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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统筹筹谋谋划划 科科学学发发展展
努努力力实实现现““十十三三五五””良良好好开开局局
山航集团召开2016年工作会议

出行高峰集中

建议提前购票

根据往年经验，今年春运
热点预计为传统旅游城市、外
出务工人员输出城市及北上广
深等一线城市，重点集中在海
南、北京、西南、东北、广州和深
圳等地区。

山航预测，春节前将出现
学生潮、打工潮出行两个小高
峰。上班族返乡高峰预期在1
月 2 9日前后。预计节前全国
各地至川渝、山东至东北、青
岛至西北、昆明进出港、长春
进出港、海口进出港、重庆至

山东、武汉至山东等方向航班
客票较为紧张，山航提醒，相
关出行方向的旅客提前购买
机票。山航建议旅客通过山航
官网、掌尚飞APP客户端或者
拨打9 5 3 6 9全国客服电话查
询订购。

运力投放同比增19%

首批加飞172个航班

与2015年春运相比，今年
山航增加了14架飞机，总运力
投放同比增加19%。除在原有
的青岛、厦门、昆明和海口四地
相应增加飞机运力外，今年春
运山航还在新设立的乌鲁木

齐、贵阳两个基地分别投放了5
架和3架运力，进一步丰富山航
航线网络布局。

根据春运客流出行规律，
山航第一批172个加班航班已
开始售票，加飞的航班为济南
至台北往返12班，青岛至台北
往返34班，青岛至牡丹江46班，
青岛至海口80班。

具体航班时刻为：1月24日
至3月3日，每天增加一个青岛
至海口往返航班，航班号为
SC8709/10，6:50从青岛起飞，
10:50到达海口；返程次日6:00
从海口起飞，9:25到达青岛。

1月25日至2月22日，每周
一、三、四、六分别增加一个青

岛至台北往返航班，航班号为
SC4087/8，13:25从青岛起飞，
15:45到达台北；返程16:45从
台北起飞，19:10到达青岛。

1月30日至2月29日，每
周三、四、五、六、日分别增加
一个青岛至牡丹江往返航班，
航班号为SC8813/4，7 :25从
青岛起飞，9 :35到达牡丹江；
返程10:20从牡丹江起飞，12:
35到达青岛。

2月6日、8日、9日、13日、15
日、16日分别增加一个济南至台
北往返航班，航班号为SC4089/
90，16:00从济南起飞，18:35到达
台北；返程19:35从台北起飞，22:
20到达济南。(白新宇)

2016年春运将于1月24日启动，3月3日结束，共计40天。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首批推出的
172个加班航班已开始售票，主要为济南、青岛往返台北、牡丹江、海口等传统热点旅游和探亲航
线。山航后续还将根据旅客出行需求，公布新的春运加班计划。

山山航航首首批批加加飞飞117722个个航航班班
部分方向客票紧张 建议旅客提前购票

春运期间，山航将开展
“厚道山航 幸福到家”主题
特色服务活动，为旅客的回家
旅途增添节日的温馨气息。2

月1日至2月23日(农历腊月二
十三至正月十五)，山航各售
票柜台及飞机客舱内将张贴
独特的猴年“厚道 山航”主
题福字剪纸。该贴纸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一级民间
工艺美术家”、中国十大民间
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高密剪纸代表性传承
人范祚信大师操刀设计，独具
山东文化韵味。同时，机上视
频节目将播放山航鲁雁乘务
长拜访范祚信大师现场创作

“厚道 山航”主题福字剪纸

的过程，探秘高密剪纸艺术的
文化内涵。

2月1日、7日、8日、22日(小
年、除夕、初一、十五)，山航济
南、青岛、烟台三地部分出港
航班还将为旅客提供水饺、元
宵、胶东大包、饽饽等山东特
色节日美食。

此外，山航还将于1月28

日在重庆、厦门机场策划“山
航伴您飞跃2016”子弹时间体
验拍摄活动，旅客在机场现场
关注山航微信公众号或下载
掌尚飞APP，可免费参与拍摄
360度动态照片并参与抽奖活
动。节日期间，山航还将推出
机上新年赢幸运活动，向幸运
旅客赠送红包。(白新宇)

相关链接

春运服务突出传统文化 传统艺术美食飞上云天

1月 1 3日，沈阳飞往重庆的
SC4716航班上，一位旅客不慎丢失
钱包、身份证，山航机组积极援助，
解除旅客燃眉之急。

当天，航班在青岛过站即将飞
往重庆时，旅客王女士发现钱包不
见了。王女士哭着表示自己身无分
文，连身份证也没了，到重庆不知如
何是好。搜查飞机无果后，机组联系
青岛公安部门为其报案，又联系重
庆地面公安和商务代办寻求解决办
法。

飞机抵达重庆后，因事发地不
在重庆，当地公安部门无法代管调
查，只能把旅客送往救助站。机组最
后决定将王女士送到市里，路上
机组人员纷纷将身上的现金掏出
来，数额过千。王女士接过钱款
时，激动得流下热泪，连声道谢：

“感谢山航机组解决了我的燃眉
之急，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虽然
我的钱包丢了，但遇到了你们这些
好心人，也真正体会到了坐山航飞
机有家的感觉。”

(郑轶)

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1月
11日，山东太古首次为河北航空所
属的巴航工业ERJ190飞机开展2C
检并按期交付客户运营，本次定检
是山东太古2015年度获得ER190机
型2C检维修许可后的首检。

山东太古作为巴西航空工业公
司E-Jets机型的全球授权服务中心
(EASC)，本次2C检顺利完成交
付，标志公司E-Jets机体大修产品
能力进一步升级，为山东太古不断
支持厂家机队用户运营、全力拓展
E-Jets系列机型国内外大修市场奠
定坚实基础。

(朱晓晨)

1月1日，山航新版差错标准正
式发布实施，与旧版相比，新版差错
标准在具体条款上发生了很大变
化。1月11日，山航飞行部重庆直属
中队召开例会对新版差错标准进行
专题宣贯、解读，及时令飞行员们了
解这些新的条款变化，防止因知识
误区或盲点造成人为差错发生。重
庆直属中队中队长刘翌负责讲解，
副中队长王一潭就新旧条款差异、
新版差错标准部分条款进行量化说
明，并对近期下发的安全通告进行
了培训。会议由中队赵涛书记主持。
当日无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参加了本
次宣贯培训。

山航飞行部重庆直属中队要求
全员务必提高思想警惕，防止麻痹
思想，多关注近期中队下发的各类
安全提醒，严格遵守新下发的差错
标准，避免不安全事件发生。通过本
次培训，全体飞行员纷纷表示，进一
步明确了差错条款，掌握了“红线”
标准，严格遵章守册飞行，确保飞行
安全。

(曾肖雄)

旅客丢失钱包

机组解囊救急

山东太古首次执行

巴航工业ERJ190

机型2C检

山航飞行重庆中队

宣贯新版差错标准

1月15日，山航集团
2016年工作会议在济南
召开，会议传达了民航
局、华东局工作会议精
神。山航集团董事长、总
裁马崇贤作了题为《统筹
谋划 科学发展 努力
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的工作报告；集团党委书
记孙秀江作了题为《以创
新理念为统领 开创山
航“十三五”发展新局面》
的总结讲话。会议对2015
年度集团公司“先进集
体”、“三零”全员劳动竞
赛先进集体、优秀班组、

“十佳岗位标兵”进行了
表彰，并签订了2016年绩
效合约和安全目标责任
书。

2015年以来，山航沉
着应对内外部复杂的经
营形势，持续夯实安全管
控基础，提升运行管理效
率，大力推进营销模式变
革，提高服务整体品质，
推进管理精细化，扎实开
展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
作总体完成预定目标，取
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安全态势保持平稳安全作风建设取得成效

山航运输主业共保障安
全飞行3 0多万小时、1 5万余
架次，未发生公司原因和外委
原因运输航空事故征候及以
上不安全事件，安全态势整体
保持平稳。

山航依据新《安全生产法》

修订公司安全方针、政策，制定
安全责任分工表，夯实了各层
级安全管理责任。发布《强化驾
驶舱执勤行为管理规定》及《安
全违规违章行为管理规定》，从
行政层面加强违章治理力度；
加大舱音监听力度，实施雷达

使用监控；先后组织冬季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全整顿、
治理违反操作程序等专项整治
行动。大力推广安全诚信文化，
制定发布《安全生产信用体系
建设规划方案》，推进诚信体系
建设。

优化运行管控机制正点率行业第一

全 年 平 均 航 班 正 点 率
74 . 70%，同比提高7 . 31个百分
点，列全民航主要航空公司第
一位。

山航持续完善航班正常管
控政策，强化绩效驱动，全年主
观原因影响航班正常比例同比

下降41 . 22%。聚焦“航段时间、
过站时间、航班连线时间”符合
率，航班计划编排科学性持续
提升，延误30分钟以内航班占
比同比降低7 . 99个百分点，航
班 平 均 延 误 时 间 同 比 减 少
3 . 22分钟；首发航班正常率同

比提高0 . 18个百分点。
同时，山航稳步扩大HUD

运行范围，完成济南、青岛、烟
台、乌鲁木齐机场的验证试飞，
全年实施HUD运行158班次，技
术竞争优势逐步显现，有力地促
进了公司品牌形象的塑造。

服务品质持续提高品牌文化内涵不断丰富

全年山航CSS(旅客满意
度调查)总体评分达到94 . 16
分，同比提高2 . 21分；权威媒
体服务综合排名第四，同比上
升 1 位 。山 航 连 续 八 年 获 得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品
牌价值达到232 . 1 5亿元，比
上年增长49 . 43亿元，排名提
升7个名次至第105名。

2 0 1 5年，山航发布了新
版《运输总条件》，修订了相

关服务标准手册，为推进服务
规范性、一致性发展夯实基
础。同时，聚焦服务接触点关
键环节和服务短板，全年改进
服务细节点 4 8个，餐食结构
优化取得成效。完善“鲁雁”
服务品牌配套管理激励机制，
创新拓展服务内容，品牌内涵
更加丰富，标杆示范作用得到
了更好发挥。

2016年是山航“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山航将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进
一步坚定加快发展的信心。全
面推进创新转型升级，持续夯
实安全基础，提升生产经营品
质，提高管理效能，大力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全力破除发展
瓶颈，努力开创“十三五”可
持续发展新局面。

(谢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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