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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特刊 综合

烟台机场开展不安全事件案例分析
暨警示教育学习会议
为总结应急管理工作经验和教训，强 要求,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持续开展
化全员的安全责任意识和遵章守纪意识， 不安全事件案例分析总结和应急处置培
10 月 18 日，烟台机场组织开展不安全事 训演练，不断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严格信
件案例分析暨警示教育学习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了《阿克苏机场“8.29”
事件应急救援情况的通报》，对阿克苏机
场应急救援中暴露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
讲评。随后，会议围绕人员安全意识、领
导值班制度、信息通报流程、设施设备使
用、应急预案和处置措施等方面对本场应
急管理工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要求进一
步明确各应急救援部门在突发不安全事
件中的职能职责，同时结合本次事件举一
反三、以案为鉴，从自身在应急救援的工
作职责、信息传递、流程衔接等方面查摆
问题和不足。
烟台机场将持续贯彻落实民航局、省
机场集团关于航空安全工作相关精神和

息传递和报送机制，切实抓好各类应急演
练工作，
夯实机场安全运行基础。
安全质量监查部 谢冲

烟台机场开展国庆期间专项
安全隐患排查及督导检查工作
为持续强化 2021 年国庆假期期间安
全管控及疫情防控工作，烟台机场围绕防
汛防大风、道路交通安全以及机坪运行等
三方面持续开展了专项安全隐患排查及
督导检查工作。
一是，针对市气象台 10 月 3 日发布的
大风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烟台机场

高度重视，立即向机场各部门下发天气预
警警示，机场有关负责人深入一线，对飞
行区、场区和设备机房等重要保障设施的
排水系统、防洪渠以及低洼部位进行疏通
检查，巡视室外设施设备的加固和飞行区
内设施设备的系留，指导部门进一步强化
了值班力量，严把运行标准和现场运行管
理，
确保了机场运行安全平稳。
二是，国庆期间，由机场领导带队，安
监部、交警大队、运行保障部、护卫保障部
组成联合检查组，在机场控制区内设立两
处检查位置，主要针对酒驾、醉驾、超速、
无证驾驶等机场控制区内交通违法违规
行为进行检查，并随机抽取了 26 辆保障车
辆进行重点检查，未发现违规情况，进一
步强化了机场控制区内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
三是，为进一步规范机场机坪运行安

全，防止发生类似刮碰事件，国庆期间，烟
台机场采取“多手段、多途径、多时段”的
方式，重点对特种车辆靠机作业、机坪车
辆运行、机坪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机坪人
员证件佩戴、货物装卸、机坪运行管理等
方面进行了专项督查。此次专项督查坚
持问题导向，进一步规范了一线作业人员
遵章守纪安全行为，减少了机坪运行安全
隐患，充分调动了机坪各相关单位的管理
主动性。期间，督查组针对检查结果向相
关单位提出限时整改要求，确保排查出的
隐患点得到闭环管理，有效维护了机坪安
全、顺畅的运行状态。
下一步，烟台机场将继续贯彻省机场
集团各项工作要求，持续落实各项监督检
查机制，进一步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积极推进多项安全整顿活动，确保机场运
行安全平稳。 安全质量监查部 蒋文俊

学习新规则
备战冰雪季
10 月 28 日，华东管理局、浦东机场、华东飞服情
报中心在上海联合召开华东地区启用新版航行通告工
作直播视频宣贯会议。烟台机场副总经理王晓平、航
务保障部飞行服务科全体非值班人员、部分塔台管制
员、场务保障部门场道维护人员集中收看了直播。
会议宣贯了《运输机场运输机场跑道表面状况评估
和通报规则》，讲解了实施跑道状况报告格式（GRFRCR）的意义、定义、目标、相关部门及职能，并对评估
与通报各条款做了详尽的解读；华东飞服情报中心对
《雪情通告编发规范》的重要节点作了详细解读，
内容包
括新版雪情通告新格式的主要变化、通过 CNMS 系统
拍发雪情通告的注意事项、接受处理雪情通告的注意
事项，以及部分航空公司及其他用户问题解答。
视频会议后，王晓平副总经理要求各部门全员认
真学习《新版雪情通告拍发规定》，扎实抓牢、细化、量
化冬季除冰雪工作，加强实战演练，要求场务部与塔
台、飞行服务科多沟通、协调、全力保障好冰雪天气下
的航班运行安全。
航务保障部 盛春子 程玲

图片新闻

10 月 25 日，商旅发展分公司党支部在 613 会
议室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接受“弘扬红船精神 践
行初心使命”党课，引导党员在继承和弘扬“红船
精神”的道路上永葆党的先进性，进一步激发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立足岗位、拼搏进取，在安全、服
务、
经营、
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以实际行动在推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展
作为、
立新功。
商旅发展分公司 郑子研

烟台机场开展
“十一”
航空安保测试
为进一步加强航空安保质量控制，根
据年度安保质量计划安排，结合近期业内
不安全事件，烟台机场副总经理王国栋组
织机场航空安保委员会办公室对烟台机
场安保设施设备、措施和程序有效性进行
了航空安保测试。
测试严格按照安保测试管理规范实
施，重点围绕机场旅客安检、工作人员安

检、道口安检、围界安防等的工作流程、
岗位操作标准、设施设备管理等方面开
展。测试过程中，测试人员携带有效证
件和航空保安测试单，详细做好测试书
面记录，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和缺陷，及
时告知有关人员相关的法规标准，确保以
全面、客观、准确的角度验证日常安保运
行措施有效性，及时发现潜在的安保风险

和隐患。
通过测试，进一步提升了机场安保人
员敏感性和遵章守纪意识。下一步，烟台
机场将持续提高暗访测试在日常监管中
的比重，不断提高监管效能和质量，切实
落实对机场安保设施设备建设、使用情况
的持续监督检查，
确保机场空防安全。
安全质量监查部 谢冲

烟台机场组织开展
“基础管理提升月”
培训
为进一步夯实安全基础，推行基础管 合分析对比，力求帮助参训人员理解和掌
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10 月 11 日,烟台 握工作要点，切实提升各部门基础工作管
机场组织开展“基础管理提升月”活动集 理能力，为在机场范围内全面推行基础工
中业务培训。烟台机场副总经理王晓平 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打好基础。
以及航务、运保、通导、机务、安检等相关
本次集中业务培训内容贴近机场各
部门干部员工共计 71 人参加培训。
部门基层工作实际需求，
统一了工作手册、
本次培训重点围绕工作手册规范化 双重预防体系、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管理
管理、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体 工作的结构形式和实施标准，对推动机场
系”建设、安全教育培训标准化管理等方 “基础管理提升月”活动深入开展、取得实
面展开，培训过程中结合具体案例进行综 效起到积极作用。安全质量监查部 张高红

10 月 8 日上午，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
毕，烟台机场二期航站楼 A 指廊混凝土结构顺利
封顶，
标志着二期航站楼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下
步工程将陆续进入钢结构安装阶段。机场 T2 航
站楼工程自去年 12 月 8 日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
单位克服种种困难，
针对工期紧、
任务重的特点,将
施工工序分解,工期进度倒排,严格控制施工节点,
确保施工有效推进。
二期办工程一部 张博瑞

晨曦含笑春晖暖，真情服务映夕阳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
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自去年交
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等七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的通知》
后，旅客服务保障部旅客服务科提供了一
系列便利服务，帮助老年旅客跨越数字鸿
沟。
旅客服务保障部成立“春晖为老”服
务队，始终坚持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

人的一切”为根本方针，以“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的精神为宗旨，力争打造行
业标杆。客保部创新性地为老人定制了
颜色鲜明的“春晖为老”服务小黄帽，使旅
客无论在哪里，都会得到客保部工作人员
的关注和主动帮助。在服务过程中，客保
部强调要更加仔细，要有耐心，语气要缓，
动作要稳，特别是要尊重老年旅客的意
愿，让他们更加通畅便捷的出行。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加剧了老年旅客使用电子

产品的负担，旅客服务科落实真情服务理
念，抓住老年旅客核心需求，悉心为老人
提供帮助。
人终将老去，爱和尊重却不能衰退。
让科技进步和智慧出行惠及包括老年人
在内的所有特殊群体，是我们乃至整个民
航服务不断提升的方向。让我们用微笑
迎接春晖，
迎接民航美好的明天！
旅客服务保障部 旅客服务科

车辆服务保障科圆满完成会议保障任务
10 月 20 日，烟台机场开展 2021 年应
急救援综合演练，省集团领导和各权属机
场领导前来现场观摩并开展研讨会。为
了做好这次重要演练的接待工作，综合保
障部车辆服务保障科高度重视，科室召开

动员会，从思想认识、组织领导、人员配备
等方面做了精心安排，要求全体驾驶员强
化安全意识，提高服务意识，充分发挥积
极主动性，高质量地完成大会的保障任
务。会议保障期间，科室全体驾驶员统一

着装，时刻保持车容整洁、车况良好，注意
文明礼貌，提供了准时准点、热情周到的
服务，
最终顺利完成了保障任务。
综合保障部 陈冠雨

10 月 25 日，9 点 38 分，通信导航保障部通信
科接到运行指挥科反映，某航班于 115 号廊桥出
现 GPS 信号丢失，影响旅客的正点出行。通信科
迅速派出人员携设备赶往现场进行排查监测，技
术人员在廊桥下以及廊桥向航站楼方向依次排
查疑似干扰点，未发现 GPS 信号干扰源。经与周
围廊桥停靠航班的沟通，技术人员了解到其他廊
桥航班均未出现 GPS 信号丢失现象，于是建议机
务将飞机推出廊桥，再检查 GPS 信号是否正常。
经检查，飞机推出后 GPS 信号依然未恢复，从而
确定此次 GPS 信号丢失事件为机载设备故障所
致。至此，
此次疑似 GPS 干扰事件被成功排除。
通信导航保障部 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