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30
日 ，旅 客 服
务保障部党
支部来到潮
水镇大雪村
开 展“ 双 报
到 ”工 作 并
慰问村内贫
困家庭。

座谈会上，双方各自分享了所在党支部党建工作中的
管理经验，共同明确了深入推进基层党建、提升党员党性修
养的目标。双方决定以“双报到”为契机，整合双方的党建、
业务资源深化合作，形成互学互鉴、互帮互助的共建格局，
进一步将党建工作与实际工作相融合，推动实现双方合作
共赢。期间，客保部支部委员还带着客保部党支部的真情
问候与暖心清凉礼物，慰问了村里的每户贫困家庭。

旅客服务保障部花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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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T01版）尤其是在烟台海关的大
力支持下，烟台机场进行了大规模库区
资源整合和综合功能完善，构建了海
关，机场、代理，航企等单位货站内集中
办公、联合服务、综合保障的服务载体，
搭建了货站综合服务和运营操作的公
共空港物流网络操作平台。机场还投
资开发了新舱单报清关系统，实现报关
运输一条龙服务，通关效率高、货物流
转快，极大地方便了货代和货主。

服务地方
助力区域特色化产业

烟台盛产樱桃等鲜果。为推动传
统货运业务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烟台
机场开创了“樱桃航班”模式。从单一
的“樱桃航班”临时包机，到现在形成以
顺丰航空、邮政航空为主的“樱桃航班”
航空物流运输链，“樱桃航班”已经飞了
8个年头。

烟台的大樱桃快运已经作为鲜果
运输的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复制，并拓
展到无花果、荔枝、杨梅等鲜果领域，下
一步将着力开发“互联网+海鲜”的电商
预售模式。今年樱桃季，以顺丰、邮政

为主的“樱桃货机”昼夜往复，将烟台大
樱桃运往深圳、泉州、南京、杭州等地，
实现了从枝头到餐桌的“当日鲜达”。

烟台机场还通过与京东、德邦、跨
越、联邦等大型电商快递合作，利用现
有80多条航线的客机腹舱，将大樱桃
运往200余个城市。今年樱桃季，烟台
机场共运输樱桃近4500吨，为当地果
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助力地
方经济发展。

超前谋划
布局基础性设施建设

为了满足货运业务发展的需要，自
2015年机场转场蓬莱后，烟台机场货
站先后进行了五次改扩建。货站面积
由2.3万平方米增加到4.5万平方米，并
配套建设了8000平方米的航空物流综
合服务楼，新建8个货机位，货机位总数
达到13个，为全货机运营提供了基础保
障。机场货运地面设施设备和保障能
力能够满足波音737、波音747、波音
757、波音767等全货机需求。

结合二期工程建设，烟台机场在现有
货运库区北侧和东侧，按照“大通关”模

式，分别建设国际货站区、国际代理库和
国际保税库等。所有库区按规划建成后，
烟台航空物流园仓储总面积将达到15万
平方米，可实现仓储货物约30万吨。

发展航空物流、打造航空物流集散
中心，绝非机场一家之事。为满足顺丰
速递空运分拨场站和“樱桃航班”保障配
套，烟台机场投资建设了8800平方米的
顺丰分拨库，目前已投入使用，成为安
全、高效、快捷的“樱桃航班”专用通道，
并准备吸引顺丰的国内快件货机。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下一
步，烟台机场将结合保税港区搬迁、中
韩产业园和自贸区建设，全面规划建设
烟台航空物流园区，依托空运优势、产
业优势和政策优势，提供安全、优质、快
捷和高效的航空运输保障和服务。同
时，烟台机场将持续提供富有特色的国
际货物运输保障流程，不断提高服务的
质量与标准，吸引更多航空公司来烟运
营，突出日韩航空货运桥头堡作用，打
造国内通往日韩的门户型区域枢纽，为
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党委工作部货运分公司

7 月 20
日 上 午 ，护
卫保障部党
支部组织党
员干部通过
线上方式观
看 了“ 让 党
旗永远飘扬
——山东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

VR 技术的应用让大家如临现场。沂蒙六姐妹经典
形象、济南战役场景、孔繁森的药箱和笔记、援鄂医疗队
队旗……一件件珍贵的红色文物、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无声地讲述着一段段难忘的历史。全体党员深受启发，纷
纷表示要将红色基因继承下去，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上争当排头兵，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牢记使命勇担当，不
忘初心再出发。 护卫保障部孙德琦

7 月 7
日，建设管
理 部 候 机
楼 设 备 保
障 科 联 合
综 合 保 障
部 以 及 直
梯 维 保 单
位 通 力 电
梯 在 候 机
楼 4 米层开
展了电梯安全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演练中，维保人员对电梯构造及发生紧急情况时的操
作步骤进行讲解，相关部门员工学习掌握了电梯的应急操
作流程，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更好地配合电梯维保单位
进行营救。通过本次演练，提高了烟台机场突发电梯困人
故障的快速反应能力，提升了电梯事故的应急救援水平。

王遇 孙晶

安全检
查部监护科
在候机楼 2
号门、6号门
和地下停车
场入口等岗
位无偿为旅
客提供老花
镜 、充 电 宝
和数据线等
物品，方便老年旅客或手机没电的旅客查找健康码。当遇
到老年旅客不会查找健康码时，值班人员会第一时间主动
上前询问并帮助查找，同时对使用老年机的旅客科室采取
登记放行的方式，在严把疫情关口的同时为旅客提供了更
加优质的服务。 安全检查部 牟婷婷

7 月 27
日 ，安 全 检
查部开展暴
恐事件应急
处 置 演 练 。
本次演练模
拟的场景是
暴徒携带冷
兵器在候机
楼安检待检
区实施“打砸砍杀”的暴恐行为。按照《烟台国际机场安全
检查部暴恐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安检部旅检科进行了启动
预案、通报特情信息、疏散旅客、集结应急小分队进行应急
处置，直到配合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置。机场集团公司王国
栋副总经理、党委工作部陈俊部长到场观摩点评。

安全检查部 任咚

7月 16日，烟台机场召开跑道安
全小组会议，会议传达了民航江苏监
管局《关于近期两起跑道安全事件的
通报》，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上
级部门关于跑道安全的部署要求，举
一反三、强化措施，始终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层层压实责任、逐级传导压
力，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
以赴防风险、遏事故、保稳定，坚决守
好安全生产底线。

会议听取了场务部、航务部、通导
部、机场二期办各部门以及中航油、驻
场航空公司等负责同志关于跑道安全
生产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跑道安全教育

培训工作、跑道风险管理、运行保障工
作等有关情况的汇报。机场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王晓平分析当前了安全生产
形势，对下一步跑道安全工作提出要
求。一是各成员单位要牢牢抓紧安全
这根弦，提高站位，严格压实安全责
任，进一步深化跑道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持续推进跑道安全风险防控
措施的落实，切实防范跑道不安全事
件的发生。二是切实提高风险意识，
要密切注意观察和识别标志标识，尤
其关注低能见度、大风等极端天气下
的安全保障工作，防止产生误入跑道
情况。三是持续加强跑道防侵入工

作，严格落实运行保障各项规章和制
度程序，切实提高运行安全裕度，加强
协调与配合，共同构建跑道安全事故
预防的管理机制。

下步，烟台机场将持续落实冯正霖
局长关于“全行业必须聚精会神，脑要
紧起来、心要细起来、眼要亮起来、脚要
勤起来、脸要红起来、手要硬起来，全力
抓好航空安全工作”的要求，认真落实跑
道安全建设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巩固和
扩大建设成果，不断增强局方政策性文
件的指导性，切实推动跑道安全工作走
深走实、见行动见效果。

安全质量监查部谢冲

烟台机场召开跑道安全小组会议

7月16日，随着7C8701航班降落
在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标志着济州航空
烟台-仁川“客改货”航线正式开通。
这是今年以来烟台机场开通的首条“客
改货”航线，该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加密
了中韩货机快线密度，济州航空也成为
继仁川航空、韩亚航空、山东航空、东方
航空、龙浩航空之后第六家在烟台机场
运营货机航线的航空公司。

该航线由波音B737-800机型执
飞，首航班进出口货物6.4吨，主要以
电商、快件货物为主。该航线系首次在
不拆座位的情况下使用客舱装货，首班
客舱装载862KG货物，对航班装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确保该货机顺利
开航，货运分公司在过磅过检、组装打
板、监装监卸、理货提货等环节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边检、海关为货物的查验

放行、快捷通关提供服务保障。
货运分公司在坚持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同时，积极开发市场抓住发展机
遇，依托国务院、民航局、省集团及烟台
边检、海关对机场口岸的政策支持，积
极开通国际航线，将对烟台建设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打造区域物流中心、优
化临空片区产业布局起到了积极作
用。 货运分公司吕明阳

济州航空正式开通烟台-仁川“客改货”航线

6月28日至29日，机场二期办信
息化部组织机场各相关单位、华东质监
站、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进
行烟台机场飞行区围界安防工程（一阶
段）的竣工验收。经验收组成员一致评
定，工程质量合格，资料有效、齐全，达
到了设计标准并满足使用功能需求，同
意通过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烟台机场飞行区围界安防工程严

格按照《民用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MH 7003-2017）等标准建设。工程
涉及围界安防施工范围总长14KM，
围界安防系统主要由入侵报警系统
（含广播及声光报警系统）、视频监控
系统、辅助照明系统、安防集成系统等
子系统构成，与物理围界共同构成整
个安全防范体系，是对物理围界防范
手段的有效补充和技术升级。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为充分满足使用功能需
求和实现系统整体运行的最优化，二
期办信息化部积极与机场各相关单位
及部门充分沟通和对接，对工程设计方
案进行不断优化和完善，在原设计基础
上，结合现场情况，完成了安防报警软
件、设备存储方式、管线路由等方面内
容的深化设计方案工作。

二期办信息化部 姜立虎

机场飞行区围界安防工程（一阶段）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7月1日,医疗急救中心突然接到
通知，一个东航航班上有机组人员腰部
扭伤，需要担架及救护车执行紧急转
运。值班人员立即报告值班领导，启动
应急救援预案，拨打120呼叫救护车，
联系运控中心开通绿色通道并派遣担
架队成员到场等候。医疗急救中心的
救护车立即前往机场高架桥等待引导
救护车进场。

接到通知10分钟后，医务人员到

达现场，据了解，患者上半身过度前伸
后感到腰部剧烈疼痛，无法移动，现平
躺于飞机驾驶室地面。患者既往无腰
部受伤史，生命体征正常，医务人员初
诊为急性腰扭伤。在等待救护车过程
中需将患者挪出驾驶舱，但由于驾驶舱
内空间狭小，铲式担架无法进入，患者
无法挪动。医疗急救中心负责人现场
指挥帮忙，与另一名工作人员用软式担
架将患者抬出，放置在舱门口的铲式担

架上，再由担架队成员将患者从廊桥抬
下安置在机场救护车上。约半个小时
后，蓬莱中医院救护车到达，将患者交
接后成功转运。

通过此次医疗紧急事件的处置和
转运，医疗服务科对航空器工作人员意
外受伤事件处置有条不紊，信息通报和
沟通准确有效，全程与相关部门人员密
切配合，为日后应对此类事件积累了经
验。 医疗急救中心 张瑜

医疗急救中心紧急转运受伤机组人员

图片新闻

为响应机场集团公司近期组织进
行的服务质量督查考核标准检查，结合
近期网络信息安全的相关要求，通导部
网络信息科对自己所辖的候机楼航显
设备进行了全面巡检和维修。

航站楼内航显大屏自转场至今，已
使用六年有余，期间多个航显屏出现过
不同程度的故障，也进行了多次的拆卸
维修。频繁操作导致了航显大屏外框
支架的变形。支架卡扣则由于使用年
限较长，出现不同程度的生锈、滑丝或
配件丢失。基于以上两点，造成了航站
楼内部分航显大屏无法锁闭外框。对

此，网络信息科配合专业维修人员，对航
站楼内所有航显屏进行了地毯式检修，
逐一检查、逐一调整，确保无一错漏。
共调整维修航显屏外框四十余个，更换
锁扣配件若干。赶在航班旺季到来前
夕，顺利完成了所有修缮工作，确保了航
站楼内航显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机场行李装卸区为方便工作人员
操作，对于航班信息采用的LED条屏
显示，所以其长时间使用易造成花屏、
黑屏、烧屏等不同程度的问题。行李装
卸区近期共损坏条屏4台，无法清晰显
示航班出发地信息，为行李装卸人员的

工作带来了一定不便。由于机场目前
所用条屏为2014年购置，已超过售后
维保期限，维修起来存在较大困难。面
对困难，网络信息科人员迎难而上。他
们收集目前可用的备件，连夜进行安装
测试。他们上网查询大量技术资料，并
与多个厂家技术人员进行沟通。他们
结合自身实际，利用现有资源改造测试
环境。最终经过线上线下的多重测试，
他们确定了维修方案，利用现有备件进
行设置调整，成功完成了4个损坏条屏
的维修。

通信导航保障部 孙丽娜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通导部网络信息科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