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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山山航航助助力力青青岛岛机机场场实实现现
RRNNPP飞飞行行程程序序验验证证试试飞飞圆圆满满成成功功

6月2 0日，山航在局方
领导指导和支持下，完成青
岛 机 场 1 7 号 和 3 5 号 跑 道
RNP-APCH进近程序验证
试飞工作，试飞取得圆满成
功，试飞机组及专家组认定
此飞行程序数据精确、设计
合理、航迹舒适、堪称完美。
此次试飞由山航波音 7 3 7 -
800飞机执行。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对
此次飞行程序试飞工作高度
重视，李文海处长亲自带队，
部署试飞工作。试飞准备会
上，管理局航务处、青岛监管
局、青岛空管站、山航试飞机

组、青岛机场等就试飞事宜
展开充分讨论，确保试飞方
案合理、试飞安全，确保试飞
成功。

6月20日05:00至07:00，各
单位紧密配合，经过120分钟
的紧张作业，B737-800飞机顺
利完成 1 7号及 3 5号跑道的
RNP-APCH程序试飞。本次
飞行，滑出时间05:56，起飞时
间06:03，落地时间06:30，关车
时间06:37，累计飞行时间41分
钟。试飞科目按照相关PBN运
行程序，使用17号跑道起飞，
雷达引导加入35号跑道RNP-
APCH进近，之后决断高度复

飞，执行35号RNP-APCH进
近程序的标准复飞程序，之后
雷达引导执行17号跑道RNP-
APCH进近程序，落地后跟引
导滑回停机位。

山航对此次RNP-APCH
飞行程序的验证试飞高度重
视，先是专门成立了工作组
协调准备此项工作，对于试
飞需要的飞机、备份机、机载
导航数据库数据的有效性、
试飞机场的天气能见度温
度、试飞需要油量、试飞备降
场、调机批复都进行了讨论
和确认；然后专门成立了由
三名飞行教员组成的试飞机

组，试飞机组对试飞方案进
行 细 致 入 微 的 讨 论 ，针 对
RNP飞行程序的特点逐条逐
点地进行了准备，从飞机起
飞开始到它经过的每一个点
的高度、2个点之间的距离及
飞机所需要上升和下降的高
度都进行了认真的准备，确
保试飞任务高质量完成。

RNP所需的导航性能，是
利用飞机自身机载导航设备
和全球定位系统引导飞机起
降的新技术，是航空发达国家
竞相研究的新课题和国际民
航界公认的未来导航发展的
趋势，也是中国民航局大力推

进的一项技术。与传统导航技
术相比，飞行员不必依赖地面
导航设施即能沿着精准定位
的航迹飞行，使飞机在能见度
极差的条件下安全、精确地着
陆，极大提高飞行的精确度和
安全水平。

山航在青岛机场RNP飞
行程序验证试飞成功，标志着
青岛机场的运行设施水平达
先进水平，在提升安全的基础
上带来更高的飞行自由度，为
航空公司节省大量油耗，同时
还减少噪音和排放，使青岛机
场周边区域和环境受益。

(李志超)

6月21日，最后一批飞行学
员在民航总局医学中心完成交
叉体检，山航2018年度“大改
驾”飞行学员春季招聘至此圆
满结束。

山航股份人力资源部以
“深度发动、精准挖掘”为原则，
以“立足山东、辐射周边”为行
动准则，从山东、河南、陕西三
省的11个城市中选取了24所高
校设立招飞站点。山航沿用与
智联招聘联合发动的模式，利
用网聘公司网络平台、简历资
源和团队优势，线上线下联动
宣传，微信、微博、QQ、H5页面

等媒介全部铺开，共接收简历
近3000份，较往年大幅增加。

3月下旬至4月中旬，招飞
专员分三组入校实施初筛面
试，近900名学员到场参加，最
终初检合格300余人，同比增加
约三分之一。为尽早开展上站
体检和各项测评，人力资源部
积极与华东局体检鉴定中心协
商、申请体检档期，于四月底和
五月初分两批在民航上海医院
实施上站体检，最终体检暂合
格70余人。

同时，山航股份人力资源
部牵头成立包括飞行部、飞管

部、保卫部等部门组成的测评
考核小组，对体检暂合格的学
员实施英语测试、背景调查、终
审面试、职业行为风险测试等
项目考评。为有效提升招聘质
量、杜绝招聘事故，山航股份人
力资源部综合考量、评定学员
各项测评的成绩，并加大学籍
材料审查的力度，最终约50名
学员综合评定合格。

该批学员将于8月初办理
入职手续，后续将由飞行技术
管理部安排进行飞行训练，预
计可于2021年形成飞行实力。

(张中华)

22001188年年度度““大大改改驾驾””飞飞行行学学员员
春春季季招招聘聘顺顺利利收收官官

近日，山航运控中心节能
减排小组联合山航集团党群
工作部“i山航”微信公众号，
开展了“深入挖潜提质量，节
能降耗增效益”的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采取多种宣传方式，
由“i山航”、“绿色山航”微信
公众号进行活动宣传，在山航
济南机场天宫办公区、山航大
厦布置展板宣传，并开展了

“节能降耗随手拍”和“节能降

耗金点子”的有奖活动。
随着山航的不断发展，绿

色、可持续的发展路线逐渐清
晰，这不仅是为了降低运行成
本，提高运行效率，更是为了
保护环境,履行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的社会责任。2017年山
航共计节油近5万吨，节省成
本近3亿元，减少碳排放约15
万吨。

(刘文强)

深入挖潜提质量 节能降耗增效益

6月28日上午，山航成功
举办“安全生产月”系列活
动——— 安全从业人员工作作
风建设演讲比赛。山航股份公
司总经理苗留斌、股份公司副
总经理董建民、安全总监周
宁，股份综合办公室、航安部、
飞管部、保卫部以及各生产运
行部门领导和一线员工代表
约130人观看比赛。

此次比赛作为安全生产
月系列活动之一，得到了各部
门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十
名来自不同生产运行部门的
选手以“锤炼工作作风，深化

‘三基’建设，促进民航安全发
展”为主题，结合自己的亲身

经历和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经
验及典型事故案例，向观众诠
释了安全工作作风的重要意
义，表达了对“生命至上、安全
发展”的深刻理解。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飞行
部的王颖荣获一等奖，来自工
程技术公司的王昕彤、空保支
队的王飞扬荣获二等奖，来自
工程技术公司的王瑞、客舱部
的孙珂和货运部的李方兴荣
获三等奖。

通过此次比赛，山航各部
门进一步提高了安全工作作
风思想认识，鼓舞了旺季安全
生产士气。

(焦涛)

山航举办安全从业人员
工作作风建设演讲比赛

近日，山航举办了2018年
度消防安全应急实战演练，山
航货运部、综合保障部、保卫
部及振邦保安公司参加了此
次演练。

本次演练以锻炼山航职
工应急疏散逃生能力为主要
目的，同时检验保安人员的应
急处置能力。演练于6月22日
10时50分开始，货运部三楼宿
舍区房间模拟发生火情，消防
控制系统报警，值班员迅速赶
赴现场，及时报告火情，启动
消防应急预案，消防人员紧急
分工为灭火组、疏散组、救援
组、警戒组，各小组分工合理，
通力配合，确保各项灭火救援
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展，整个
演练过程仅用时5分钟，火情
得到控制，所有人员全部撤离
到安全地点。

演练现场，消防维保专业
人员对保安人员进行了消防

控制系统培训，提高了监控室
值班人员对消防控制系统的
操作技能，明确了火灾处置工
作流程。随后，山航消防管理
人员对参加演练员工开展了
灭火器使用培训，详细讲解了
各类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以及
扑火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并现
场进行了灭火器使用实践操
作，进一步提高了员工对灭火
器材的实际操作能力。

演练结束后，山航保卫部
对整个演练进行了总结点评，
要求各安保岗位人员通过此
次演练，查缺补漏，查找演练
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一
步提高设施设备实际操作能
力和应急处置能力。通过本次
消防演练，山航员工的消防意
识得到进一步提高，消防应急
逃生及自救能力进一步增强，
同时检验了振邦保安的应急
处置能力。 (马骁)

山航开展2018年度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6月23日，山航空保支队党
委委员、优秀党员来到革命圣
地西柏坡，开展参观学习活动。

党员代表来到西柏坡中共
中央旧址，参观了七届二中全会
会址，进行庄严宣誓，并重温毛
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告诫全体

党员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随后，党员代表参观了
西柏坡纪念馆，纪念馆运用了大
量的文物、照片和历史资料，记
录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伟大
革命实践，以及革命领导人的艰
苦奋斗历程，全体成员深切领悟

了老一辈革命家为党和人民事
业的奉献精神。

本次参观学习活动，加强
了党员同志对“西柏坡精神”的
理解，提升了爱党、爱国热情，
增强了在今后空防工作中艰苦
奋斗的责任感和不忘初心的使
命感。 (王巍)

山山航航空空保保支支队队党党员员重重走走革革命命圣圣地地
发发扬扬““西西柏柏坡坡精精神神””

6月26日，山航重庆分公司
领导亲自带队，组织区域没有
生产运行任务的40余名党员干
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到重庆市建
川抗战博物馆参观学习，开展
了一次主题为“铭记历史、砥砺

前行”的党课，进一步激发广大
党员的爱国主义热情，提高党
性修养，也在公司旺季生产来
临之际增强了大家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

全体党员干部到达建川博

物馆后，整齐列队合影，并举行
重温入党誓词仪式，面对鲜艳
的党旗，大家庄严肃立，右手握
拳齐肩，齐声宣读入党宣誓词，
气氛庄严而热烈。

(张洪瑞)

山山航航重重庆庆分分公公司司组组织织区区域域党党员员
参参观观建建川川抗抗战战博博物物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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