拟实验室，
可开展实践性很强的模拟排故演练，同时也用
来检修测试配件；为提高现场维修作业技能，
自建了嵌入式灯具维修训练场，并通过进行技
能大比武、业务现场交流等方式，有效纠正了
不规范操作程序，提高了维修作业效率；为提
高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班组除每天的班前会
议外，确定每周三为安全活动日，主要总结上
周工作情况并传达上级工作要求，并对下周工
作进行计划部署。每月最后一个周的周三为
专题学习会议，由班组长拟题，员工自行准备
课件和教材宣讲，提高业务理论和安全意识，
并定期组织员工进行业务闭卷考试，有效提高
了干部员工的个人素质。

二、设备设施
助航灯光的持续正常适航，对飞行安全至

关重要，因此对设备的维护保养，以及在出现
突发情况后的快速抢修就显得尤为关键。除
严格按照运行维护规定执行巡检保养工作外，
针对各项维修工作的特点，设计制定了快速维修工具箱制度。根
据维修工作内容，只需选择相应的维修工具箱，工具箱内已预先
装配与此项相关的维修工具、备件及耗材等，无需准备时间，维修工
作可即时开展。考虑到在紧急情况下，尤其是飞行区外场地下电缆
出现故障而复杂的排故工作很容易出现纰漏，班组编制了详细的抢
修预案，在遇到紧急任务时，只需做出判断，然后按照预案执行即可
应对，避免了人为因素造成的影响等。班组还制作了相应的关键设
备提示卡，把重要操作的实施步骤、处置流程等摆放在设备周围，以
供操作人员在执行操作时参考，避免人为失误。同时将易损的部
件、工具、护具等也直接设置在附近，便于使用。这些准备工作有效
提升了灯光设备的可靠性。

三、危险源识别
“夜空领航者”班组工作在飞行区的敏感区域，因此无论任何

时候进入工作区工作，均有较为完善的闭环工作程序。任何时候
巡检维修工作至少2人以上实施，且由于所接触的高低压电均有
较强危险性，班组对于风险源识别教育培训非常重视。管理人员
每次对任务进行分配必重点强调危险源，而外场维修班组为监督
员，参与工作的人员须互相检查精神状态、劳保用品穿戴等情况，
各岗位工作人员要为自己的工作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管理工作
“夜空领航者”班组所属工作专业性较强，各项工作的实施均

严格按照民航局颁布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运行标准执行，工作台
账、记录等以民航局和机场的规定为蓝本运行；班组还将所有的
卫生清理工作任务分区划定，完成任务方可交接班。每月由班组
长对全体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年底汇总统计后，作为当年工作绩
效结果。

自机场开展“安全示范班组”创建工作以来，在部门领导的大
力支持下，班组制定了详细的改进实施计划，决心通过自身的努
力，打造一个以安全为基础的，和谐、高效、整洁的学习型优质班
组。科室引入了5S（整理、整洁、清洁、清扫、素养）管理理念，将班
组各个维修场所、设备间、公共办公区及职工休息区进行清扫整
顿。在交接班过程中，加强干部员工对交接班重要性的认识，严
格落实完成交班内容，提升工作质量。

通过对标准工作流程、规章制度等的重新梳理，将航前巡检、维
修作业流程，以及应急抢修处置预案等进行了桌面和现场推演，利
用助航灯光模拟实验室、嵌入式维修训练场等进行现场操演，将各
个作业流程的每一个环节梳理整顿，纠正了不合理部分，并制作了
标准化维修作业流程看板，在交接班会议时对全体成员宣贯。

班组鼓励全体员工通过小发明、小创造的方式提升工作质
量。为有效提高工作质量，打造了“助航灯光智慧信息平台”，将
工作相关的重要资料整合录入平台，并可随时通过网络进行查
阅，这项举措在工作及应急抢修时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相关的
实用性专利申请工作正在进行中。

为打造融洽团结的班组氛围，鼓励全体成员集思广益设计了
科室LOGO、文化背景墙，并拍摄了科室的微电影，以微信群发
送、现场宣讲的形式宣传5S管理理念，并在公共场所、休息区和
工作区域设置宣传标语，有效的提高了科室的文化氛围。

班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项工作制度内容、标准需要
不断完善和提高，建立一个优秀班组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的，需要持续投入和长期努力。我们将持续改进，努力打造一个
靠得住、信得过的安全示范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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