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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开展安全整顿与作风建
设工作，贯彻国家、省市、民航局开
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相关要求，
紧密结合民航行业特色，6月16日
上午，烟台机场在候机楼组织开展
了“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烟台机场组织各单位志愿者通
过采用易拉宝、横幅标语、咨询台、
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安全生产政策法规、航空安全知
识。在活动现场，咨询台前旅客络
绎不绝，领取宣传手册，并向志愿者
询问航空安全相关知识，志愿者一
一给予了解答，在浓厚活动氛围的
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宣传效果。

“安全宣传咨询日”是今年“安
全生产月”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在此次活动中，烟台机场各单位积
极配合，紧紧围绕“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主题，结合“规章建
设和执行”，践行“六个起来”要求，
将第20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与安
全整顿与作风建设、空防安全专项

整治等工作融合实施，进一步增强
了全员安全生产意识，积极营造了
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全员参与安全
发展的浓厚氛围，确保了机场运行
安全平稳。

安全质量监查部 蒋文俊

烟台机场开展2021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机场安检人员的
空防安全意识，全面提升安检队伍
的整体综合素质，烟台机场以安全
生产月为契机举办了2021年安检
职业技能竞赛。

经过前期练兵选拔推荐，共有7
支代表队28名选手入选，技能竞赛
分为理论、实操两个模块，设立了团
队理论抢答、个人理论单项、人身检
查以及开箱包检查四个项目,在人

身检查和开箱包检查比拼中，机场
采用了贴近实战的限时双人身检查
及看图开包检查等形式。比赛过程
中，参赛选手用过硬的安检知识、稳
定的临场发挥、优秀的操作技能，呈
现出一场展现技能、分秒必争、紧张
而又激烈的职业技能竞赛。

此次开展的安检业务技能大比
武活动，提高了机场安检职工保障
飞行安全、真情服务能力，集中展示
了安全检查员的精湛技能和风采，
积极营造机场安检职工苦钻业务、
提升技能、追求精益求精的氛围，烟
台机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
机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保障机
场空防安全奠定基础。

安全质量监查部 谢冲

烟台机场举办安检职业技能比武竞赛

为持续推动烟台机场空管高质
量发展，在硬件方面不断改善、在软
件方面不断提升，扎扎实实做好机
场运输安全生产保障工作。近期，
烟台机场围绕安全生产月“落实安
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主题，结合

“规章建设和执行”，举办了烟台机
场管制员模拟机技能比武大赛。

此次技能大赛结合实际岗位情
况将比武分为理论考核和实操。理
论考核内容以业务手册规章、应知
应会、应急处置为主，考察了选手们
对规章制度的熟悉程度。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新技术、新设备是

“器”的一面，一线管制员的基本功
则是“器”的另一面，烟台机场积极
引进塔台模拟机还原现实工作场
景，提高一线管制员的的基本功。
此次模拟机技能比武大赛实操部分
即模拟烟台机场附近有恶劣天气且
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航班起降的情
况。模拟设计合理的航班流量，满
足了特殊天气下大流量的需求，同
时还增设了大面积航班备降和多架

航班等待、飞机液压系统故障等特
情，尽可能模拟真实的场景。在模
拟比武过程中，管制员按照要求，为
故障航空器优先安排更换停机位，
及时准确地通报相关特情信息，不
打折扣地完成了此次技能比武。

技能比武结束后，烟台机场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唐玉
卿，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晓平为技
能比武参赛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并
鼓励管制员要持续通过劳动竞赛、
技术比武等方式，在机场内部营造

“比、学、赶、帮、超”的业务学习氛
围，不断夯实基层技术人员的业务
基本功。 安全质量监查部 谢冲

烟台机场举办管制员
模拟机技能比武大赛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扎实推
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
攻坚，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围绕
安全生产月“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
全发展”的主题，结合安全生产大排
查、大整治活动及建党100周年庆
祝活动，6月份烟台机场集团公司领
导深入重点部门组织开展机场安全
运行专项督查工作。

机场集团公司领导分批次深入
飞行区、机坪、运控中心、货运库区
等重点区域，通过现场查看台账记
录、人员访谈等方式，对机场恶劣天
气下航班保障、关键节点空防安保、
危险品运输、网络信息安全、应急处
置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结合检查情况，检查组就强化
安全管理责任落实、紧盯安全运行
关键重点以及空防安全工作提出要
求：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民航“政治年”“开局年”和

“复杂年”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切实
落实“六个起来”的工作要求，增强
做好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是各部门要持续按照“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深入开展
隐患排查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增强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以

有效遏制不安全事件为目标，防范
化解安全风险；三是落实责任，不
越安全“红线”。要紧紧抓住责任
制这个关键，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工作氛围，切实把各项
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基层、落实到
实处；四是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规章
制度和程序要求，参与现场督查、强
化履职监督，坚决杜绝超负荷运行，
确保机场运行安全。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烟台机场将持
续有序部署机场安全保障工作，切
实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以高度的责任心、高效的执行力将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压紧压实，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确保机
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安全质量监查部 谢冲

烟台机场开展安全运行专项督查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开
展2021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部
署要求，围绕“落实安全责任，推动
安全发展”这一主题，进一步夯实各
方责任主体安全生产责任，2021年
6月12日上午，烟台市建设工程质
量和安全监督站在机场二期工程现
场开展了综合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本次活动由烟台市质监站主
办，烟台机场协办，中国建筑第八工
程局、烟建集团、北京城建道桥集团
承办。烟台机场副总经理李伟率二
期航站区工程各参建单位参加本次
演练并发表讲话。本次演练活动，
得到了机场护卫保障部、医疗急救
中心两部门给予的大力支持。

此次综合应急演练由中国建筑
第八工程局承办消防应急救援、北
京城建道桥集团承办防汛防坍塌应
急救援、烟建集团承办高空坠落应
急救援。演练从实战出发，在护卫
保障部和医疗急救中心消防、医护
人员的紧密配合下，真实模拟了施
工现场事故发生与救援全过程，组
织工作严密，准备工作充分，程序设
置合理，安全保障可靠。同时还请护
卫保障部负责人现场宣讲消防救援

常识并观看了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
既提高了应对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
快速反应能力，又理顺了施工现场突
发事件应急体系，还学习到了施工现
场消防应急知识，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为今后机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的
安全生产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次综合演练活动正值国家第
二十个安全生产月，既是烟台机场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一部分，也
是烟台机场全面从严落实省、市和
民航业关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行动的具体表现。通过这次综合演
练，规范了指挥救援流程，锻炼了应
急救援队伍，进一步增强了机场二
期工程各参建单位的安全生产意
识，将“安全第一”的理念贯穿到项
目管理全过程。

二期办工程一部 张博瑞胡长双

机场开展二期工程
“安全生产月”警示教育
暨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为加强班组管理，全面夯实安
全基础，根据机场集团公司《关于开
展班组能力提升活动的通知》和“安
全生产月”相关工作要求，商旅发展
分公司认真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

武活动，持续创建“安全示范班组”，
筑牢安全生产根基。

6月3日，商旅发展分公司开展
贵宾车驾驶技能比武，机场集团公
司总会计师卞尔昌到场观看指导。
比赛中，驾驶员们严格遵守行车规
范，确保行车安全，用最短的时间完
成了定点停车、停车入库等竞赛项
目，充分展现了驾驶员的娴熟驾驶
技术、快速反应能力和准确判断能
力。赛后，卞尔昌对技能比武进行
了点评，对驾驶员们的驾驶技能给
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行车安全是
做好服务工作的根本前提，没有安
全，一切无从谈起。全体驾驶员要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意识，时刻在
思想上绷紧弦，始终把安全驾驶放
在第一位，确保不出任何安全问
题。同时，对待旅客要文明礼貌，规
范服务语言，注意言行举止，为旅客
提供安全、温馨、优质的服务体验。

此外，商旅发展分公司还开展
了“践行真情服务，提升服务品质”
主题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活动，围
绕仪容仪表整理、服务动作规范、茶
艺展示、离岗系统指令查询、城市三
字代码熟记、登机牌快速识别等方
面进行练兵和比武，以练促学、以赛
促优，进一步提升全体员工综合业
务素质。 商旅发展分公司 郑子研

商旅发展分公司扎实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活动

近期，为贯彻落实民航局党组
批示精神，吸取国内某机场发生安
检信息系统故障致使安检自助验证
闸机和开包工作站无法正常使用的
经验教训，结合建党 100 周年民航
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烟台机场王晓
平副总经理组织安全质量监查部、
通信导航保障部组成运行信息系统
专项检查组，对机场各重点部门民
航运行信息系统安全保障工作进行
了专项检查。

检查组分别对机场各重点部门
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网站、重要信
息系统网络安全及前期自查、准备
工作等方面进行了专项检查。检查
组听取了被检查部门自查情况及存
在问题和困难、设施设备检测、防护
措施等准备和完成工作情况的汇
报，并通过现场询问、查阅资料、实
地勘察等方式，对被检查部门信息
系统安全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检查组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需

要加强的方面，现场提出了具体的
工作建议和落实要求，确保建党百
年活动期间民航网络信息的绝对安
全。

烟台机场将以本次专项排查为
契机，周密、细致地评估梳理现行信
息系统运行能力，争取一步到位解
决隐患，切实提升信息系统运行使
用综合能力。

安全质量监查部 谢冲

烟台机场开展机场运行信息系统隐患专项排查

6月9日，安全检
查部监护科组织科室
员工集中观看了《生
命重于泰山——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 生 产 重 要 论 述》
专题片。期间，部门
领导强调部署了建党
100 周年期间安保总
体要求，要求科室提
高政治站位，严抓方案落实，严守安全底线，充分调动和发挥全员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牢筑空防安全的重要防线。 安全检查部 牟婷婷

6 月 3 日，旅客服
务保障部组织员工集
中观看学习《生命重于
泰山——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专题片。通
过观看学习该专题片，
旅客服务保障部全体
干部员工深刻认识到
了落实安全责任、提升
本质安全水平的极端
重要性。下步，旅客服务保障部全体员工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扛起责任、顶住压力、经受考验，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
风，确保航班保障零差错、安全隐患零容忍，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贡
献一份力量。 旅客服务保障部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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