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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道道山山航航助助力力鹭鹭岛岛腾腾飞飞
山航厦门分公司成立十周年

厦门分公司十周年

3月25日，一个200cm×
40cm的巨型蛋糕出现在了山
航厦门分公司综合保障楼一
楼大厅，3月24日是山航厦门
分公司成立十周年的日子，3
月25日大家齐聚一堂共同为
厦门分公司庆生。

2009年3月24日，在厦门
市委、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山航在厦
门设立山东省外第一家分公
司，山航厦门分公司也成为
厦门机场第二家基地航空公
司，满足了特区航空市场的
繁荣发展需求，为厦门经济
发展和对外开放注入了新的
活力。

从最初的3架过夜飞机
到如今的2 1架过夜飞机，从
原来开通的几个城市航线发
展到目前开通了41个大中城
市航线，山航在厦发展步伐
铿锵有力。山航厦门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个十年，
山航在厦将投放飞机总数达
到8 0架，助力厦门国际综合
交通枢纽建设。

十年来，山航在厦门不
断壮大。统计数据显示，从成
立之初的3架飞机，到如今的
21架波音737-800型全新过
夜飞机，山航在厦运力在十
年内增长7倍，开通了厦门至
北京、上海、广州、济南、青
岛、长春、大连、呼和浩特、长
沙等4 1个大中城市，丰富了
厦门机场的航线网络，也实
现该公司“东西串联，南北贯
通”的发展战略。

十年来，山航在厦运送
旅客约2000万人次，始终保
持安全无事故。2018年，山航
厦门分公司共保障出港航班
1 3 8 4 6班，保障进出港旅客
3 8 0 . 7 万 人 ，市 场 份 额 约
18 . 0%，居厦门市场第二，航
班准点率位于业界前列。在
安全方面，山航多次荣获行
业最高荣誉奖“金雁杯”和

“金鹰杯”，正在冲击“飞行安
全四星奖”( 连续安全飞行
400万小时)。

十年来，山航“厚道”品
牌扎根鹭岛，“鲁雁”乘务组
广为人知。其间，山航积极对
标业内先进，贯彻真诚、真
情、真挚的“三真”服务理念，
积极打造自身的“厚道”服务
品牌，力争“让厦门人坐上山
航飞机也有回家的感觉”。无
论是解放厦门的山东籍老军
人免费探亲的“老兵回家”活
动，还是开办“空中孔子学
堂”传播传统文化，无不传递
着“厚道山航”的企业文化。

据了解，根据山航集团
发展规划，随着厦门新机场
的建设，山航将继续加大在
厦运力投入，建设总面积达
500亩的产业基地，巩固该公
司的“三角”(山东、重庆、厦
门 )航线结构，预计到 2 0 3 0
年，山航在厦过夜飞机将达
到80架、员工7600人，在厦上
缴利税突破2亿元。

在航站楼不远处，去年
底新启用的山航厦门分公司
综合保障大楼清晰可见。作
为厦门两家基地航空公司之
一，十年间，山航在厦门已牢
牢站稳脚跟。

十年前，也就是2009年3
月 2 4日，山东航空正式“落
户”厦门，不仅为特区注入对
外开放新活力，更将山东人

的“厚道”与“好客”融入鹭
岛。如今，频繁掠过城市上空
的山航航班，也成为这座高
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
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
国民航行业首家获得“全国
质量奖”的企业，山航在运行
中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
安全、运行、服务，并以此为
核心，打造“黄金三角”质量管
理模式。

【关键词】安全

对于航空业来说，安全是
基石。“安全，是山航对厦门的
承诺，我们深知，没有安全，一
切无从谈起。”山航厦门分公司
副总经理陶善武说。

在山航的发展理念中，安
全，是一家“厚道”的航空公司
必须坚守的底线。自1994年12
月26日开航以来，山航已经连
续保持了24年安全飞行记录。
良好的口碑，也是山航能在厦
门稳步壮大的重要因素。“安全
是最大的效益”——— 10年来，山
航厦门分公司始终如一。

资深飞行教员、机长、山航
厦门分公司安全运行办公室主
任梁新对此深有体会。空军飞
行员出身的他，无论亲自执飞，
抑或作为管理者，对安全的把
控都有自己的严格标准。“山航
厦门分公司自2009年成立以
来，连续10年杜绝一般差错。”
梁新介绍。

一般来说，航空公司将未
形成事故的不安全事件分为严

重事故征候、一般事故征候、严
重差错和一般差错几个等级。
诸如飞机进入停机位时偏离地
面标示线2(含)米以上，或是飞
机未按照指令滑行等，都算是
一般差错。不过，这样的差错，
在山航人眼中都是不被允许
的。

安全的背后，是山航人的
默默付出和创新的飞行员管
理模式。多年来，山航独具特
色的“绿蓝橙”工程，是山航
安全飞行强而有力的保障。
梁新介绍，山航围绕飞行员
技术能力、经验、人员特点、
性格特点等条件，将机长、副
驾驶依照业务能力划分为三
大类，分别以绿、蓝、橙三种
颜色标注。执飞阶段，机长和
副驾驶合理编组，均衡搭配，
一 方 面 有 效 规 避 飞 行 机 组

“弱弱”搭配风险，一方面能
节约不少人力安排的时间与
精力，从而有更多的时间用
于安全管理。

2017年，山航勇夺“飞行
安全三星奖”，正在冲击四星
奖。从一星奖到三星奖，每完
成100万小时的安全飞行，山
航分别用了3年零11个月、2
年零1 0个月。这样的成绩绝
非一蹴而就，依靠的是1 0年
如一日狠抓安全、落实管理，
形成了一种规范化、体系化
的“安全文化”，进而成为一
种品牌。

【关键词】运行

10年间，山航厦门基地的
航线版图迅速扩张，越来越多
的进出港航班在厦门机场起
降，这着实考验山航的正点水
平。“某种程度而言，航班准点
率关系到航空公司的竞争力。”
山航厦门分公司现场保障中心
经理方伟说。

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
来，山航航班准点率在全国
范围内多次居首，这足以令
山航引以为豪。单以厦门分
公司为例，2018年航班准点
率达到81 . 81%，在厦门机场
主要驻场航空公司中名列前
茅。

这其中有两个亮点值得注
意。方伟介绍，山航厦门分公司
正在积极推进“首发航班提前
10分钟关舱门”“提前40分钟上
客”常态化，“这两个时间节点
提前，对旅客并不会造成太大
影响，但对提升航班的准点率
大有益处，但对于公司的管理、
协调、配合能力是一种挑战。”
他说。

这背后的工作量是巨大
的，目前，山航厦门分公司以首
发航班正常率、放行正常率、关
舱率、放行延误时间等作为绩
效指引和考核依据，这也是提
升航班运行质量的关键所在。

除了航班保障队伍争分夺
秒“抠时间”，山航还投入巨资，
为飞机装配HUD(Head Up
Display，抬头显示器)设备———
这是山航确保准点率的“独门
利器”。

山航是国内业界首家使用

HUD的航空公司。梁新介绍，
HUD设备是飞行员的“辅助
眼”，遇到大雾天气，航班无法
通过肉眼正常起降，借助HUD
就能安全“穿过”雾气。目前，
HUD设备能确保山航航班在
能见度200米的条件下完成起
飞，而没有HUD的航班只能在
能见度400米以上时才能实现
起飞。

确保安全同时兼顾创新，
山航人始终探路先行，令航班
运行更加高效，也因此成就了
山航的发展硕果。用陶善武的
话说，HUD设备能为旅客带来
安全和准点率，纵使付出再多
也会坚持推广下去，这也体现
了“厚道”山航的责任与担当。

【关键词】服务

穿着漂亮的汉服，向全机
旅客推广中华文化、齐鲁文化，
这样的特色航班，刷爆了许多
旅客的朋友圈。在昨日的10周
年纪念航班上，乘务员们还穿
着中式旗袍，和旅客们一起分
享山航厦门分公司的“十周岁”
生日蛋糕。

成立10年来，山航人把山
东人的“厚道”的特点发挥得
淋漓尽致———“厚道”，是发
自内心地觉得在旅客需要帮
助的时候，如果不主动上前
就会过意不去；是当旅客不
那么善解人意的时候，乘务
员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素养，
热情为旅客提供服务。“服务
总在乘客开口前”，就是要让
每 一 位 旅 客 乘 坐 山 航 的 航
班，都有回家的感觉。

山航客舱部厦门大队乘务
一中队乘务长黄文娟是厦门
人，10年前，山航厦门分公司成
立后的首个航班，她就是当班
乘务员。“也许正是因为‘厚道’
这两个字，这些年我几乎全勤，
仅因长水痘不得已请过一次病
假。”黄文娟笑着说。

两个例子，体现出“厚道”
的内涵。在一次日常的执飞任
务中，黄文娟在登机口看到两
位特殊旅客——— 一对双臂、双
脚截肢的美籍旅客。由于出发
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无法提
前准备，黄文娟当即通知乘务
组迅速反应，紧急调配精通英
语的乘务员专门服务，并提前
在座位上铺好柔软的毛毯，护
送两位乘客妥善安置到座位
上，短短几分钟内一气呵成的
动作，得到美籍夫妇的高度赞
许。

“遇到特殊旅客，我们要
更细心了解他们的需求。”黄
文娟说，航班中经常遇到聋
哑乘客，当众使用手语交流
可能会令他们感到尴尬，她
特 别 设 计 了 一 款“ 服 务 手
卡”，把航程中可能遇到的问
题、需要的服务，以问卷的形
式记录在手卡中，发给每位
聋哑乘客。

“厚道”文化，也催生出
品牌。今年5月1日，山航“鲁
雁”乘务组将迎来成立五周
年，在这个品牌乘务组的带
领下，无论是组织解放厦门
的山东籍老军人免费探亲的

“老兵回家”活动，还是在三
万英尺的高空上开设“空中
孔子学堂”推广千年儒风学
韵，无不在扩大山航独树一
帜的品牌影响力。

(来源：厦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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