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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暑暑运运，，我我们们来来了了

近日，山航2 0 1 8年暑
运志愿者培训如期召开，
来自山航集团、股份驻济
单位60余名志愿者代表参
加了培训，培训由山航股
份团委书记田睿主持。山
航2018年志愿服务暑运活
动正式开始，山航各分公
司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同 步 启
动。

田睿介绍了暑运志愿
服务活动的总体情况和活
动内容，本次活动要求志

愿者全部进入控制区服务
旅客，志愿者主要协助做
好安检口和登机口的旅客
引导与保障工作，尤其是
轮椅旅客和“鲁雁宝贝”无
陪儿童特色服务。山航地
服部礼仪教员讲解了地面
服务规范、标准，要求志愿
者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
注 意 仪 表 仪 态 和 礼 貌 用
语；山航地服部服务主任
培训了业务保障流程和注
意事项；山航营销委员工

介绍了“纵情一夏，快乐出
发”抽奖活动操作流程。

礼仪和业务培训结束
后，山航地服部工作人员
带领志愿者参观了济南国
际机场出发大厅，并对相
关职能布局进行了详细介
绍。自当天下午开始，志愿
者们将身穿带有山东航空
青年志愿者标识的红色马
甲与地面服务人员一道为
广大旅客服务。

(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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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山航运行控制
中心总签派室党支部结合
山航党建工作要求和部门
业务实际，组织支委成员、
党小组长和优秀党员代表
走进空军济南基地航管气
象处驻地，联合开展了“温
馨关爱进军营 筑牢作风
强党性”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双方先后介绍
了自身职能、基本业务流程
和党建工作开展概况，并就
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开展
进行了深入交流。山航运
行控制中心总签派室党支
部首先向空军济南基地航
管气象处党员干部介绍了
山航概况和运行控制中心
业务职能，并根据党建工
作开展实际，从“落实组织
生活制度”、“深化开展整
章建制”、“关注员工思想
动态”、“开展典型选树活

动 ”、“ 狠 抓 党 风 廉 政 建
设”、“抓好后备力量培养”
六个方面详细解读了党建
工作开展状况，介绍了队
伍思想管控和组织建设的
方法。随后，空军济南基地
航管气象处党支部介绍了
军改后军区概况、航管气
象处职能与辖区范围，陈
述了航管气象处党支部党
建工作开展的方式方法，
并分享了部队在思想政治
教育及作风建设方面的做
法与经验。

基 本 情 况 介 绍 完 毕
后，双方进一步交流了业
务工作和党建工作，就各
自关心的业务流程进行了
探讨和明确，并就各自党
建促业务的具体做法进行
了深入沟通。活动中山航
运行控制中心总签派室党
支部参与活动人员实地参

观了空军济南基地航气处
管制大厅，熟悉了航气处
管制员工作环境，了解了
航气处管制各席位工作职
责，有助于双方今后在业
务联系中更加顺畅地沟通
协调。活动最后，山航运行
控制中心总签派室党支部
向空军济南基地航空气象
处 官 兵 送 去 了 节 日 的 祝
福，并赠送了夏季防暑慰
问物品。

通过开展“温馨关爱进
军营 筑牢作风强党性”主
题党日活动，进一步促进了
军民双方的互相了解，也深
入学习了部队作风建设的
方法与经验，有助于增强支
部党员干部的“四个意识”，
坚定党员正确的政治思想，
强化党员宗旨观念，进一步
激发党员干事创业、创先争
优的热情。

温温馨馨关关爱爱进进军军营营 筑筑牢牢作作风风强强党党性性

7月26日，民航重庆监管局组
织区域各航空单位参加刘传健机
长先进事迹报告会，重庆机场集
团、民航重庆空管分局以及十余
家航空公司共计约700人参加了
此次报告会。山航重庆分公司组
织区域没有生产任务的50名员工
参加。

会议由民航重庆监管局党委
书记、局长庞海东主持，庞局长介
绍了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公司
3U8633航班的飞行历程，以刘传
健机长为首的当班机组临危不
乱，正确处置，操纵飞机在成都双
流机场安全备降，确保了机上119

名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的安全。6
月8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四川省
政府联合召开了表彰大会，授予
3U8633航班机组“中国民航英雄
机组”称号，授予刘传健机长“中
国民航英雄机长”荣誉称号。

会上，刘传健讲述了那段亲
身经历，并号召与会人员加强理
论知识学习，加强实践操作，夯实
基础技能，拓宽知识层面。

会后，山航重庆分公司总经
理、党委书记与川航重庆分公司
党委书记见面，就双方的运行情
况进行了亲切交流，加强了联系
和协作。 (张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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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山东太古成功向
波音公司交付全球首架波音
737-800 BCF飞机，用户是阿
尔及利亚航空公司。

此次交付标志着山东太古
与波音公司合作的顺利开始。
今年，山东太古为波音公司同
时开设两条改装生产线，将陆
续完成并交付7架波音737-
800 BCF飞机。明年，双方决定
进一步加深在客改货方面的全
面合作，山东太古将为波音公
司提供四条生产线用于支持波
音737-800BCF项目。(耿文朋)

夏夏日日正正浓浓 莲莲花花生生香香

7月23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大暑，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山
航鲁雁乘务组邀请旅客来机上消
暑纳凉。

飞机平飞后，乘务组为旅客
广播了大暑的来历、民间的习俗。
之后为旅客提供了精心准备的姜

枣茶。在旅客们品茶之际，乘务组
邀请旅客参与大暑节气知识互动
问答和古诗吟诵。积极参与活动
的旅客得到了乘务组精心准备的
报平安寓意竹、节节高升的油纸
伞和降温贴。

(滕晓宇)

山山航航首首获获国国家家专专利利奖奖
与与国国家家软软件件著著作作权权

近日，山航自主研发的《航
空数据中心机房空调防絮降温
系统》获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正
式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山航
自主研发的《飞行品质日常监测
管理系统》《QAR全参数译码平
台》《飞机客舱清洁管控系统》

《客舱供应管理系统》《山航航材
工具询报价平台》和《电子客票
对账系统》六个软件系统，获得
由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此次获得的一项国家专利

与六项国家软件著作权是山航
首次获得国家级专利知识产权
认可，山航作为专利权人与著作
权人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在这七
项发明创造的产生与申请过程
中，山航相关项目组成员在完成
生产工作之余，积极投身科技创
新，将最新的知识与技术应用于
生产实践，体现了山航员工攻坚
克难、锐意进取的工匠精神，同
时也体现了管理的标准化思维
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意识。

(周舰 金明)

山山航航举举办办讲讲师师能能力力提提升升培培训训班班

近日，山航举办了讲师能力
提升培训班(第三次集训)，本次培
训班邀请了凯博特咨询公司经验
丰富的孔凡杰讲师授课，25名课
程开发人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前，山航各部门按照上
一阶段培训要求，完成了公司标
准化课程的PPT制作、讲师手册
及学员手册编制。为了让标准化
课件完美呈现，此次培训针对已
完成课题，从关注学员情绪、提升
讲师讲台驾驭力、精细教学互动
设计为培训目标，量身设计了实
战型、系统性强的课程内容，提高
了培训的针对性。

课堂上，孔老师教授的“使培
训生动的四十五类佐料”“保证呈
现效果的面条理论”“建场的五步
法”“手势黄金框及握麦关键手
位”“语音语调的运用把握及点评
的套路与步骤”“三感三化的表达
技巧”“专业呈现的八步曲及讲解
过程中的三大手法运用”等技巧
方法，从实战的角度教会学员如
何更好地在课堂上进行展示。课

程采用理论讲解、工具演练、现场
点评、案例分享、视频教学等方
式，充分调动了学员的学习主动
性，激发学员的学习参与感，营造
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巩固了教学
内容。

培训期间学员们相互切磋，
分享教学经验，每组十分钟课程
展示在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更
引导了学员主动思考、认真分析
并提出解决方案。学员们表示，
此次培训纠正了原来不正确的
教学方法，掌握了先进的教学理
念和工具技巧，将在今后的工作
中应用，不断提升自己的授课技
能水平。

通过两天的行动式学习，学
员们积极投入到学习、分享、讨论
和个人实战演练提升的学习过程
中，掌握了成人学习心理法则，获
知了前沿的培训理念、教学设计
的方法及实用模型，更加清晰地
理解“培训师”的角色使命，完成
了预定课程目标，取得了良好的
培训效果。 (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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