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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山山航航集集团团召召开开党党风风廉廉政政建建设设专专题题党党委委会会议议

3月2日，山航综合保障部团支部联合综合保障部分会举办了第二届“庆新春，猜灯谜，闹元宵”活
动。

山航综合保障部员工亲自动手包汤圆，庆佳节。猜谜高手们凭借自己的智慧赢得了一碗碗香气四
溢的汤圆。(高才升 薛娜)

近日，山航地面服务部集
思广益，积极推进分区登机措
施保障航班正点。

登机前，工作人员将旅客
按照座位号分为20排以后、
10—20排、10排以前三个部
分，由以前的全部旅客单通道
登机，变为旅客分别从三个通
道登机，座位靠后的优先。为
确保现场秩序，登机口工作人
员提前布置好隔离带，在每个

通道的最前面摆放分区座位
指示牌，详细指明各个通道所
对应的座位号，同时班组还抽
调特服人员到场进行协助，向
旅客进行解释工作并组织旅
客排队登机。

通过实施分区登机，提高
了旅客登机速度和通过廊桥
进入客舱的速度，有力提升了
山航航班正常性。

(陈益弘)

山山航航地地服服部部实实施施分分区区登登机机，，

提提高高乘乘机机效效率率

2月24日，山航集团召开党
风廉政建设专题党委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和十一届省纪委三次全
会精神，安排部署集团2018年
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山航
集团纪委书记林海波作了主旨
发言。山航集团党委书记孙秀
江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山航集团纪委书记林海波
就本次会议作了主旨发言。一
是传达了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和十一届省纪委三次全会
精神，并结合国家、省内的典型
案例和公司实际进行了针对性
解读。二是对党的十九大以来
党风廉政建设领域新进展、新
要求进行了系统阐述。林书记
指出，十九大以来，巡视力度继
续加大，新一轮中央巡视已经
启动。面对巡视力度加大的形
势，要对集团前期未整改到位
的事项加大整改力度。三是对
新华社近期刊登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10种新表现进行了解
读，带领大家重新学习了“五个
必须”“五个决不允许”“七个有

之”“九种体现”。要求集团各级
领导干部要经常自查自省，严
格按照党章规定、党内政治生
活准则办事，自觉接受党的纪
律和规矩约束。四是根据集团
实际，安排部署了集团2018年
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任务。

山航集团党委书记孙秀江
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抓
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了三
点意见：一是认清形势，提高认
识，切实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和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感。
从中央到省委，反腐倡廉要求
越来越高，态度越来越坚决，归
纳起来可以说有“三更”，即定
位更高、要求更严、责任更大。
我们要认真、系统学习中央、省
纪委全会精神，进一步认清形
势，切实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和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感。
二是结合实际，突出重点，深入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针对当前治党管党和反腐
倡廉新形势、新任务，集团领导
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
纪委全会精神，结合自身实际，

强化责任意识，突出工作重点，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要抓条规学习，履行好
教育之责；抓遵规守纪，履行好
提醒之责；抓“四风”防范，履行
好监督之责；抓日常监管，履行
好执纪之责；抓惩防体系，履行
好预防之责。三是强化领导，全
面履责，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
序开展。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
坚守职责定位，切实履职尽责。
要明确责任目标，细化责任内
容，制定工作措施，做到工作有
人抓、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
担。要将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
履行“一岗双责”有机结合起
来。要认真履行党委主体责任、
纪委监督责任、分管领导和部
门负责人“一岗双责”，形成责
任具体、环环相扣的“责任链”，
层层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会上，山航集团党委委员
及股份高管分别作了研讨发
言。山航集团公司、股份公司有
关部室及太古公司党组织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秦善敏)

山山航航综综合合保保障障部部举举办办第第二二届届
““庆庆新新春春，，猜猜灯灯谜谜，，闹闹元元宵宵””活活动动

2月26日-2月28日，民航
局山东监管局对山航开展季
度安保审计工作。山航空保支
队顺利通过民航局山东监管
局季度审计。

山航空保支队高度重视，
支队安全勤务单元组织单元
骨干对涉及空保支队两大板
块、十个章节进行梳理分解，
认真准备审计材料，确保支队
各项规章与上级文件文文相
符；积极准备各类台账，确保
支队各项实际工作文实相符。

局方审计员在现场审计
环节中对审计点是否符合手
册规章、政策、标准以及运行
要求逐条进行检查与验证，按
要求记录、上报审核情况。

此次局方审计工作，局方
审计员通过对十七个小项的
检查，未发现问题。确保了山
航空保支队各项工作符合规
章、制度等要求，为持续健全
山航空保支队安全管理体系
夯实了基础。

(张芸赫 张恒哲)

山山航航空空保保支支队队顺顺利利通通过过

民民航航局局山山东东监监管管局局季季度度审审计计

2月27日，民航华东管理
局正式向山航颁发了最新维
修许可证及许可维修项目证
书 ，批 复 了 7 3 7 N G 机 型
4 8 0 0 0FH / 3 6 0 0 0FC / 1 9 2M
(8C)以下定检维修能力，至此
山航737NG机型定检维修能
力由375000FH/27000FC/120M
提升到48000FH/36000FC/
192M，这标志着山航737NG机
型定检维修能力的又一次飞
跃。

据悉，为保证此次8C定
检能力维修许可申请，山航工

程技术公司于2017年初启动
了准备工作，同时制定详细的
申请计划，组建了技术开发组
及核心团队，各部门在工程技
术、人员资质和培训、工具器
材准备、厂房设施、人力资源
分析、自我质量审核等方面进
行了仔细充分的准备。

本次青岛基地8C高级别
定检维修能力的建设，提升了
山航的维修能力，优化了山航
维修资源，提高了资源利用
率，标志着山航的维修能力迈
上了更高的台阶。 (汤志源)

山山航航获获773377NNGG机机型型88CC

定定检检维维修修能能力力

自2018年3月25日起，山航
将执行夏秋季航班计划，将新开
飞青岛=大同=兰州、青岛=衢州
=昆明、青岛=西安=陇南、青岛=
呼和浩特=兰州四条青岛地区
出港航线，方便旅客出行。

具体航班时刻为：青岛=
大同 = 兰州航线，航班号为
SC4683/4，由波音737NG机型
执飞，每周1、3、5、7早晨7:15从
青岛起飞，9:15到达大同，10:
00从大同起飞，11:50到达兰
州；18:55从兰州起飞，20:45到
达大同，21:30从大同起飞，23:
25到达青岛。

昆明=衢州=青岛航线，航
班号为 S C 8 4 2 4 / 3，由波音
737NG机型执飞，每周2/4/6早
晨6:55从昆明起飞，9:35到达
衢州，10:20从衢州起飞，12:25

到达青岛；19:05从青岛起飞，
21:20到达衢州，22:05从衢州
起飞，次日1:10到达昆明。

青岛=西安=陇南航线，航
班号为SC8819/20，由波音
737NG机型执飞，每天13:05从
青岛起飞，15:15到达西安，16:
15从西安起飞，17:50到达陇
南；19:10从陇南起飞，20:30到
达西安，21:35从西安起飞，23:
50到达青岛。

青岛=呼和浩特=兰州航
线，航班号为SC4907/8，由波
音737NG机型执飞，每周2、4、6
早晨7:15从青岛起飞，9:15到
达呼和浩特，10:05从呼和浩特
起飞，11:50到达兰州；18:55从
兰州起飞，20:35到达呼和浩
特；21:35从呼和浩特起飞，23:
25到达青岛。

本次开飞的甘肃陇南，作
为青岛市对口帮扶对象，气候温
和，风光秀美，山资水色兼有北
国之雄浑奇峻，南疆之灵秀旖
旎。有全国三大天池之一的文县
天池，西北最大的溶洞武都万象
洞，国家级重点保护、甘肃唯有
的具有北亚热带生物群落和自
然景观的白水江自然保护区，被
赞誉为“甘肃的西双版纳”；分布
于全市各县的官鹅沟、三滩、梅
园沟、云屏三峡等自然景点，被
人们称作“陇上小九寨沟”。

青岛陇南航线的开通，将
为帮扶工作架起空中桥梁，加
强两地的沟通和交流，青岛市
民可方便地乘坐山航航班，饱
览当地美景，感受悠久的历史
文化底蕴和多彩的人文风情。

(崔峰 刘路)

2月27日早晨,烟台大雾导
致机场能见度低于正常运行
标准，而具备HUD运行资质
的6个山航早出港全部正点起
飞。据了解，山航本次启用的
是HUD200米低能见起飞程
序，可实现航班在能见度200
米情况下安全、正点运行，极
大地方便了旅客乘机出行。

从2月27日6点开始，烟台
蓬莱国际机场受海雾影响，跑
道能见度降低至200米左右，
截至8:00之前一直维持在200-
300米，低于正常的400米起飞
标准。8时以后，能见度方才逐
渐好转，跑道视程稳定在550
米以上。

为应对大雾天气，山航与
烟台机场密切配合，增加值守
人员，妥善组织旅客，全力做
好机场和总部的信息传递和
相关协调工作，于6 : 5 0启动
HUD200米低能见起飞程序，

山航烟台分公司6个出港航班
全部正点起飞，最大限度地保
障了航班安全、正点运行，极
大地方便了旅客乘机出行。

近期因受大雾天气影响，
全国多座城市能见度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在乌
鲁木齐地窝堡机场，能见度最
低降至150米以下。在2月25日
至26日乌鲁木齐大雾期间，山
航共计12班航班使用HUD150
米低能见度起飞程序，1班使
用HUD200米低能见度起飞
程序，共保障涉及全部56个航
班、8514名旅客的顺畅出行。
其中，2月 2 5日 8 : 1 7起飞的
SC8825乌鲁木齐—青岛航班
更是在乌鲁木齐机场首次使
用HUD基于150米低能见度
程序成功起飞的航班，开创了
新疆地区民航低能见度起飞
的里程碑。

(徐戴维 杨帆 张小刚)

山山航航将将新新开开44条条青青岛岛地地区区航航线线
方方便便旅旅客客出出行行

山山航航航航班班连连续续多多日日

借借助助HHUUDD实实现现安安全全起起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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