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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特刊 现场

ADS-B新技术应用试点场面管理系统项目推进会顺利召开
10 月 9 日，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在烟台机场组织召开了 ADS-B 新
技术应用试点场面管理系统项目研
发推进会。华东管理局通导处郭众
处长、沈建中调研员，集团安全总监
李善财，烟台机场党委副书记吴红

光、副总经理王晓平和温州空管站、
中电 28 所南京莱斯信息公司等单位
领导、专家以及烟台机场相关单位负
责人出席了会议。
2018 年 2 月，烟台机场被民航华
东地区管理局确定为 ADS-B/北斗

新技术应用试点单位，并结合智慧机
场建设，确定了 ADS-B 管制以及跑
道防侵入等试点项目。项目由中电
28 所南京莱斯信息公司联合温州空
管站、中航工业 615 所等单位研发推
进，旨在集各单位技术、经验优势为
一体，研究解决当前中小机场航班运
行保障中的一些难点问题，为地方中
小机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保障模
式和管理经验。
此次会议介绍了研发项目中几
个子项的验证情况，并对目前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研讨，同时就可变指示牌
的控制逻辑技术方案达成了一致意
见。会议充分肯定了前期试点工作
取得的成果，确定了后续的工作思路
和进度要求,为进一步推进烟台机场
ADS-B 新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通信导航保障部 王洪亮

烟台机场开展 2021 年第二次
“茶歇时光”
活动
为职工办实事
按照烟台机场党委党史学习教 方案，当场给职工代表作了答复解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方案 释，职工代表均表示认可满意。工会
部署要求，为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 办公室对整个过程进行了记录，以
办实事”实践活动，烟台机场工会于 “一事一单”的形式 ，反馈给各相关
10 月 28 日开展了 2021 年第二次“茶 责任部门进行落实。
歇时光”活动，由公司党委副书记、副
活动最后，潘廷庆总经理在总结
董事长、工会主席吴红光主持，邀请 讲话中谈了四点意见：
了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潘
一是，感谢各分会职工对机场发
廷庆，人力资源部、建设管理部、实业 展的关心关注和支持，能够充分发挥
分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职工代 主人翁精神，积极反映公司发展过程
表共 18 人参加。
中需要解决的各方面问题。机场党委
参加活动的职工代表积极发言， 对职工提出的意见建议高度重视，想
就职工工作、生活、劳动保护等方面 法设法解决好职工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提出了 12 条意见和建议。潘廷庆总 揪心事，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创
经理认真听取了职工代表提出的每 造性，
实现企业和员工共赢发展。
一条意见建议，与相关部门负责人现
二是，今年第一次“茶歇时光”活
场研究讨论，拿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 动职工代表提出的 5 条意见建议都

落实并回复了，这次职工代表提出的
12 条意见建议各责任部门要按照职
责分工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并抓好落
实，暂时不具备条件或暂时不能解决
的事项要配合工会做好解释工作，争
取职工的理解支持。
三是，这次“茶歇时光”活动是机
场工会按照机场党委党史学习教育
的安排部署，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有力举措，通过现场面对
面征求职工代表意见、工会与行政沟
通协商的方式，让职工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下把诉求意见表达出来，并在最
短时间内得到答复解决，达到了“聆
听心声，维护权益，促进和谐，推动发
展”
的目的。
四是，马上到年底了，安全服务、
运行保障、生产经营、疫情防控等各
项工作任务异常繁重，希望各位职工
代表发挥带头作用，进一步增强紧迫
感危机感责任感，绷紧安全弦，落实
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提高服务保障
水平，
为机场发展多做贡献。
吴红光主席要求工会办持续跟
进意见建议的落实整改情况，及时给
各分会做好反馈。表示今后机场工
会将继续紧紧围绕中心工作，通过
“茶歇时光”活动等多种形式，及时听
取职工意见建议，多为职工办实事、
解难事、做好事，提升职工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促进烟台机场高质量发展。
工会办公室 牟东梅

烟台机场顺利通过“2021 年平安民航”建设考核
10 月 12 日下午，山东省公安厅
机场分局李军副局长一行 6 人，对烟
台机场 2021 年“平安民航”建设情况
进行年度考核。烟台机场总经理潘
廷庆、副总经理王国栋、机场分局副
局长邢元刚和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出

席了本次会议。
会上，王国栋副总经理就烟台机
场“平安民航”建设开展情况、教育培
训工作、作风建设工作、安保设施设
备情况等多个方面向考核组做了总
体汇报。汇报后，李军副局长对机场
安保方面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他指出
要立足民航运输和
安全生产，强化机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着力构建以治安防
控 、空 中 安 保 、内 部
保 卫 、监 督 管 理 、严
格执法、安全检查以
及货运管理为重点
工 作 的“ 平 安 民 航 ”
建设体系，从细节入
手结合机场发展推

10 月 25 日，烟台观海宠物有限公司正式与烟台
机场货运销售有限公司签订国际运输合同。此次合
作将产生巨大的引流作用，作为国内宠物跨国运输
的先行者，该企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将为烟台机场
其他国内国际运输业务的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
该企业在宠物包装、
安全措施、
地面服务等各方面的
运输经验将为烟台机场提供借鉴经验，提升机场在
宠物国内国际运输业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
对烟台机场扩大业务经营范围和稳定国际洲际航线
运营产生积极作用。
货运分公司 付晓云

进机场安全保卫工作科技应用创新。
会后，考核组依据《2021 年“平
安民航”建设工作考核表》通过查阅
台帐、现场查看、现场访谈等方式逐
项对照检查，巡查了机场二期建设、
公共区域防冲撞设施、机场道口管
理、围界、安保控制中心等。考核组
成员现场重点查看了安检、货运库
区、油料、航食等重点区域，对人员培
训、安保反恐措施的执行、设施设备
配备、作风建设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检查。
烟台机场将以此次考核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平安民航”建设长效机
制，助力“四型”机场建设，保障机场
安全，服务机场发展，不断完善机场
空防安全、消防安全、反恐保障、综合
治理各项机制，不断提升空防安全保
障能力。
安全质量监查部 谢冲

烟台机场召开服务工作调度会

为持续做好基础服务工作提 务意识，统一思想，勇于担当，通
升，开展好旅客服务质量体系建设 过不断自我学习，提升对服务工
活动，10 月 22 日，烟台机场党委 作的管理水平及现场复杂问题处
副书记、总经理潘廷庆，
党委委员、 置 的 技 巧 和 能 力 。 各 部 门 要 以
副总经理王国栋组织各服务保障 “旅客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为
部门召开了服务工作调度会。
抓手，建立服务质量风险管控机
会上，机场客保、安检、商旅、 制，将服务风险由被动处置转变
货运、建管、实业、航空国旅等部 为主动预防。
门就服务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不
潘廷庆总经理强调，服务工
足进行了分析，并汇报了下一阶 作 贯 穿 机 场 运 行 保 障 的 各 个 环
段服务工作计划；安监部对《烟台 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服务质量
机场旅客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提升工作，加强岗位技能培训和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进行了宣贯， 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勇于担
并对前三季度旅客投诉情况及日 当、敢于作为，
“ 靠前一步，多想一
常服务监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 点，多做一点”，积极响应旅客诉
总结、分析。
求，扎实做好基础服务。同时，各
王国栋副总经理对机场服务 部门应深挖自身潜能，不断创新
工 作 提 升 提 出 具 体 要 求 。 他 指 服务理念，提高服务标准，提升服
出，各单位应加强对新进员工、外 务意识，持续加强服务品牌建设，
包单位人员服务意识、服务标准 积极推进新技术在机场服务保障
和服务教育方面的培训。管理人 中的投入及应用。
员应强化责任意识和“一体化”服
安全质量监查部 周震

烟台机场纪委
召开纪检工作培训会议

10 月 28 日，烟台机场纪委组
织召开纪检工作培训会议，烟台机
场纪委书记梁志强同志主持会议，
公司纪委委员、专职纪检干部、各
支部纪检委员和兼职纪检监督员
参会。
会上传达学习了省纪委领导
到省机场集团调研时的讲话和省
机场集团公司纪委书记任前培训
班会议精神，学习了《山东省机场
管理集团兼职纪检监督员管理办
法》，4 个党支部纪检委员简要汇
报工作开展情况，组织观看了党风
廉政教育视频。梁志强书记强调，
壮大纪检人员队伍体现了上级党
委、纪委对纪检监督工作的高度重

视，希望大家认真工作，努力发挥
好“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
发展”
的职责。
梁志强同志在总结讲话中指
出，培训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工作，
各位纪检委员和兼职纪检监督员
要勤学习、多思考、善总结，把学
习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提
升综合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本
领；找准纪检监督工作与中心工
作的结合点，抓好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
的落实和督查；强化自律意识，以
严谨的工作作风、务实的工作精
神、清廉的处世原则，树立纪检人
员良好形象。纪检工作部 张晓莉

为进一步
夯实安全基础，
推动安全检查
部的基础管理
工作走深走实，
根据烟台机场
《“ 基 础 管 理 提
升月”活动实施
方 案》要 求 ，安
全检查部各科
室通过梳理规
章标准、
完善工作手册、
规范台账管理、
开展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
强化
安全教育和业务培训、锤炼应急处置能力等方式，多措并举，促进安全
检查部基础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安全检查部 陈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