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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山山航航青青年年在在全全民民航航青青年年文文明明号号
评评审审活活动动中中斩斩获获佳佳绩绩

近日，2017—2018年度全
国民航青年文明号现场评审交
流活动在杭州举行，来自全民
航46家创建单位共122个青年
文明号集体登台亮相、同场比
拼。山航营销委员会客户服务
中心、空保支队“凌云特战队”、
客舱服务部鲁雁乘务组、青岛
分公司现场保障中心服务单元
向日葵班组等4个青年集体代
表山航登台比拼，最终以位列
前50强的成绩全部成功入围。

本次活动利用2天时间集
中进行评审，通过创建基础台
账、创新创效案例、社会认知度
以及现场评分四个维度进行评
审，现场评审环节由51名来自
民航各单位团组织的负责人组
成评委会，现场打分、现场公
布、现场排名。山航营销委员会
客户服务中心、空保支队“凌云
特战队”、客舱服务部鲁雁乘务
组、青岛分公司现场保障中心
服务单元向日葵班组分别以总
成绩136 . 24、135 . 57、135 . 09、
133 . 64分在122个参评集体中

位列21、26、31、50位，一路过关
斩将、连奏凯歌。

根据抽签顺序，营销委客
户服务中心率先登场，在出场
顺序比较靠前的不利形势下，
顶住压力，沉着应战，展现了扎
实规范的服务技能和山航客服
人员的良好形象。向日葵班组
和鲁雁乘务组两个集体抽签顺
序相连，又都是服务类班组，为
提高现场展示效果，两个集体
充分发扬大局观念，现场及时
调整展示形式和内容，向日葵
班组重点打茶艺表演牌、鲁雁
重点打孔子学堂、国学、书签等
文化牌，同时都突出厚道服务
理念，使“厚道”二字在评委和
观众心中成了山航的特色标
签。凌云特战队作为山航最后
一支展示集体震撼登场，7名队
员精神抖擞、威武阳刚，以绞杀
技、关节技、客舱警棍匕首技能
为主的综合格斗技能赢得阵阵
掌声，将活动推向高潮，成为了
与会评委与代表们谈论的焦
点。

此次活动不仅创造了山航
开展争创全民航“青年文明号”
以来的最好成绩，而且在全民

航各单位中充分展现了山航良
好的公司形象和青年风采，学
习了各单位的创建工作经验，

有力地推动了集团青年文明号
工作迈上新台阶。

(董金阳 唐好伍 马成)

近日，滨州学院党委书记、
校长刘春华，副校长胡波以及
飞行学院、乘务学院、招生就业
处等部门负责人一行6人，为深
化与山航校企合作的相关事宜
到访山航。山航集团党委书记孙
秀江、股份公司总经理苗留斌会
见来客，山航股份人力、飞行、飞
管、客舱、空保和工程技术公司
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刘书记介绍了滨州学院发
展历程，尤其近年来在战略转
型、学分制度改革、应用型大学
建设、科研能力提升和学院更名
等重大事项上取得的进展和突
破；回顾了与山航校企合作取得
的系列成果；表达了巩固空勤人
员联合培养、开展机务、签派等
关键岗位校企合作的期望。

苗总对刘书记一行的来访
表示欢迎，介绍了山航现状和
规划，对校企合作取得的成绩
给予肯定，特别是自2006年至
今，已经或正经滨院培训的飞
行学员达1560名(包括：联合招
收培养的“养成生”飞行学员
761名和初始理论培训的“大改
驾”飞行学员799名)，且学员整
体英语水平高、综合停飞率低，
有效保证了山航核心人力储
培，有力促进了应用型大学建
设，双方应在此基础上持续深
化合作。

孙书记表示，教育是社会
进步、民族振兴的重要基石，是
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国企与高
校相互支持与合作是双方义不
容辞的责任，并对今后合作提

出三点期望：一要加强德育建
设，二要持续提高学员英语水
平，三要加强校企双方交流。

最后，双方职能部门就校
企合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
讨，并达成几点意向：一是稳
固飞行学员的招培规模，加大
在闽浙、川渝、京津等地区的
招生力度；二是优化乘务、安
全员的培养模式，乘务专业合
作起步较晚，经持续建设已与
安全专业实现对接整合，并将
专业层次提高至本科，今后应
探讨在新雇员培训课程前置、
教员交流实践、学员养成管理
等方面的变革；三是适时开展
机务、签派等关键岗位的招培
合作，为山航的腾飞、滨院的壮
大助力。

9月18日上午，山航综保
部、保卫部在天宫大门岗举办
了2018年度公司反恐防暴实
战演练。

演练以两名不明身份人
员试图强行闯入公司办公区
域为背景设置。上午10点，天
宫门岗保安值班人员对一名
驾车外来人员进行登记询问
时，遭到对方蛮横对待，在对
方首先动手后，该名保安人员
拿起盾牌进行防卫，同时，门
岗其余保安发现异常情况后，
按照内部处置流程立刻通知
了临近的其余保安人员进行
警戒增援，同时手持盾牌抵挡
住另一名暴徒的进攻。在两名

外来人员持械准备冲击公司
办公区域时，其余安保人员及
时到达现场，面对不法分子的
暴恐行为，使用防暴盾牌、防
暴叉、警棍等安保器材，凭借
过硬的军事素质与手持凶器
不法分子展开搏斗，及时控制
住现场局面。

本次演练活动旨在始终
保持安保队伍的警钟长鸣，提
高安保人员的警惕性。通过本
次演练，提高了安保队伍现场
处置突发事件能力，锻炼了安
保人员防暴处突工作技能，检
验了整套应急演练流程，为今
后处置可能发生的暴力突发
事件积累了经验。 (高才升)

近日，山航首次飞行员健
康管理会议在济南召开。山航
股份公司总经理苗留斌、副总
经理董建民出席本次会议，山
航飞行部、飞行技术管理部、航
空安全管理部等有关职能部门
及各分公司、基地参加会议。

山航青岛分公司综合保
障中心副总经理向会议作了
飞行员健康管理工作报告，报
告详实完整、重点鲜明地从健
康管理工作回顾、目前工作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今后的主要
任务与措施三大方面介绍了
飞行员健康管理工作开展以
来的有关情况。随后，与会的
各有关部门领导、各分公司、
基地负责人就本次飞行员健
康管理工作报告展开讨论，结
合各部门工作实际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山航综合保障部总经理
代表综保部对近年来航卫中
心所做的工作以及工作中发
现的不足和问题作了归纳总

结，并表示，将以本次会议为
契机，树立“真心为飞行员服
务”理念，改变工作作风，扎实
提高业务水平，围绕“固基”和

“提升”两大主题，以“降低停
飞率、提高飞行效率、空中防
失能、地面控疲劳”为目标，持
续完善“大数据管理”和“航医
进中队”工作，不断提升健康
管理工作水平。

最后，山航股份公司总经
理苗留斌，副总经理董建民对
下一步飞行员健康管理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董总从加强思
想重视；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
理；针对飞行员的健康状况进
行“人财物”投入；加大健康生
活方式引导四个方面对今后
工作的开展方向作出指导。苗
总从飞行员身体健康的重要
性、管理效益的提升、提高管
理质量以及飞行员利用效率、
飞行安全和飞行员自身的需
要入手，指出召开本次会议的
必要性。 (覃睿凡)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山
东航空根据节日航空市场特
点，在安全保障、运力调配、航
线安排、客票销售、空地服务和
应急处置等各方面提前进行准
备，并推出多项优惠举措，为广
大旅客提供安全、正点、便捷、
舒适的航空运输服务，满足旅
客出行需求。

节日期间，山航将增加值
班力量，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加
强航班计划管控，强化航班组
织保障，保障航班安全正点运
行，全力做好重点旅客服务保
障，提高行李保障质量，高质量
做好退改签和不正常航班服务
保障工作。当前面对航空货运
市场迅速升温的情况，为保证
货邮运输通道畅通，山航货运
航线管理员开展专程走访，做
好舱位销售及优先保障工作，
实时进行航班监控，将航班变
动信息及时通知代理人和大客

户，协调货邮中转渠道，最大程
度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确保
货品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

为方便旅客中秋、国庆假
期出行，山航加密济南=延吉、
青岛=呼和浩特、济南=佳木斯
航线。具体安排如下：

9月30日、10月1、6、7日加
密济南=延吉航班，航班号为
SC80556，2005从济南出发，
2200到达延吉，2245从延吉出
发，0045到达济南。

9月30日、10月1、6、7日加
密青岛=呼和浩特航班，航班
号为SC80512，由波音737-800
型飞机执飞，2005从青岛起飞，
2200到达呼和浩特，2250从呼
和浩特起飞，0030到达青岛。

9月30日、10月6、7日加密
济南=佳木斯航班，航班号为
SC84378，由波音737-800型飞
机执飞，1855从济南起飞，2130
到达佳木斯，2220从佳木斯起

飞，0105到达济南。
同时针对福州、汕头、北海

等国内热门旅游线路和首尔、
曼谷、新德里等国际地区热门
旅游城市均有优惠，其中前往
福州、汕头、北海的最低票价分
别为340元、570元、640元。昆明
曼谷往返50元起，昆明新德里
往返800元起，山东至首尔往返
300元起，青岛曼谷往返1000元
起，济南曼谷往返1100元起，山
东至台北往返1400元起。另山
航推出国际、两岸及地区套票
产品，针对旅客多次往返某国
际地区城市需求，专门定制了
公务舱和经济舱2套、3套及4套
的往返产品。详情请致电山航
客服中心95369，或登录山航官
网了解更多优惠信息。(注：以
上优惠价格不含燃油等税费，
具体税费请以出票当天航空公
司销售系统显示为准。

(徐戴维)

山航举办2018年度
反恐防暴实战演练

山航召开首次飞行员
健康管理工作会议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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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航航与与滨滨州州学学院院深深化化校校企企合合作作
或将开展机务、签派岗位招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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