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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员工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
置能力，防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2020
年12月3日、4日，烟台机场组织员工开
展公司级安全培训。安全检查部、场务
保障部、运行保障部、航务保障部、护卫
保障部、机务保障部、货运分公司、建设
管理部、旅客服务保障部、商旅发展分公
司、通信导航保障部等部门分两批次共

计166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现场采取了
控制参训人数、会场消杀、体温检测、佩
戴口罩、手部消毒、增加座位间距等疫情
防控措施。

本次公司级安全培训主要分为法制
教育、机坪运行安全管理、消防安全教育、
空防安保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等内容。

消防安全教员通过分析火灾事故案

例，讲解生产生活安全用电、火灾扑救、
消防器材使用等消防安全知识，使参训
人员深刻认识到了“防范胜于救灾”的重
要性。

机坪监管教员重点培训了机坪运行
中有关人员和车辆的安全管理规定，分
析了日常工作中易发多发的各类机坪违
章案例，帮助大家牢固树立遵章守纪的
安全意识。

网络安全教员针对日常工作中由于
网络安全意识淡薄和不良用网习惯造成
数据泄露和病毒入侵等现象讲解了网络
与信息安全相关规定。

公安分局民警通过解读治安反恐相
关法律法规，分析反恐、禁毒、电信诈骗
等典型案例，播放警示教育宣传片等方
式教育员工学法懂法、遵纪守法。

空防安保教员结合空防安全事件典
型案例，分析当前航空安保形势，讲解空
防安全保卫知识要点，教导参训人员如
何发现、甄别潜在威胁并采取正确处置
措施，确保空防安全。

培训结束后，机场组织参训人员进
行了网络答题。通过此次公司级安全培
训，增强了参训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提高
了安全生产事故预防和处置能力，收到
了良好效果。

安全质量监查部 张高红

烟台机场举办公司级安全培训

根据局发明电948号和华东局发明
电715号文件要求，自6月份起，烟台机
场正式开展了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信用
管理体系试点工作。2020年 12月 24
日，烟台机场组织28家货运代理公司召
开了2020年度危险品信用管理体系建
设试点工作年度总结会。

会上，烟台机场对2020年危险品信
用管理体系建设试点整体情况进行了总
结，并公布了各家代理信用分得分及各
自排名情况。

自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烟台机场高
度重视，专门成立了试点工作专项领导
小组，深入探索、周密部署、攻坚克难、主
动担当，聚焦危险品交运、收运环节。烟

台机场初步建立了危险品信用管理制度
及信息沟通机制，对货物托运人及代理
人开展了信用管理，实施了守信激励机
制和失信惩戒措施。

烟台机场定期联合机场公安分局召
开工作协调会，形成联动机制，扎实推
进。 8月份，货运分公司推行了《交货员
管理制度》，并外请教员对28家代理交
货员进行了资质培训，以确保严格落实
资质培训和持证作业。每月定期统计各
交货单位的违规记录，动态管理各代理
信用分，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对外公开发
布。9月份，安全检查部制定并网发了
《航空货运安全检查管理规定（暂行）》，
明确了各货运代理公司人员严禁行为和

日常工作要求，并与28家货运代理公司
管理人员签署了安全承诺书。

通过四个多月的试运行，危险品信
用管理体系已逐步完善，目前烟台机场
货物托运人及代理人诚信意识显著提
升，在今年货量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同时，
已经连续两月未出现货运代理人违规情
况，危险品运输诚信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烟台机场将持续落实危险品航空运
输信用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持续严抓规章标准执
行、危险品安全诚信建设、资质能力培
养、工作作风整顿，促进机场危险品航空
运输高质量发展。

安全质量监查部货运分公司

烟台机场召开危险品信用管理
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年度总结会

作为烟台机场开展冬季消
防安全大排查的一项内容，
2020年12月24日，供电科迟
海鹰同志为机务保障部员工
开展了一次用电安全培训。
迟海鹰从提高安全用电意识，
关注用电安全，规范日常电器
使用，不得随意拆卸、安装电源
线路、插座、插头，不在用电设
备周围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及杂
物，防止因散热不良而损坏设
备或引起火灾等方面系统地讲
述了用电安全的重要性和日常
应知应会知识。通过培训，提
高了机务保障部全体人员的用
电安全意识，营造了烟台机场
平安、稳定的用电安全环境。

2020年12月14日至22

日，烟台机场组织开展冬季消
防安全大排查，护卫保障部、
场务保障部、安监部组成联合
检查组，从用电安全、动火用
气安全、消防设施设备完好、
消防演练培训情况等方面，对
航站楼、货运库区、塔台、食
堂、商铺、办公区等21个区域
进行全面消防检查，共检查点
位700余处，发现问题33处，
主要集中在用电不规范、遮挡
消防设施等方面。检查组对
检查发现的问题，能当场整改
的要求现场整改，对不能立即
整改的，责成责任单位限期整
改，确保岁末年初和春运期间
的消防安全。

机务保障部 护卫保障部

烟台机场开展
消防安全大排查

2020年12月28日，烟台
机场遭遇大面积持续降雪。
雪情就是命令，为保证大雪天
气航班顺利执行，旅客平安出
行，货物平稳运输，货运分公
司全体干部员工齐心协力，打
响了一场与冰雪的战斗。

提前部署，细致准备
在制度预案方面，货运分

公司根据往年工作经验以及
货运区域除冰雪的特点，完善
了《货运分公司除冰雪预
案》。在人员培训方面，由特
车队和仓储部等岗位组成的
驾驶员团队完成了清雪车辆
的操作培训工作。物资配备
方面，卡口防滑沙进行了补
充，加大了推雪板、扫帚等除
雪工具的配备数量。

防冰除雪，保障有力
接到此次寒潮预警后，货

运分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了除
冰雪处置工作小组，28日上
午召开除冰雪专题会议，针对
此次寒潮持续时间长，降温幅
度大，降雪量大等特点，组织
各部门梳理寒潮天气风险点
及管控措施，检查库区和综合
楼易冻点，做好保温防冻工
作。持续降雪期间公司领导
和各部门负责人24小时在岗
在位，靠前指挥，组织干部员
工50余人参与清雪工作，重
点对仓库待装区、库区卡口、

月台、行李分拣区、货机位等
重点区域进行清扫。货运各
机坪保障部门加大保障人员
数量，强化保障能力，在清雪
的同时保持疫情防控不放松，
货机保障正常，28-30日共保
障进出港货机30架次，保障
货机吞吐量249.7吨。

不畏风雪，真情服务
在确保安全、有序地运行

同时，货运人也不忘真情服
务。寒冷的天气下机坪温度
达到零下15度，货运装卸员
依然顶着风雪提前到达机位
守候，雪落满了他们的肩头，
眉毛结上了霜，传送带车轮打
滑，他们就靠人力推使传送带
慢慢靠机。雪势稍小，航班集
中落地，行李立放、一车45件
等行李保障标准依然严格执
行，各部门通力协作，保证首
车行李15分钟内到达行李转
盘，保证了旅客行李提取时
效，服务质量没有因恶劣的天
气而打折扣。

面对寒冷的风雪，货运分
公司上下齐心、共同努力完成
了此次寒潮天气保障工作，机
场货运人不惧寒潮风雪、奋战
空运保障，展示了货运分公司
优秀服务品质的延续与提升，
兑现了为货主和旅客提供最
好保障的诺言与初心。

货运分公司 曹志超

不惧寒潮风雪
奋战空运保障

2020年12月14日烟台机场迎来了
今年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备战初雪，
从前一晚开始我们服务一科的全体人员
就做好了准备。

清晨5点，还没等闹钟响起，值班科
长就起床查看雪情，果然一夜的雪已经
将路面覆盖了厚厚一层，于是立即组织
昨天早班员工准备清雪。到达清雪区域
后发现雪情比想象的还要大，第一时间
意识到大雪高速路封，定会有晚到旅客，
又再次通知今天所有人员保障航班时，
务必要在保证节点的情况下额外注意晚
到旅客的保障流程。

早上9点，本场保障航班的早高峰
逐渐到来，科长已与安全检查部沟通协
调，保证应急安检通道的随时畅通，让
晚到的旅客即到即检。不断有步履匆
匆的旅客跑向安检口，卡大件的员工第

一时间安抚旅客不要慌，查看旅客登机
牌，一边通知登机口的同事，一边引导
旅客走应急通道迅速过安检。安检另
一端值班科长随时等候，引导旅客登机
口的正确走向。“9074航班，两位旅客
走到11号了啊”；“9974到太原还有6
位旅客没过安检，麻烦帮忙喊一下吧”；

“1546航班一位背蓝色背包的旅客刚过
安检，登机口准备接应一下啊”；“6013
有两位旅客行李超标来不及托运了，刚
过安检啊”，这样的对话在对讲中此起彼
伏，但一切有条不紊，紧而有序。为每一
位晚到的旅客争取时间顺利成行是我们
科全体员工此刻最大的信念。

11点50分，MU5575前往昆明的航
班开始登机，这是今天第一架停在远机
位的航班。从旅客走入机坪那一刻开
始，负责引导的员工便提醒旅客：“机坪
风大，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
品，雪天小心地滑”；随着第一车旅客到

达停机位，我们的员工已在车门口等候，
主动上前搀扶老人、抱小孩，带行李的旅
客小心下车；雪后空旷的机坪寒风刺骨，
尽管扩音器里传出来的“雪天地滑，请各
位旅客小心慢行”的声音已经被寒风吹
得七零八散，但负责登机的员工还是在
不竭余力地提醒着每一位旅客。

午后，雪过天晴，候机楼外寒风料
峭，候机楼内温暖如春，因为今天我们收
获了太多的感谢，来自独自出行的老人，
来自抱小孩的妈妈，还有更多来自那些
气喘吁吁飞奔到登机口的旅客……

凌晨1点20分，随着SC8048航班
的平稳落地，旅客陆续离开候机楼，空港
在这一刻由喧嚣回归了恬静，温柔可人。

踏着清冷的月光，夜航和问询的同
事们一路结伴而回。睡吧，奔波了一天
的飞机们；晚安，辛苦了一天的同事们；
好梦，温暖的空港！

旅客服务保障部吉锐

空港初雪，温暖随行

2020 年 12 月 13
日，烟台机场迎来新
一轮强降雪天气。
为保障航班顺利出
港，采用双车协同，
四车慢车除冰等不
同方案。白天大雪
纷飞，雨雪混合除冰
液附着在车辆前挡

玻璃和后视镜上，视线模糊，考验各位师傅的驾驶技术。夜
间持续降雪，机身、机翼和机尾表面冰雪较多，加上驾驶员
持续作战，增加除冰工作难度。除冰过程中，特车师傅与机
务外场工作人员保持实时沟通，合理规划行车路线，提升效
率。同时，积极响应机场“节约成本”方针政策，使工作更加
安全、高效。此次除冰雪保障顺利完成，使机务部的保障能
力在实践中再一次得到提升。机务保障部 王志勇 李晨光

为保证航班正常
出港，旅检二科积极
应对冰雪天气，对所
负责的7、8号登机口
及附近区域进行冰雪
清扫，做到“边降边
扫，边扫边清”，确保
了登机廊桥正常使
用，保障航班正点无

延误。由于高速封闭、道路拥堵，旅客晚到情况难以避免，
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旅检二科积极落实晚到旅客保障方
案，待检区安检人员注意观察出行旅客，对匆忙赶至安检的
旅客主动询问、提供帮助，查看登机牌确认登机时间，若为
临近登机时间或已到登机时间的旅客，引领至应急通道快
速过检。风雪如约而至，保障从未松懈，旅检二科全体员工
内外配合有序，助力旅客顺利出行。安全检查部 陶丽雯

自入冬以来，为认
真高效开展好航班保
障和除冰雪工作，航空
食品公司党支部号召
全体党员发扬“一名党
员一面旗帜，一个岗位
一份责任”的精神。党
支部开展“当先锋、铸
堡垒、抗冰雪、保畅通”

活动，成立党员突击队，将除冰雪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党员身
上，切实做好应对降雪天气，保障道路畅通。遇有特殊天气，
一线岗位党员实行留岗待岗机制，放弃休息，主动留在机场，
冲锋在前、扛责在肩，在清雪除冰和航班保障这一场硬仗中，
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内蕴的战斗力，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发
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食品公司吕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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