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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是端午佳
节，旅客服
务保障部服
务人员在候
机楼内向出
行旅客表达
真挚的问候

“您好，端午
安康！”，并
热心地为出
行旅客佩戴
香包、花绳手链。为小朋友佩戴时，小朋友家长表示，“香包很
漂亮，小孩儿大人戴上都寓意特别好，感谢烟台机场！”

旅客服务保障部 唐璐

6 月
24日，候机
楼 派 出 所
临 时 证 办
理 处 改 造
项 目 顺 利
竣工，成为
候 机 楼 便
民 服 务 窗
口 的 一 个
靓点。

原办证柜台为敞开式柜台，不符合公安现行安保要求。建
设管理部受领任务后，多次联系设计施工单位查看现场，会同
公安分局沟通优化设计方案，以“美观、封闭、不突兀”为原则进
行设计。施工过程中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改进工艺，优
化施工方案。项目监管过程中按要求禁止现场焊接作业，尽量
减少在现场进行切割作业，有效降低噪音和粉尘的产生，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旅客候机环境的影响。

建设管理部 张耀元徐成林

6 月 18
日，青岛航
空检查组对
航空食品公
司开展安全
运行保障年
度 审 核 工
作。

检查组
主要通过听
取汇报、查
看 文 件 台
账、检查生产场所等方式对公司空防安全、食品卫生安全、防疫防
控措施、冷链食品原材料的采购储存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审核
检查，通过此次审核检查，航空食品公司将持续提升完善企业内
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机上餐食质量。 航空食品公司 谭文博

近 期 ，
安全检查部
按照集团公
司年度培训
计划，组织
开展机场级
安保培训，
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
恐 怖 主 义
法》《民用航
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保卫规则》以及机场《安保方案》进行全员
学习，对航空安全案例进行深入剖析，通过系统的学习，提高了
全员对安全保卫工作的认识，使全员了解了安全事故发生的特
点，懂得安全工作的管理原则、方法和途径，时刻把安全工作放
在第一位，为建党100周年安保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安全检查部 周鸿飞

图片新闻

6 月 24
日 16 时许，
随 着 T2 航
站楼大厅首
节钢管柱开
始吊装，标
志着机场二
期 工 程 T2
航站楼工程
除预留的施
工道路及工
序外，基础
工程全部完成，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自今年3月复工以来，T2航站楼工程各参建单位克服种种
不利因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精心组织、科学安排，通过增
加人力物力和机械设备投入、提前做好大宗物资采购、延长作
业时间等措施逐步将滞后的工期赶回。下步，二期办工程部将
继续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做好现场各项组织安排，确保项目按
既定节点推进。 二期办工程一部 胡长双

“先生！先生！您能听见吗？……
快！呼叫急救中心！”烟台机场值机
柜台前传来焦急的呼叫声。此时正
值航班高峰期，周围群众一下子就围
了上来，分局特勤大队用人墙拉起了
警戒线，维持现场秩序。医疗急救中
心接到通知后立即到达指定地点，迅
速确认晕倒“病人”生命特征，值机科
两名员工迅速进入状态，投入到抢救
工作中。

原来，这是一次由医疗急救中心
牵头，与市120急救中心和毓璜顶急
诊中心共同组织的AED除颤模拟测
试，其目的是为了检测机场一线员工
对AED除颤仪应知应会的实操能力。
值机科两名员工按照之前急救中心组
织的心肺复苏培训流程，一人对该假
人进行心肺复苏按压，另一人准备好
AED除颤仪，将贴片贴到假人身上相
应位置，随时准备进行AED除颤，抢

救过程迅速而又紧张。“好，停！”市
120急救中心主任下达指令结束本次
测试，并对在场人员说明了本次测试
的目的和培训的意义。毓璜顶急诊中
心医生对本次测试的过程进行了点
评，并当场进行了演示与指导，使在场
员工在学习理论知识后得到了宝贵的
实操经验。

医疗急救中心 柳泉生

医疗急救中心组织开展AED除颤模拟测试

为促进班组能力提升，锤炼班组
工作作风，5月27日，场务保障部供电
保障科开展了“安康杯”技能大比武竞
赛活动，竞赛内容为中心变电站本站
附属变电所全面停电应急供电。

为使本次岗位技能比武活动取得
实效，科室制定了详细的活动方案，本
着“先练后比”的原则，采取理论知识
培训、模拟练习、技能竞赛相结合的方

式，组织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培训，创造
了浓厚的学习氛围。竞赛过程中，各
参赛选手心无旁骛，认真专注，以饱满
的热情和娴熟的操作充分展现自身技
能。最终，所有参赛小组均在规定的
时间内按要求完成了比赛，且均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赛后，科室对竞赛活
动进行了讲评，总结了竞赛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通过此次岗位比武活动，供电保
障科应急处置小组的应急反应速度、
处置能力、协调配合能力得到了综合
提升。科室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掀
起岗位技能学习的新高潮，不断提高
员工岗位技能水平，为打造过硬班组
筑牢基础。

场务保障部 荀琦

场务保障部供电保障科开展岗位技能比武活动

为检验烟台机场消防救援队伍岗
位大练兵成效，聚焦练兵备战，锤炼过
硬本领，护卫保障部消防科于6月9日
举办了全员岗位练兵暨技能大比武活
动。

此次比武竞赛共设置1个团体项
目和3个单人项目，参赛队员在紧张
的氛围中同台竞技，在过程中尽可能
地去“压榨”每一分每一秒，充分发扬
了奋勇争先、敢打敢拼的优良作风，出

色地完成了各项目的比赛，表现出了
良好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钢铁意志。

此次技能大比武共50人参与1个
团体项目和3个单人项目的角逐，项
目分别为一人两盘水带连接、两人五
盘水带连接、延两节拉梯铺设水带和
车辆单车双枪展开操。比赛紧张而热
烈，参加者拼劲十足，好像真的面对一
场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们争分夺秒，飞
檐走壁，充分发扬了奋勇争先、敢打敢

拼的优良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目
的比赛，表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和
顽强的意志。

此次岗位技能大比武，不仅展示
了消防科的团结拼搏、朝气蓬勃的精
神风采，更进一步激发了干部员工的
爱岗敬业的热情，对今后圆满完成集
团公司交给的各项任务将起到积极的
作用。

护卫保障部 李涛

护卫保障部消防科组织全员岗位练兵
暨技能大比武活动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
突发电梯事故，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
理能力，6月22日下午，由综合保障部、
建设管理部、公寓楼电梯维保单位永立
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公寓楼开展
了电梯安全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演练中，工作人员设置了电梯困
人、不启动、不平层等多项内容。被困
人员通过电梯内的五方对讲报警电话

报警，消防值班室值班人员第一时间
接警，立刻通知公寓楼特种设备管理
员，并向综合保障部特种设备管理科
报告，同时向电梯维保人员下达应急
指令。维保单位专业电梯维护人员十
分钟之内到达现场，针对预设情况分
别进行了救援和解除故障。打开轿箱
门后，确认被困者的身体状况良好，引
导组疏散被困人员及周边人员，维保

人员对电梯进行安全检查和修复，使
电梯恢复正常运行。

从发出求救到脱险，演练过程仅
用不到20分钟。整个过程紧张有序，
做到了反应迅速、指挥有力、协调到
位，提高了烟台机场电梯事故应急救
援水平，提升了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置能力，达到了预期应急演练效果。

江宏 朱小飞

烟台机场开展电梯安全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6月24日，航务保障部气象服务
科派张军辉、刘英英参加了由烟台市
气象局、烟台市总工会、共青团烟台市
委、烟台市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的第
七届全市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本次竞赛共分为强对流天气临近
预报、预报专业知识、历史个例天气预
报、预报分析与问答四个单项内容，其

中三项考试需要使用电脑操作MI-
CAPS和PUP系统，分析调用各种高
空、地面自动观测资料、卫星云图及雷
达等资料。为了解决参赛人员对软件
使用不熟悉、缺乏参赛经验的问题，6
月7日，气象服务科派选手赴市气象
局进行业务交流研讨活动，通过交流，
深入了解了比赛规则、题型、电脑操作

等，为本次竞赛做了充分准备。
6月24日，两位参赛选手与其他

32位选手开始了一天四场的比拼。
最终，张军辉荣获得市直组个人全能
三等奖，烟台机场气象台获得优秀组
织奖。两位选手在比赛中展现出的业
务水平得到了市气象局领导和气象同
行的一致认可。 航务保障部 胡瑞杰

烟台机场派气象人员
参加全市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6月8日，实业分公司组织的职
工餐厅餐饮服务技能大赛正式举行。

大赛采取赛训结合的模式。赛
前，职工餐厅邀请业内专家对员工进
行了服务礼仪培训，围绕服务礼仪基
础知识、服务人员仪容仪表、交谈礼

仪、服务态度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进
一步强化了员工的服务意识和参赛意
识。赛中，来自职工餐厅红案、白案、
服务摆台的29名员工展开了技能比
拼。赛后，部门领导给获奖选手进行
了颁奖。

本次比赛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
促改、赛学结合的目的，营造了劳动光
荣的新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进一步提升了职工餐厅餐饮服务技能
的水平层次。

实业分公司 吕昌键

职工餐厅开展餐饮服务技能比武活动

6月30日，机务保障部对残疾旅
客登机车操作员进行了故障应急处置
实操模拟培训。

此次培训理论联系实际，威海广
泰的维修师傅从靠机过程中发生故障
等紧急情况下利用电驱动和手动将车

辆快速撤离两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讲
解。培训结束后，科室立即组织参训
人员进行了现场考核，及时检验培训
效果。参训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
培训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风险意识，
增强突发事件应急反应能力，让员工

们掌握了更多有关残疾人旅客运输服
务专业知识，并强化了主动服务意识，
为进一步增强残疾旅客服务保障能力
奠定了基础。

机务保障部李晨光

机务保障部开展残疾旅客登机车故障应急演练

为了进一步增强莱山机场园区租
户消防救火的能力，6月23日，通用机
场分公司联合园区租户鑫通石油开展
了一次消防救火综合演练。

本次应急演练模拟场景是鑫通石
油租赁区域着火，通用机场分公司配
合租户进行消防灭火。通过本次演练
提高了莱山机场园区租户的火灾救援

能力的同时提升了通用机场分公司全
体干部职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通用机场分公司 黄钦丹

通用机场分公司联合租户开展消防救火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