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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航首开济南、青岛经昆明至新德里航线

新新航航线线将将助助力力““一一带带一一路路””战战略略

近日，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申报的“波音 7 3 7 - N G 飞机
LCDU自动测试系统”入选山东
省2015年度重点研发计划，这一
项目开发完成后，可以实现山航
集团飞机零部件维修业务的新突
破。

据悉，“波音 7 3 7 -NG飞机
LCDU自动测试系统”开发成功
后可实现对波音737-NG飞机驾
驶舱中控台液晶控制显示组件
(以下简称LCDU)进行离线性能
自动检测并进行专业维修，以延
长LCDU使用寿命，对于保障飞
行安全、提高维修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

据介绍，此项目的研发工作
由山航集团下属的山东翔宇航空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多年来，
翔宇公司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与自
身优势，深耕自主开发测试设备
这一基础能力建设。截至目前，翔
宇公司自主研发制造大中型综合
测试系统100余套，其中自动测试
设备28台。维修能力覆盖1100余
项，涉及10000多个件号，技术水
平始终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水
平。

今年前九个月国内航空公司
新引进波音737机型数量超过100

架，在此背景下“波音737-NG飞
机LCDU自动测试系统”的成功
开发不仅可以满足山航对该机型
维修工作的需求，也可以促使翔
宇公司扩展维修领域，为国内外
客户提供该项维修服务，市场前
景比较广阔。 (刘伟 王栋)

山航新项目研发

首次入选全省

年度重点研发计划

10月29日，山航举办“有效服
务、化解旅客运输危机”专题讲
座，邀请业内资深运输服务专家
进行授课，以提高关键服务岗位
业务技能，提升服务质量。

授课专家结合自身丰富实践
经验，引用民航业内30余个案例
对当前航空运输中各类服务危
机、焦点难点问题及涉及民航运
输的法律法规、行业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进行解读、分析，传授应对
策略、处置方法及技巧，梳理各服
务环节应遵循的原则和依据，提
高一线人员的服务技巧，提升整
体服务质量。 (卢志钢)

山航举办服务

提升专题讲座培训

自11月5日傍晚起，北方迎来
秋冬季首场大范围持续性降雨，
气温随之大幅下降，对此山航地
面服务部及时采取多项措施，积
极组织应对此次雨雪天气，保障
旅客安全乘机出行。

山航地面服务部加强对旅客
的防滑提醒，特别是旅客在远机
位上下飞机时，关注客梯车旅客
登机情况，避免出现意外事故。

据悉，山航地面服务部加强
值班力量，备份人员随时待命，按
照应急预案进行处置，确保航班
保障人员充足。另外，值班人员实
时关注气象变化和航班信息情
况，重点关注相应航班，做好服
务。同时，山航地服部也为外场值
班员工配备了雨衣、雨伞等雨具，
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乘机出
行。 (官禄成)

秋冬季雨雪来袭

地服部全力保障航班

据悉，11月11日和13日，
山东航空将分别新开青岛、
济南始发经昆明飞往印度新
德里的航线。该航线是山东
和云南首个直达印度的国际
航线，有助于加强东部沿海
大省山东和边疆大省云南与
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
略。

1 1月1 1日起，山航将新
开青岛=昆明=新德里航线，
每周三、周日各一班，由波音
737-800型飞机执飞。航班号
为SC8829/30，周三06：20从
青岛起飞，09：50到达昆明，
11：30从昆明起飞，16：30到
达新德里；返程17：30从新德
里起飞，22：00到达昆明，22：
55从昆明起飞，01：55返回青
岛。周日0 6 : 0 0从青岛起飞，
09：30到达昆明，11：30从昆
明起飞，16：30到达新德里，
返程时间同上。

1 1月1 3日起，山航将新
开济南=昆明=新德里航线，
每周一、周五各一班，由波音
737-800型飞机执飞。航班号
为SC8827/8，06：30从济南
起飞，09：50到达昆明，11：30

从昆明起飞，16：30到达新德
里；返程 1 7 ：3 0 从新德里起
飞，22：00到达昆明，22：55从
昆明起飞，01：50返回济南。

据介绍，该航线由山航波
音737-800型客机执飞，班期
为每周2班，中途经停昆明，单
程飞行时间约 8个小时。山航
开通该航线后，将极大地便利
三地民众往来、观光旅游，为促
进山东、云南与印度之间的经
济合作提供快捷的空中通道。
山航采取经停昆明的方式，将
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大省山东和
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西南
门户云南省串起来，同时填补
了昆明至新德里的航线空白，
将有助于加大昆明机场致力打
造的区域航空枢纽的辐射力，
丰富了昆明往南亚、东南亚的
航线网络。

山航开飞济南、青岛=昆
明=新德里航线，契合了民航
局 规 划 中 的“ 空 中 丝 路 ”战
略，有助于山东、云南两省融
入“一带一路”南线的“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同时也是山
航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
的具体行动。

(王庆超 于大鹏)

11月2日下午，今年第十二
架波音737-800新飞机B-6987号
加盟山航，山航机队规模扩大至
87架。该机是山航第18架配置有
高级经济舱的三舱布局飞机，将
投放海口基地，不久后将执飞海
口=温州=长春航线。

10月25日起,山航开始执行
冬春航班计划。近两年,山航追
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不断优
化航线网络结构。今年更是在巩

固原有“大三角”航线网络的基
础上,利用新增的乌鲁木齐、海
口等基地,打通贯穿南北、东西
两条通道。其中，山航充分运用
海口区位优势,航线网络布局东
北,新增海口经停温州飞往长春
的航线以及海口经停呼和浩特
飞往海拉尔的航线，南北贯穿,
拉长航距,进一步提高时刻利用
效率,体现服务的独特性。

冬春季为传统的海南旅游

旺季，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山
航计划将季节性的海口飞行基
地转为全年常设飞行基地，目前
已投放3架过夜飞机。冬春换季
后，山航在目前已执行的海南航
线基础上，恢复海南季节性航
线，主要有济南=三亚、青岛=郑
州=三亚、济南=海口、烟台=郑州
=海口、海口=青岛=长春、海口=
青岛=沈阳等航线。

10月25日换季后新开的海

口=温州=长春航班，每日一
班，航班号为SC4613/4614，
11:15海口起飞，13:25到达温
州，14:15温州起飞，17:30长春
落地，18:20长春起飞，21:35温
州落地，22:35温州起飞，第二
天1:25海口落地。

具体航班时刻请详询山航
客服电话95369或登录山航官
方网站、手机APP“掌尚飞”查
询。 (张亚会 王庆超)

B-6987号飞机加盟

山山航航增增加加海海口口基基地地运运力力投投放放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
选乘齐鲁之翼——— 山东航空公
司的航班翱翔在万米云端，开
启我们的芬芳之旅。”在10月
31日SC8737青岛飞往长沙的
航班上，山航客舱部鲁雁乘务
组开展了万圣节机上特色服务
活动，与乘客们一起度过了一
段难忘的旅程。

航班转入平飞状态后，活动
正式开始，作为本次活动的主持
人，乘务长首先介绍了万圣节的
历史由来及习俗。乘客们认真聆
听并默记要点，为有奖问答环节
积极做准备，客舱中逐渐有了节
日的欢快气氛。在接下来的有奖
问答环节，主持人根据刚刚介绍

的内容进行了提问，旅客争先恐
后地按呼唤铃，回答问题正确的
几名幸运观众，获得了万圣节礼
物——— 华丽时尚的面具。一名幸
运旅客对乘务员说：“回忆了这
几年乘坐飞机的感受，觉得山航
的服务越来越好了，乘务员温馨
体贴的服务让人有一种宾至如
归的感觉。”

飞机平稳降落在了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旅客下机时，纷纷
向乘务组表达了感谢和不舍之
情。航程有限，服务无限，山航鲁
雁乘务组将继续用心组织各种
机上活动，为旅客带来安全舒适
而又充满乐趣的乘机体验。

(燕鹏 刘昆)

山航鲁雁乘务组开展

万圣节机上特色活动

日前，山航顺利通过民航
局组织的机组联合训练检查。
受检查的机组成员充分发挥出
机组协同和应急处置能力，展
现出山航较高的客舱安全运行
水平。

据介绍，在当天对4个机组
的演练检查中，局方考核了机
组对空中颠簸、空中失火、空中
释压、机长失能、副驾驶失能、

水上迫降、陆地迫降、机上急救
等应急科目的处置，并在每组
考核中将多个应急科目在现场
进行随机组合，设置出各种应
急事件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的
场景。除现场检查外，局方还对
训练中心的设施设备、教员资
质、训练记录以及公司“程序、
控制、接口、流程测量、责任和
权力”等6个系统安全属性进行

了评估检查。
据悉，此次检查是民航局对

航空公司机组人员训练质量及
资质能力的一次实战检验。为保
证检验效果，局方在正式演练前
几天才随机抽取出接受检查的4
名机长、4名副驾驶、20名乘务
员，且特意抽取了大量年轻飞行
员和乘务员，并在考核前随机编
排为4个机组，临时分配乘务员

工作号位，大部分机组的8名成
员均来自济、青、烟、厦、渝、京等
不同基地，并分成动态模拟舱实
操和现场理论提问两个部分对
全体人员进行检查考核。山航的
4个机组充分发挥出机组协同
和应急处置能力，顺利通过了民
航局组织的机组联合训练检查，
最终成绩也获得了局方高度认
可。 (曹恒)

山山航航顺顺利利通通过过民民航航局局机机组组联联合合训训练练检检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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