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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应急演练“一周
一小练、一月一大练、一季一检验”
的工作要求，结合民航、省机场管理
集团安全工作部署，进一步增强机
场各部门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3月
24日，烟台机场组织安监部、航务
部、运保部、通导部、场务部、护卫部
等相关部门开展了航空器紧急备降
模拟演练。

本次演练，各部门组织严密、行
动迅速、动作到位、程序清晰，达到
熟悉和掌握应急救援程序、锻炼队
伍、强化安全意识和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的目的。演练结束后，王晓平
副总经理对此次应急救援演练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要求各部门要以演
练促示范、促实战，密切协同、高效
联动、认真总结经验、查找问题不

足，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预案，加强
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运行安全稳定。

今后，烟台机场将持续认真落
实应急管理责任，找差距、抓整改、
促提升，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体系，
推动机场应急救援综合保障能力再
提升。

安全质量监查部 谢冲

烟台机场开展航空器
紧急备降模拟演练

烟台机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抓好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要求和省机场管理集团“知敬畏、强
三基、抓作风”安全集中整顿活动工
作部署，加强安全从业人员工作作
风建设，动员和组织干部员工深入
学习“三个敬畏”精神内核，在机场

范围内开展工作作风专题教育。
烟台机场“三个敬畏”工作作风

专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各部门高
度重视，踊跃参与，部门主要负责人
必讲，部门举办宣讲活动均不少于
一次。各部门干部员工累计开展

“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工

作作风专题教育20余次，接受教育
2332人次，实现作风教育全覆盖，帮
助干部员工将“三个敬畏”思想“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强化内在
约束，牢记使命担当，树牢责任意
识，风险意识，规章意识，起到了良
好效果。 安全质量监查部张高红

烟台机场开展
“三个敬畏”工作作风专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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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刻吸取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教训，强化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安全
意识，扎实提高机场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水平，烟台机场按照烟台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有关开展特种设备安
全事故警示教育的相关工作要求，
组织机务保障部、场务保障部、护卫
保障部、综合保障部、货运分公司、
商旅分公司、通用机场等特种设备
保有部门深入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事

故警示教育。
烟台机场高度重视本次安全警

示教育，要求各相关部门以本次警
示教育为契机，查漏补缺，对标自
省，找差距，堵漏洞，补短板，全面落
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加强一线特
种设备操作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努
力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
从源头上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本次安全警示教育自3月5日
开始至3月底结束，机场各特种设备
保有部门累计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事
故警示教育7场次，接受教育516人
次，特种设备作业操作人员风险辨
识和事故防范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为有效遏制特种设备安全事故起到
积极作用，受到干部员工的欢迎。

安全质量监查部 张高红

烟台机场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事故警示教育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机场航空
安全信息管理，持续优化机场安全
管理模式，提升各级安全管理人员
对安全信息重要性的认识，3月23
日，烟台机场组织参加了民航华东
地区管理局召开的华东地区安全信
息管理远程视频工作会。机场各运
行保障部门负责安全信息和隐患排
查工作的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航
安办相关领导专家对民航安全信息
管理新版事件样例、事件信息填报

和处理规范进行了培训宣贯，以及
就航空安全隐患管理和安全信息工
作相关提示进行了交流发言。民航
华东地区管理局领导通报了华东地
区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和华东地区航
空安全隐患管理工作情况，对新版
《事件样例》(AC-396-08R2)发布
以来华东地区的安全信息工作进行
了总结分析，对下一步安全信息管
理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并要求华
东地区各单位充分落实安全信息报
告的主体责任，严守规章标准底线

和安全诚信红线，提高敏感性、保证
准确性、加强规范性、严肃责任心，
促进华东地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再
上新台阶。

远程视频工作会结束后，安全
质量监查部就现阶段烟台机场安全
信息管理和隐患排查工作与参会的
机场各运行保障部门人员进行了深
入沟通和交流，进一步明晰和完善
了安全信息管理和隐患排查思路目
标、工作举措和方法路径。

安全质量监查部蒋文俊

烟台机场组织参加
华东地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会

3月15日16:23，九元航空如意
1469航班执行郑州至大连航线，因
大连天气备降烟台过程中出现液压
油泄漏故障，请求落地后跑道全停
关车，并需要拖车拖回机位。塔台
管制科接到通知后，立即采取措施，
将此情况通报运控中心和相关保障
单位，并做好一切援助准备。同时，
塔台暂停地面放飞并通知进近科指
挥区域内进港飞机空中盘旋等待，
在最短时间内安排场务部门、应急
车辆、拖车、消防车等救援车辆在指
定位置严阵以待。

在如意1469航班五边进近过
程中，塔台及时了解并掌握飞机实
时情况，将本场气象等辅助资料通
知机组并询问机组所需援助。塔台
指挥飞机正常落地后，飞机正常减
速、全停、关车。塔台接到飞机着陆
过程中右起落架有火花闪现的信
息，立即通知消防部门出警，由特情
航班后部进入跑道跟随，以防出现
起火现象。在机务和机组检查确认
飞机机轮温度正常、无打火现象之
后，塔台通知消防部门留出备勤后
撤离跑道，同时许可拖车将飞机正

常拖回机位。为尽快使跑道恢复正
常使用，在特情飞机和救援车辆撤
离跑道之后，塔台立即通知净空、场
务等部门检查跑道、滑行道道面情
况。17:06，如意1469航班安全入
位、机动区道面检查正常之后，本场
区域内飞机起降逐渐恢复正常。

在整个特情处置过程中，塔台
管制员镇定自若，遵守规章，在第一
时间内采取措施并进行了正确处
置，最大限度、最高效的保证了航班
安全和机场航班流畅运行。

航务保障部 张国允

塔台管制科正确处置
九元航空飞机液压故障特情

为了维护机场交通安全，强化
电动车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筑
牢安全底线和红线，3月18日上午
10点，实业公司邀请机场交警大队，
对辖区门市房和机场宾馆门市房有
外卖配送业务的7家小商户驾驶员
进行了交通安全宣教培训。宣教重
点为电动车必须悬挂号牌，严禁无
号牌上路；购买车辆保险；驾驶车辆
时需佩戴头盔；严禁在机场路段逆

向行驶；严禁电动车上高架桥行驶
或步行。如果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发
现、查处违反上述情节者，将依照道
路法进行处罚或没收车辆。

实业公司对商户提出以下几点
要求，一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
法》，服从交警指挥，遵守上述规
定；二要规范电动车集中充电管
理，杜绝安全隐患，确保万无一失；
三是实业公司将加大对有车业主

的管理和考核，对违规处罚的业主
记录备案，视情节作为合同是否续
签的参考依据。

驾驶员宣教会议结束后，交警
与7家业户签订了《三轮车（电动车）
车主承诺保证书》，填写了《“三见面
一建档”行动登记表》《机场辖区“小
目标”车辆统计表》，并扫码加入了

“三见面一建档”微信群。
实业公司 于卫滨

强化交通意识，筑牢安全底线

3月17日,护卫
保障部派业务骨干
4 人到万华集团进
行了参观学习，主
要对万华消防站、
消防车库、消防指
挥中心和安保监控
进行了参观,听取了
万华消防和安保管
理的专题 ppt 介绍,
对园区消防站基本
情况、安全教育培
训、消防巡查、消防
控制室标准化、应急预案、治安管理进行了学习了解。下一步护卫
保障部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勤学习、找差距、优方法、求实效,进一
步提高业务精度和工作实效。 护卫保障部 丁鲁斌

3 月 4 日，值机
二科组织全员进行
安全生产案例讲解
学习并集体观看了

《生命至上，警钟长
鸣》安全生产教育
警示片。科室首先
结合工作实际，针
对交通安全与消防
安全进行了案例分
析：一是员工在上
下班过程中系好安
全带，自驾行驶中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避免交通事故
的发生；二是火灾事故的发生有预见性，在平日工作中重视消防安
全检查与排查，依照《消防管理规定》操作，将隐患苗头扼杀在根源；
三是所有员工都要熟练掌握消防安全“四懂四会”，最大限度保障自
身生命财产安全。分析结束后，值机二科观看了教育警示片，通过
回顾事故案例，吸取教训，引发员工深省与反思。

旅客服务保障部胡清源

为深入贯彻落
实山东省委、省政
府安全生产工作决
策部署，结合此次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
整治行动开展，车
辆保障服务科组织
全体驾驶员观看了
道路交通事故案例

《陕西安康京昆高
速“8.10”特别重大
道路交通事故》警
示教育片，全体驾驶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观看完毕后，由李丰恩经理对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文
明驾驶安全行车基本知识、交通安全常识及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
速超载等典型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而引发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进行
了讲解。通过生动、详细、有针对性的讲解，告诫每位驾驶员要从思
想上树立安全意识，从行动上养成文明出行的习惯，自觉抵制不文
明交通行为和危险驾驶行为。 综合保障部 陈冠雨

为提高全体员
工的消防安全意识
与消防救援技能，
医疗急救中心于 3
月 1 日下午 1 点 30
分在医疗急救中心
举行了消防安全培
训。

在此次的消防
安全培训中，大家
认真学习了如何正
确的使用灭火器与
消防栓，如何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立即响应并展开救援活动，增
强了全体员工的消防应急救援能力。通过本次消防安全培训，也使
大家深刻地认识到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并在此后的工作中牢记安
全工作的重要性，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之中，保障旅客
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医疗急救中心戴硕

3 月 5 日上午，
通用机场分公司按
照集团公司要求组
织全体员工开展安
全生产警示教育，
集体观看了重特大
车辆、矿难、火灾、
企业重大事故的警
示教育视频。观看
后 大 家 都 深 受 震
撼，纷纷表示要更
加珍惜生命，时刻
绷紧安全这根弦，将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并立
足岗位，强化安全教育理念，每天在工作中做好日常巡查和台账工
作，关注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的安全隐患。

通用机场分公司张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