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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18日，机场集团公司开展2021年度新进员工入职培训。人力资源部会同安监部等相关
部门结合实际，从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公司级安全教育、防疫知识、机坪运行、消防安全、空防安保和网络
安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讲解。现摘取其中几篇优秀培训心得体会刊发，希望广大新进员工立足本
职岗位，弘扬和践行当代民航精神，把职业当成事业，做“有信念、有本领、有担当”的民航人，为奋力实现
省集团“双一流”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人力资源部

秋风渐起，秋思不息。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我怀揣着对天空
的热望和对未来的无限遐想走进了烟台机场。入职不久，集团
公司就为我们2021届“新生”上了“第一课”——新进员工入职
培训。各位领导深刻精彩的培训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安全”一直被认为是民航事业的生命线，是民航各项工作
的前提保证。“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经
过几天的培训，各部门领导的系统讲解让我初步认识到民航安
全的重要性，详细而具体的事例让我真切感受到所有的不安全
事件的背后都存在潜在的隐患，正是一个个极容易被忽视的细
节最终导致不安全事件的发生。经过两天的培训，学习各类安
全知识、常识和各项规章制度，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为何安全生产
始终贯穿民航工作的始终。安全生产既是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
保证，也是机场空管行业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果没有安全这一
前提，整个民航业的工作质量、个人的职业发展以及旅客的生命
健康都将归零。

每个民航一线从业者都是民航安全的第一道屏障，而这道
屏障的基石则是安全意识的树立。安全意识的树立来自于对自
身职责的理解，来自于对岗位使命的解读，来自于责任的自觉担
当。只有自觉履行责任，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确保安全。这就
要求我们在平时工作中就要在内心深处形成安全红线和底线，
逐步培养自己的安全意识。我们不能忽视每一个小细节、小差错。墨菲定律表明，每一件有可能发生的错误，
如果不重视，终将会发生惨剧。所以，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坚守安全底线，不碰安全红线。

这个桂花飘香的秋天，也是我们孕育能量成长的季节。虽然入职培训结束了，但是我们守护安全的旅途
才刚刚开始。我深知只有将理论同工作实践进行有力的结合，才能融会贯通，一步一个脚印地提升自己的业
务本领。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深刻牢记一位民航从业者的安全职责和使命：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做
一名本领过硬、作风优良的管制员，为烟台机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广袤的蓝天是飞机的舞台，也是我们心之所向，素履以往。未来的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全力以赴，
期待自己的勤奋与汗水，能浇灌出丰饶的花朵。 航务保障部 姜汶锋

在这次培训中我学到了很多，感触最深的就
是每位领导都强调的一个要求，就是学习。不论
在什么岗位上，应向单位的老同志学，向民航专业
知识学，只有一直怀揣敬畏之心和持续学习的能
力，拥有了专业的技能知识，才能立足岗位。

在工作中要遵章守纪，相信制度比人更准确
更重要。潘廷庆总经理提到了《中国机长》里的三
个敬畏：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安全是
民航业的生命线，一丝一毫都不能麻痹大意。我
今后在工作中，要积累安全保障经验，及时总结思
考，不折不扣地履行职责。潘总还提到，作为一名
刚刚入职的新员工，形象须干净整洁，工作时应多
替别人着想，多付出少议论，心有多大，舞台便有
多大！听了这番话让我受益良多，作为一名新进
员工对待工作必须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在岗位上
应该明白怎样才能干好本职工作，把工作做得尽
善尽美的同时，更要团结同事，对任何事都要有责
任心，不能简单地为工作而工作，做任何事都要用
心才行。

此次培训中的防疫知识培训也让我印象深刻，
一是让我了解了疫情之下医护人员的不易，二是让我学习了如何穿戴防护服并掌握防疫消杀的技
能知识。在课堂中，医务人员为新入职的员工演示如何穿戴防护服时，充分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
和职业操守，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也会牢记老师示范的防疫消杀方法。此次的培训还结合了一系列
的案例和法则，使我加深了对集团公司的了解，也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和奋斗目标！

在世界加速发展的同时，有这么好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踏踏实实，一
步一个脚印，才是慢慢实现我们心中的目标。 运行保障部 李怡萱

作为烟台机场的一名新员工，我参加了为期
两天的新进员工入职培训，在培训中，我深刻体会
到公司领导和同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四年前怀
着对民航事业的热爱，我报考了民航大学。等到雨
季刚过的时候，云从四面八方升起来，天顶闪过一
缕阳光，我们有各种选择，可以到各个方向去。我
在路口上停了很久，最后我怀着梦想与追求选择了
烟台机场。此刻，距入职已有半月余，感慨颇多。

这次短暂而紧张的学习，讲授的大量知识让
我如获至宝，从防疫知识到消防安全，从空防安保
到机坪安全，从网络安全到安全文化。起万米高
楼，必先强其根基。可见安全对于机场运行的重
要性，安全是整个民航事业的命脉所在，是建设民
航强国的根基。

更让我倍受鼓舞的是潘廷庆总经理对我们提
出的四点期望。一是勉励我们不断学习，提升工
作能力。民航业具有典型的“高技术、高投入、高
风险”的特性，也同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老话说：“业精于勤荒于嬉。”作为民航人，
应认识到只有勤学才能满足行业发展的要求，才
能推动民航强国的建设。二是遵章守纪，按规矩办事。老话还说：“行成于思毁于随。”慎行是行
业对于民航人的另一要求。规章制度是全人类在民航历史上总结的经验教训，每一条规则的背
后都是血和泪的教训，我们应相信制度规则比我们本身更加理性，按章办事比随意做事更能做出
正确的行为。三是要搞好团结。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团结协作是解决困难的最好办法，与其孤
军奋战不如团结协作。心齐才能劲足，劲足才能成事。身为机场的一员，我们只有紧密地团结在
一起，才能以更大的优势化解更多的困难。四是注重形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良好的企业
形象对于企业的发展相当重要。作为企业的一员，应深刻认识企业形象的重要性，加强职业素
养，提升服务技能。

这次培训给了我太多启迪和思考，在我刚刚起步的职业生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加激发
了我对民航事业的无限热爱。 通信导航保障部 崔林杰

金色的九月，
作为一名烟台机场
安全检查部的新员
工，我与其他同事
们一同参加了机场
集团公司举办的新
进员工入职培训。
通过这次培训我开
拓了视野，明晰了
对民航工作的认
识，对于即将踏上
新岗位的我来说，
这是一次非常珍贵
的学习机会。

作为一名民航
子女，从小长在民
航，见惯了父辈们
的忙碌与辛劳，感
觉或多或少对于空
防安全有些了解。
但是通过这次培
训，我认识到自己曾经的认知是多么的浅薄，要想真正坚守住空防
安全需要每一名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恪尽职守”这个
词看似平淡，在民航人面前却又显得那么深厚，守一日容易，守“日
复一日”却当真难得，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安全底线容不
得半点马虎。疫情还未彻底消退，疫情之下的空防安全更是任重
道远，民航职业没有个人和集体的分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
将时刻提醒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始终保持专注，对自己负责，也
对集体负责。

机场是一座城市的窗口，服务就是这个窗口的名片。通过本
次培训，我也认识到在服务方面，我的技巧和经验是不足的。我会
虚心向老同志们请教学习，提升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倾注满
腔真情，让旅客满意在机场、满意在烟台，努力为机场、为家乡贡献
自己绵薄的力量。

也许，今天的自己距离做一名合格的民航人还是有一定的差
距，但我会尽快的让自己成长起来，融入烟台机场的这个大家庭，
延续流淌在血液中的民航人的精神，毅然勇往，不负梦想。

安全检查部潘坤鑫

两天的入职培训让我对机场的文化以及各部门的职责有
了全面的了解，潘总强调的“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更
让我认清了民航人的责任之重。

我在护卫保障部监护一科就职，这次培训让我收获满满。
当前国内的疫情形势依然不容疏忽，能够系统学习防疫知识、
正确穿脱防护服，对我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消防安全和空
防安全更是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之前未接受过消防安全培训，
经过此次授课，我对消防安全有了更为深刻和系统的认知；空
防安全课程让我全面了解航空安保的发展历程以及机场的安
保运行模式，让我对自己的工作职责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后续
的机坪运行和网络安全知识，也都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感触最
深的是烟台机场的企业文化、烟台机场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
绩，从学习中，我愈发感受到机场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使命担
当，更为自己成为一名民航人感到自豪。

通过此次系统的培训，我更全面了解了机场工作的特点，
也深感自己岗位工作的责任重大。我会以此次培训为起点，以

“三个敬畏”为行动指南，不负青春韶华，为机场的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

护卫保障部 王阳

为期两天的公司培训结束了，作为一名刚刚
入职的新员工，感觉受益匪浅。这次培训的授课
人多为公司领导，足见公司对这次培训和我们这
些新员工的重视。那一页一页的PPT，一页一页的
讲稿，无不体现着一种严谨、认真、负责的精神，经
验值得我们好好吸取，精神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这会是我们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这两天的培训中，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所在
的机场，它的规模、占地面积以及未来的发展规
划。潘总提出的“持续学习，遵章守规，加强团结，
讲究形象”这四大要点，都是我们所需要重视的关
键点。此外，我们还学习了防疫知识、航空安保、
消防安全、机坪运行、网络安全等内容。

我也总结了一些在日后的工作中需要做到的
点：人要学会感恩，感恩父母，感谢老师，感谢领
导，甚至要感谢自己的对手，要怀着一颗温暖而又
感恩的心去面对一切，去做所有的事情；要有事业
心，把工作当作事业对待，踏踏实实，荣辱与共，才
会共同提高，共铸辉煌；有付出心，没有付出就没
有收获，先付出，后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要
重视学习，学习决定成长，学习的速度决定了成长的速度，现在的学习很快就会有回报，俗话说，
活到老，学到老。

总的来说，这次培训让我学习到很多之前没接触过的知识，也了解了在未来工作当中所需要
注意的重点，真的是受益匪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将小事做细，注重在做事的细节中找到机
会，使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 旅客服务保障部 王嘉欣

我叫丁伟航，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亦是场务
保障部净空管控科的一名新员工，非常荣幸能够
加入烟台机场这个大家庭。以下是我入职以来的
心得体会：

一是提高认识，树立正确价值观。入职以来，
领导、同事经常教育引导我要好好工作，珍惜工作
机遇。通过参加公司的入职培训，让我更加深切
感受到能来烟台机场工作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人生
机遇。我将珍惜这个机遇，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锤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尽快实现从一名退
伍军人到一名合格员工的转变，为机场集团公司
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是服从管理，守好个人责任田。为期两天
的培训，在让我了解公司发展现状、战略布局、部
门分布、部门职责的同时，也让我清醒认识到新员
工角色转变的重要性，看到了自己能力素质方面
存在的差距及今后的努力方向。下一步，我将认
真学习掌握公司各类规章制度，坚决服从管理，做
到“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完成好领导交
代的各项工作任务，以工作实绩回馈领导同事们
的信任与帮助。

三是协作配合，凝聚团队向心力。场务保障部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净空管控科是个友爱的奋
进团队。我深刻体会到了团队精神和团结的力量，体会到了个人与团队的关系。今后，我将更加
积极主动地融入团队，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诚实做人，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场道保障人员。

四是警钟长鸣，绷紧安全生产弦。入职以来，我深刻体会到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前提。作为场
务保障部净空管控科的一员，我们的职责使命就是保障航班运行安全。我将始终保持“防患于未
然”的谨慎态度，严守安全底线，为守护机场蓝天、保障飞行安全作出贡献。

“认真做事可以把事做成，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大力弘扬部队优
良传统，保持军人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学习能力，提升业务素质，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用自
己的努力和汗水，为机场蓬勃发展做出贡献。 场务保障部 丁伟航

满怀着对民航
工作的期待，我加
入了烟台机场这个
大家庭。作为一名
新进员工，我参加
了为期两天的入职
培训。以下是我参
加培训的个人心得
体会。

一、充实知识、
提升技能。在对机
场有了初步了解
后，我们聆听了潘
总的教诲，让我们
对未来的职业生涯
有了明确的方向。
在岗位上要虚心学
习，才能让我们不
断进步。在职场中
的学习，已经不同
于校园的，是多方位、多角度的，我们要向前辈学习，学习他们的经
验与长处；要学习机场安全、空防等相关规章，才能适应这些在未
来这个与规章息息相关的岗位；要学习相关的生存技巧，进入职场
就是迈入社会，生存技巧能让我们独立，让我们找到自己的人生价
值所在。

二、强化安全、提升意识。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从防疫、消
防、空防、机坪运行、网络安全、安全文化六个方面进行培训。如此
全方位的安全培训，为我敲响了安全警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民
航工作者身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安全职责重于泰山。全方位的
培训，让民航安全知识体系，以从未出现过的清晰形态展现在眼
前，层出不穷的真实案例 不断震慑着我们的心灵。我看到一丝丝
的马虎大意，就给人民带去生命财产的隐患，也看到了扎实掌握安
全知识就能杜绝隐患，挽救生命。

三、立足本职、服务货运。我所在货运分公司的安全管理也从
未松懈，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首要的工作去抓。质控部门严抓安
全巡查，检查各业务流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收运岗位开箱验货更
是从未松懈，进出港柜台人员严格落实实名制办理业务。疫情期
间，我们更加严谨，每周两到三次的核酸检测从未间断。货运营业
厅加强人员管控，安排专人对来往的收发货人进行体温检测和健
康码查验，对于非办理业务人员非必要，不让进出。国际货机保障
组的同事们更是“舍小家，为大家”，执行“14+7+7”的工作模式，确
保货机航线的正常运营。

培训虽已结束，但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必将虚心向前辈请教，从小事做起，积累经验实现成长，尽快融
入机场这个大家庭。我会从脚下出发，踏实每一步，用勤劳和努力
为机场发展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货运分公司 卞怡文

在短短两天时间里，我参加了公司组织的入职培训，其中
包含了入职教育，防疫知识培训，消防安全教育，空防安保教
育，机坪运行安全，网络安全教育，安全文化等内容。

开课仪式在人力资源部杨部长对新员工的美好祝愿下开
启，第一讲由人力资源部于丹科长为我们讲解员工的入职教
育，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组织架构、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等
内容，让我了解到职业发展的路径以及福利待遇，职称评定等
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让我对烟台机场有了更深的认识。潘
总在“遵章守纪、加强团结、不断学习、注重形象”等方面的讲
解，让我更加明确了如何快速地适应工作岗位。他那句“民航
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其发达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
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反映了当地的经济竞争力”让我明白了所
从事这个行业的重要性，明白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必须
努力工作、脚踏实地，树立一个目标并为之奋斗。防疫培训
中，医务人员认真负责地向我们展示了“消杀间的使用”，“七
步洗手法”以及应急处置办法等；空防安保教育从911事件入
手，通过对真实案例的讲解和分析，增强了我们空防安全的意
识；消防安全教育从火灾的根源、消防器材的使用办法、灭火
器的日常维护、不同火灾的扑救方法，自救逃生知识技能等几
个方面来介绍消防安全的具体内容；网络安全教育通过对空
管自动化、自查制度、风险评估、应急管理制度和一些真实案件的说明，让我对网络安全有了全新的认识；机坪
运行教员向我们说明了作业人员、机坪车辆、地面标志物的具体操作规范，让我们杜绝违章行为；安全文化教
育通过“川航8633”事件让我明白“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的重要性。

通过岗前的系统培训，我对烟台机场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我以后的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将以实际
行动与烟台机场共同进步。 商旅发展分公司 张博骏

这次培训给了我一次终身难忘的经历，更给
了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下是我对这次培训
活动的心得体会：

一、安全是机场运行的重中之重。安全问题
覆盖方方面面，包括机坪安全，空防安全，消防安
全，网络安全和防疫安全等各个方面。正如潘总
所提的“墨菲定律”那样，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
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我这几天
看到新闻，为了神州12号顺利返航，地面工作人
员预设了六大类32项极端情况，准备了7种搜救
战法，构建了200多种应急预案。那么在日常的工
作中，我也应该做到想得更多一点，多准备一套应
急方案。

二、要树立不断学习的观念。在我看来，作为
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初学者，工作就是一个不断学
习、不断积累，深入了解与开发自己的过程。总感
觉工作上的事都很简单，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
还是有一窍不通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学习
讲解，之前自己怎么都想不明白的事情在学习后，
都能豁然开朗、迎刃而解。

三、要加强团结。团队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是干好工作的基础。如果团队里每一个成员不
能相互协作、共同努力，整个团队就像一艘孤舟，难以远航。正如川航U8633机组所做的那样，所
有机组成员在发生险情后都沉着冷静，机长在第一时间就稳住了飞机，第二机长发现险情后就马
上到驾驶室协助机长，乘务人员安抚乘客的情绪，正是机组团队之间相互信任、相互配合才能创
造出“中国机长”的奇迹。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岗位，踏实工作，勤奋学习，使
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心、有奉献精神的合格员工。 二期办信息化部 王琛

集团公司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新员工尽快适应
公司环境与工作岗位，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入
职培训课程。为期两天的培训结束了，培训内容很
精彩、很难忘，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笔财富。

培训让我们对烟台机场有了深入的了解，从
原先莱山机场的建立、通航，到现在的烟台蓬莱国
际机场。从旅客吞吐量几万到2019年的旅客吞
吐量超过千万，离不开每一位默默奉献的保障人
员。这次培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感触最深的
还是每位领导基本都提到的一个要求，那就是学
习、学习、再学习。学习不仅仅是要钻研本岗位的
知识，还要对其他部门的工作、职责有一定的了
解，比如当天医疗人员还对防护服穿脱及注意事
项进行了现场示范，就让我们了解到穿脱防护服
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先要做好手部消毒。防护服
穿着前一定要做足检查工作，不能单凭个人经验，
否则会造成严重的风险隐患。

此次培训，我感悟颇多。更重要的是让我树
立了奋斗目标，“水不流则腐，人不进则退”，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为
适应机场不断发展的需求持续完善自已，争取为烟台机场的发展作出贡献。 机务保障部李枫

怀揣青春梦想 坚定民航信念 打造过硬本领 助力机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