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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 2021年“中秋、国
庆”节假日期间安全管控及疫情防控工
作，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单位关于加强节
日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运行等工作要
求，9月下半旬，烟台机场副总经理王晓
平带队安全质量监查部对航务保障部、
通信导航保障部、运行保障部以及机务
保障部等重点单位进行了节前综合检
查。

随着节假日期间航班量大幅度增

加和出行客流量快速恢复等情况，机场
一线作业保障压力变大，运行安全风险
系数增大。此次检查主要针对机坪运
行保障部门日常保障情况进行了详细
检查，并对各单位安全教育培训和文件
传达情况进行了督查。检查组现场查
阅了各部门手册文件、责任制度落实情
况、隐患排查、风险管理以及教育培训
记录等材料，并现场就节假日期间有可
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情况进行再强调、再

布置，要求机坪运行保障部门靠前管
理，梳理完善节日期间紧急情况发生后
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最后，王晓平副总经理强调各单位
要高度重视节日期间的安全工作，进一
步强化员工安全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加强设备、设施的检查力度，妥善处理
好节日中发生的各类问题，全力确保节
日期间机场运行安全平稳。

安全质量监查部 蒋文俊

烟台机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

近年来，烟台机场秉承“立足大服
务，着力大提升，促进大建设，实现大发
展”的理念，通过“朋来飞”服务品牌的
创建，采取一系列举措创新服务形式，
提高旅客体验度，从细节入手切实提升
服务品质。

脚踏实地，把老年人服务做到旅客
心坎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为积极响应国家提倡老年
人绿色出行号召，烟台机场深入研究老
年人出行需求和存在困难，积极研究解
决对策，为老年人出行提供切实便利。
为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机场
在候机楼主要通行区域设置多处“无码
专用通道”，协助老年旅客登记信息、申
领健康码，有效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
字鸿沟”。

机场为老年人乘机提供一条龙服
务，包括电话预约、专人引导、“春晖敬
老”服务柜台和开通值机、安检、登机专
用通道等服务，同时，在主要的服务流
程区域张贴专门为老年旅客设计的候
机乘机流程路线图，更直观的为老年人
提供必要的指引服务。安检部今年还
推出了“慢安检”概念服务，在为老年人
提供过检服务的过程中“语气要缓、语
速要慢、动作要稳”，意在为老年人打造
舒缓的过检服务，减轻老年人过检时的
心理压力，还在安检通道配备了驻足
器，方便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过检使
用；在重大节日期间，组织青年志愿者
开展“爱老助行”快速过检活动，志愿者
们在安检待检区、安检通道外等区域帮
助老年人快速过检，为老年旅客打造节
日专属服务，获得了老年旅客及家人的
一致好评。

提升安检效能，给旅客带来安全与
舒适

安检作为机场主要服务窗口之一，
既要有检查的严肃性，又要有服务的文
明性。为规范安检员工在工作中的服
务标准，给旅客带来更好的过检体验，
安检部今年制定了“两个100”服务规
范，即方便旅客过检的100个小问题和
为旅客服务的100个小技巧，同时推出

“镜子工作法”，立足于基层员工，基本岗
位以及基础工作中的难点和风险点，立
意于站在对面看整体，汇集脚本，以安检
员饰演旅客的方式拍摄安全、服务情景
剧并进行培训学习，让员工更直观、更深
入的掌握各项服务标准。安检部持续深
入推行差异化安检，推进提升自助闸机、
人脸识别等先进设备的使用，开设女性
专用通道、儿童专用通道、特殊旅客通
道、无行李旅客通道等专用通道，通过实
际工作中的探索以及经验交流，不断强
化专用通道内的服务举措。

完善中转服务举措，提升中转服务
品质

烟台机场于2019年8月20日正式
推出烟台机场通程值机、跨航司中转服
务，并推出“六免、四惠、双享”的十二项
中转服务项目。为了给旅客提供更好的
中转服务，今年机场又推出“一奖励”的
中转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了“六免”中
的“免正餐”项目，为中转旅客提供应季
水果伴手礼或具有烟台当地特色的中转
餐食。对于晚到旅客中转时间紧张的情
况，中转柜台增加了专人引导服务，确
保旅客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登机口。机
场还多次与各航空公司协调，完善跨航
司中转旅客行李转运问题，做到各航司
行李直挂，切实为中转旅客提供便利。

提升货物、行李服务标准，给予它
们“旅客般”温暖

近年来，烟台机场不断打造和完善
“行李管家”服务品牌，从行李的交运至
装机，从行李的到达至交付，每一环节，
每一流程，机场都制定了详细的服务标
准及监管措施，为旅客的行李运输提供
像“管家”一样全方位、细致入微的服
务。货运分公司通过细化流程、增设专
岗、增加人员等方式，建立了进港鲜活
易腐货物快速提取程序，提升作业效
率，实现到达货物快速卸机、入库、提
取，尽量保证正常情况下国内鲜活易腐
货物到达后1小时内提取，普货90分钟
内提取。

执行新规落实新政，服务标准不打
折扣

9月1日，《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正式实施，烟台机场提前部
署，组织各服务保障部门对新规进行细
致的学习和解读，将旅客运输、行李运
输、航班超售、旅客投诉、各航空公司最
新发布的运输总条件及相关规定等方
面的变化，进行了差异化整理，对于相
关的的流程、标准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从而进一步规范了旅客服务秩序，更好
地维护了旅客的合法权益，切实让旅客
在烟台机场能够享受到更优质、更规范
的服务。

服务理念始于心，真情服务践于
行，烟台机场秉承“真情服务”的理念，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认真
做到服务有标准、服务有温度、服务有
实效，努力打造烟台机场专业化的服务
品牌，以优质的服务增强人民群众出行
的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

安全质量监查部

多措并举，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加强
一线工作人员自我防护，按照机场防控
办部署安排，人力资源部联合医疗急救
中心共同开展了规范化疫情防护及脱
消间消杀培训。自8月份开展定期培训
以来，共对集团公司及驻场单位的一线
保障人员进行了十三次防疫培训，起到
了较好的效果。

作为直接接触国际航班的一线保
障部门，货运分公司工作风险高、防护
任务重。为进一步增强货运员工的自
我防护能力，9月10日，医疗急救中心

组织医务人员前往货站开展防护服穿
脱货运专场培训。货运管理人员、一线
岗位员工、部分货运代理和航空公司人
员参加此次培训。

医务人员详细讲解示范了穿脱防
护服和脱消间脱摘的流程、七步洗手
法、含氯消毒剂的配置及浓度检测方法
和医疗垃圾的收集处置流程，重点强调
了防护用品发生破损或松脱时的应急
处置流程。在实操环节，大家积极配
合，相互交流并提出了操作过程中的疑
惑，医务人员对大家的提问进行了讲

解。在最后的现场考核中，参加培训的
67人均通过考核。

此次培训进一步加强了货运员工
的疫情防控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为
国际货运航班的顺利保障夯实了基
础。下一步，医疗急救中心将按照机
场防疫指挥中心培训组的需求，持续
关注疫情变化动态，继续开展疫情防
控的相关培训，不断提高广大员工的
防控意识和防疫技能，增强疫情防控
应急处突能力。

医疗急救中心 成姿

人力资源部联合医疗急救中心
组织货运专场脱消间消杀培训

9月17-18日，烟台机场开展2021
年度新进员工入职培训。机场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潘廷庆出席开班仪式并致
辞。来自航务保障部、运行保障部、旅
客服务保障部、安全检查部、场务保障

部、机务保障部、护卫保障部、建设管理
部、通信导航保障部、货运分公司和商
旅发展分公司等部门共计70名新进员
工参加了培训。

潘廷庆首先代表机场对新入职员

工表示祝贺和欢迎，并对他们提出四点
期望：一是要不断学习，提升工作能力，
适应民航“三高”职业要求，要向经验丰
富的老同志虚心请教，不断进步；二是
要遵章守纪，严格按规则办事，相信制
度的力量比人的直觉更加重要；三是要
搞好团结，多为他人着想，尊重领导，团
结同事；四是要注重形象，窗口单位员
工尤其要以身作则，注意礼貌，加强职
业素养，提升工作服务技能。

培训期间，人力资源部、安全质量
监查部等相关部门结合实际，从组织架
构、规章制度、安全教育、防疫知识、机
坪运行、消防安全、空防安保和网络安
全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讲解。
通过此次培训，让新入职员工加深了对
机场的了解，提高了安全意识和操作能
力，为他们更好地转变角色、调整心态、
适应环境、融入企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人力资源部 于丹

烟台机场开展2021年度新进员工入职培训
为进一

步强化应急
知识培训，
提高员工应
急 救 援 能
力 ，9 月 29
日上午，安
检部开展伤
员转运应急
救援专题培
训。此次培训采取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形式授
课，医疗人员重点讲解了突发紧急事件处置的知识与技
能。培训现场，由安检部组建的担架队按照应急演练计
划，演练了应急救援伤员转运等工作流程。

安全检查部 王永涛

为加强
应急处置能
力，护卫保
障部警卫科
与安保中心
按照“一周
一小练，一
月一大练，
一 季 一 检
验”的工作
要 求 ，于 9
月13日开展了围界人员入侵应急处置演练。上午10：30，
随着南灯光带围界安防系统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开始。
安保控制中心接到报警讯号，锁定摄像头查看发现有人使
用梯子攀爬围栏，值班人员立即报警卫科并展开联动，应
急小分队立即赶赴现场对入侵人员进行了有效处置。本
次有效提升了护卫保障部各科室的协调配合和联防联控
水平，切实增强了应急处突能力，为机场的安全运行保驾
护航。 护卫保障部 修威

为切实
保障烟台机
场冬季除冰
雪工作的顺
利进行，为
冬季旅客顺
畅出行保驾
护航，烟台
空港设备维
修有限公司
自9月22日起，对机场所属所有除冰车辆进行了冬季换季
保养工作。

针对除冰车围绕飞机运行的特点，结合往年除冰车辆
运维保障经验，公司重点检查了车辆的刹车、转向、灯光
（含安全警示灯）、雨刮器等系统，对相关部件进行了检修
和更换；对车辆发动机、电路控制系统、锅炉燃烧系统等进
行全面保养；同时对车身、厢体等易被雨雪腐蚀的部位进
行相关处理，确保所有车辆不“带病上岗”。

空港设备维修公司 李丹丹

为提升
地面服务质
量，规范新
进员工服务
礼 仪 ，9 月
22 日，客保
部邀请礼仪
老师现场教
学，从站姿、
坐姿、蹲姿、微笑服务、谈吐举止等方面对新员工进行服务
礼仪培训。此次培训使新进员工对服务礼仪有了全新的
认识，并为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中通过规范的服务来提高自
身素质和机场形象打下良好的基础。

旅客服务保障部 培训科

为践行
“真情服务”
理念，提升
服务品质，
商旅发展分
公司将以每
月或者每两
月一个主题
的形式，坚
持开展服务
质量提升专
项活动，通过全员参与、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规范贵宾服
务标准操作，提升服务保障的整体综合能力。9-10月，部
门在全体干部员工中开展“首看责任”服务质量提升月活
动，明确“首看责任”定义、职责、要求，并配合活动制定活
动清单、周报、总结。部门倡导商旅每一位干部员工都能
主动奉献、主动服务，以规范的服务礼仪，在服务工作中细
心观察，给旅客提供最大的帮助。

商旅发展分公司 综合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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