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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5日，烟台机场管
制模拟机训练系统项目验收会在烟
台机场运保部二楼会议室举行。机
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晓平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验
收。

会上，南京莱斯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对模拟机项目进行
了工作汇报，对烟台机场
管制模拟机系统现场安
装、调试工作进行详细介
绍。与会人员共同讨论了模拟
机系统安装、调试过程中的相关
事宜，并在会后对设备进行现场实际
验收。

此次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两套桌
面式塔台管制模拟机和四套雷达/程
序模拟机，用于按照中国民航空中交
通管制的规章制度、工作规则和技术

标准高效率完成塔台/进近管制人员

的基础训练、在岗培训等任务。塔台
模拟机视景系统和烟台机场实际视
景相一致；雷达模拟机导入并测试了
原系统中的所有的地图和练习数据；

并且塔台模拟机和雷达/程序模拟机
进行了网络互联，可实现塔-进-区联
动培训，快速培养和提高管制人员

塔台/进近/区调管制技能。
验收过程中，航务保障

部向项目组提出了试用过
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建
议，并对机场及雷达管制
模拟机的后期服务提出
了要求。项目组人员对所
提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并表示将积极配合使用部

门对后期工作进行跟进。
随着验收会议的完成，新的

模拟机正式投入使用，不仅更新升级
了原有雷达/程序模拟机，同时解决
了烟台之前没有塔台模拟机的困境，
为烟台空管的业务培训工作提供了
坚实的保障基础。

航务保障部 徐琰

烟台机场管制模拟机训练系统项目顺利验收

2020年 12月4日是第七个“国
家宪法日”。为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
思想，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推动宪法全面实施，烟台机场工会结
合实际，精心部署，多措并举，组织各
分会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营造出学
法、知法、守法、尊法、信法、用法的良

好氛围。
机场各分会在开展“宪法宣传

周”活动中，坚持把握正确方向，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宪法宣传的正确
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突出活动
主题，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
想，准确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
意义、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引导广
大职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结合各自实际，通过会

议宣贯、学习研讨、组织广大职工积
极参加民航职工民法典法律知识有
奖答题活动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开展
宪法宣传，做到宣传内容为职工所
需、宣传方式为职工所喜、宣传成效
为职工所赞，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
性，使宪法精神深入人心，增强了职
工的法治观念，达到了以宪法精神凝
心聚力的活动目标。

工会办公室 牟东梅

烟台机场工会组织职工
积极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近年来，在集团公司党政的大力
支持下，公司工会不断加强妈妈
小屋建设，先后建成了5所妈
妈小屋，按照相关设施配置
要求，悬挂了铭牌和宣传
画，配置了沙发、茶几、小
圆桌、凳子、书柜、冰箱、
微波炉、热水壶、婴儿床、
爬行垫、育婴刊物、毛茸玩
具等设施及物品，为孕期、
哺乳期女职工提供了舒适卫
生的休息哺乳场所和人性化的
温馨服务。2017年12月，安全检查
部妈妈小屋被烟台市总工会授予首
批示范“妈妈小屋”牌匾。

为进一步推进“妈妈小屋”规范

化建设，更好地为女职工服务，2020
年 4 月以来烟台市总工会在全市开

展了“妈妈小屋”示范点选树工作。
经过层层推荐、线上投票、实地核

查，近日市总工会命名表扬了
30 个“妈妈小屋”为烟台市
“妈妈小屋”示范点，机场
集团公司货运分公司“妈
妈小屋”榜上有名。

今后，机场集团公司
工会将进一步加强规范化
建设，不断丰富服务内涵，

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
量，把“妈妈小屋”真正打造成落

实女职工特殊权益、呵护女职工健
康、满足女职工需求的重要阵地，为
广大女职工提供更加温馨、便捷、周
到的服务。 工会办公室

货运分公司“妈妈小屋”
被市总工会命名为烟台市“妈妈小屋”示范点

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一直是安
检部重点服务的特殊旅客群体之
一，安检现场氛围比较严肃，大部分
儿童在过检时会害怕，引起家长担忧
和苦恼。

安检部着力改造通道气氛，由爱

好绘画的安检员亲手绘制卡通图案，
并用充满童趣的装饰品包括卡通墙
贴、小板凳、身高测量尺等进行装
饰，让通道充满活力和温馨；还对通
道内有棱角和尖锐处进行软包，为小
朋友的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安检部

还专门设计定制带有烟台机场元素
的明信片和具有安检特色的卡通印
章，为小朋友的旅行留下美好的印
记，并以“快乐安检，通关打卡”的方
式让整个安检流程都充满趣味。

安全检查部 金邱

安全检查部开通儿童专用安检通道

近日，在旅客服务保障部值机一
科发生了一件暖心的事。

旅客刘先生因为与越南胡志明
市有生意往来，需要从烟台出发，经
广州转机至越南。 刘先生事先准备
了一系列的入境资料，但是需要帮助
协助确认，避免因资料不符合入境规
定而滞留广州。了解到刘先生的需

求后，值机一科的工作人员本着首问
负责和真情服务的理念，立即开展了
一系列的行动。首先联系了广州中
转部门，说明情况，其次把刘先生事
先准备的入境资料一一拍照发送给
广州负责中转的人员确认。经过近
三个小时的沟通和资料核对，确保了
入境资料的齐全无误，通过耐心讲解

越南方面的入境须知和防疫政策，帮
助刘先生提前做好有关准备，我们的
工作也得到了刘先生的高度赞扬。
在值机科日常工作中，需要我们提供
帮助的旅客有很多很多。能够保障
好每一位旅客平安出行，是我们工作
中应尽的义务。

旅客服务保障部 岳飞帆

真情服务,温暖身边旅客

进 入
2020 年 12
月份以来，
雾霾天气多
发，甚至出
现雾霾天气
二 级 响 应
（ 严 重 雾
霾）。既要
面对更加严

格的环保要求，又要充分考虑二期土石方作业进度，二期办安
全生产部和工程二部、三部紧密配合，加大现场巡查力度，督促
施工企业采取所有堆土密目网遮盖、增加洒水车配备、加大洒
水作业次数、停止使用环保级别低的设备、爆破采用小药量多
爆破方式等措施。同时，针对高点作业面，协调护卫保障部出
动消防车进行喷水，以落实湿土作业措施，多项并举降低土石
方作业扬尘。 二期办安全生产部 杨慧卿

为了充实平
台车驾驶员保障
力量，弥补未来
货机增加可能出
现的驾驶员不足
的情况，货运公
司结合机坪保障
实际，对特车驾
驶员操作资质进
行优化，选派四名业务精、驾龄长的骨干定点培养为平台车驾
驶员。经过为期三个月的理论、实操培训，2020年12月2日，在
安监部和人力部的现场监督下，货运分公司对货运特车队的4
名驾驶员进行了平台车驾驶资质考核。本次考核模拟平台车
对靠飞机场景，严格按照行业操作标准进行考核，货运特车队4
名驾驶员全部通过考核，并取得平台车驾驶资质，为今后的货
机增量奠定了保障基础。 货运分公司 杨涛

2020 年 12 月
28 日，旅客服务保
障部值机一科开展
了学习强国知识竞
赛活动。比赛采用
竞争淘汰制，选取
八支队伍，围绕学
习强国平台内的知
识进行比拼，在相
同时间内累计答对
题数最多的队伍胜

出。比赛现场，各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进行了挑战答题快
速比拼活动，既体现了个人风采，又展现出团队合作精神。最
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党支部书记王耀东为优胜团队
颁奖，质控科张萍科长为优胜个人颁奖。竞赛不但提高了值机
一科员工的理论学习能力，也让党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每一位员
工心里。 旅客服务保障部 张严心

2020年11月30
日上午，综合保障
部党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前往开发区廉
政 教 育 馆 进 行 参
观，开展一次以“廉
政教育”为主题的
党员活动日活动。
廉政主题教育馆内
容丰富，图文并茂，
百余案例展示了共
产党治理腐败的决心，同时也在告诫共产党员要时刻绷紧廉洁
从政这根弦，整个参观过程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触动每一
个人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自警。参观最后，全体党员庄严宣誓，
重温入党誓词。 综合保障部 梁峰

为了提高职
工食堂的服务水
平和饭菜质量，
让职工“吃得好，
吃得满意，吃得
舒心”，职工食堂
集思广益，在菜
肴的选材和主食
的花样上增加了
很多新品种，努
力达到色、香、味
俱佳。即日起，
职工食堂早餐提
供四个热菜、四

个凉菜、部分小菜及肉肠等荤菜，面食既保证了原来的品种，又
增加了烧卖、窝头、槐树花鸡蛋饼、麻花、蜜豆酥、老式面包以及
自己腌制的咸鸭蛋等。职工食堂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营造优
良的就餐环境，为机场职工做好后勤服务保障。

实业分公司 宫正华

图片新闻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
传统美德,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自觉成
为道德法治的传播者、践行者，11月
23日-30日，烟台机场举办了“爱岗
敬业 争当先锋”主题道德讲堂，以省
自身、听歌曲、学模范、看故事、诵经
典、学法律、做承诺等七个环节为载
体，传承榜样力量，弘扬道德风尚，倡

导文明新风。
此次道德讲堂根据烟台机场“严

党风、树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争
做模范员工”教育活动安排，结合疫
情防控需要，创新学习形式，通过微
信小程序模式开展，共计1793名干
部职工参与学习，参与率达到96%，
极大地提升了宣传教育效果。

烟台机场始终把道德讲堂作为
建设和弘扬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大
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
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
规范，提倡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
边事教身边人，营造出了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党委工作部常征

机场举办“爱岗敬业争当先锋”主题道德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