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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新闻纵横：岗位练兵强技能 各显神通展风采  2版 青年园地：新员工，新印象 

3版 货站故事：货站战役录                     4版 货站印象：员工自制海报展 

为提高员工专业技能，强化岗位培训管理，公司结合“三基”建设工作部署，以打造企业核心

竞争力为目标，在9月17日组织开展了单证组知识竞赛，9月21日举办理货组练兵汇演和电工组技能

比武共三大项目的公司级岗位练兵。 

本次大练兵覆盖面广，形式丰富，真正实现了全员参与，共同提升的效果，不断提高货站安全

生产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锻炼员工的专业技术并展现员工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的工匠精神。 

本次岗位练兵分为两个阶段： 

准备与实施阶段：3月1日至8月31日； 

岗位练兵是一项长期任务，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年度部门内部岗位练兵活动计划，由点

到面、全面展开、培养一专多能人才。通

过部门岗位练兵选拔优秀人才参加公司级

“岗位练兵”汇演活动，为员工提供更多

展现自我技能的平台。 

汇演阶段：9月，开展年度公司汇演，

共设置五个项目分别为： 

               （综合部 谢安达） 

序号 类别 项  目 参赛人员 

1 

团体项目 

电动叉车、拖车组合竞技 理货员 

2 
货运及危险品知识问答 货运员及助理货运

员 

3  

个人项目 

叉车岗位个人赛 理货员 

4 电工技能竞技 兆翔物业电工 

5 消控岗位个人赛 消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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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8日，元翔货站圆满完成厦门美日丰创光罩有限公司价值约3400万美金的进口全新电

子束光罩刻录机（Electron Beam Mask Writer）的保障任务。本批光罩刻录机经CI5991航班进口，

共计41件/22946公斤。该精密设备对震动、温度、湿度有极高

的要求，全程需要防震温控运输，此外主机台在卸机装车过程

（在非温控状态下）的作业窗口期只有1小时，其余配件也要求

在2小时内完成任务。 

接到美日丰创进口信息后，空港各单位在指挥中心牵头下

提前筹划，元翔货站、地勤、安护部等相关保障单位召开沟通

协调会，根据精密货物机边专项保障方案对工作进行布署。地

勤安排业务骨干严格按照“精密仪器操作风险预警”落实各项

作业。元翔货站国际进港部对此次进机坪操作的新货运代理进

行两次机坪作业安全教育与考核，严格把关，提升作业人员的

安全意识；主动下厂提前对进机坪的车辆进行安全检查，消除

安全隐患。作业当日，进港部根据《外来车辆人员进入机坪检

查单》逐条落实各项检查并做好现场安全管控。 

在各单位的通力协作下，元翔货站安全、便捷、高效地完

成本年度首次机坪精密货物提货保障，厦门机场专业的保障能

力获得了美日丰创的高度认可。 

本次保障任务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本年度机坪精密货物保障

拉开序幕，本月底还将保障一批联芯精密仪器。随着疫情的好

转及本场航班的逐步恢复，9月份或将迎来精密仪器进口高峰。 

                                                               （国际进港部 叶小艺） 

厦门的夏季烈日炎炎，机坪涌动

着热浪，只要往阳光底下一站,汗水

便浸透了衣裳；仓库内的高温也不逊

色于机坪，一经作业便是汗流浃背。我们头戴红色安全帽、配备防护口罩、身着反光背心、穿戴劳

保手套，全副武装地负责着押运、转运、卸板、搬货、装载、出库等工作，全心全意保障厦门空中

运输通道的运转顺畅。 

    元翔货站人将

矢志不渝，用烈日

下的坚守，实践元

翔货站“安全、便

捷、温馨”的服务

理 念，彰 显“精

诚、敬业、进取、

奉 献”的 翔 业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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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8日15时，根据市委组织部《关于在全市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开展“当先锋

做示争创‘六连冠’” 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及市委文明办、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关于开

展“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洁净家园 活动的通知》，元翔货站党支部以全面提高库区环境卫生质量,

创造舒适、优美、整洁的货站大家庭为目标，开展库区及停车场大扫除活动。   （综合部 谢安达） 

大家好，我是余皓天，是厦门

本地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擅长摄

影。自打高中起，就对航空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加入航模社团。那时

的我就能在机场周围看一整天的飞机，想着考入航空相关院

校，更一步接近航空业，但遗憾的是失之交臂，在过了四年

的大学生活后又有幸得以再次接近航空业，再次接近我所喜

爱的事物。 

安全，是我来货站后感受最深的名词。万事离不开安

全，从进仓库的各类防护到各类作业手册，还是对危险品的

一日双检，到处都是安全第一的缩影，面对平时少见的货

物，还会进行现场的全体指导作业，为的便是保障现场安

全。令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一次针对联芯重货大货的机边提货

保障，对于这种特殊的提货方式，进港理货组在货物到达前

几天，甚至前几周就开始准备工作，不论是提货前对相关人

员的培训，入场车辆的检查，还是长达3页的安全检查单、繁

杂的检查内容都是为了保障机边提货工作的安全进行。面对

因进口冰鲜可能带来的新冠肺炎隐患，货站也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应对措施和操作流程，确保了员工的

生命安全以及进口货物的放心食用。而在日常工作中，安全也已然刻入员工的日常习惯之中，不论是

提货码头的临时围挡，还是引导卡车司机将车辆停至水平路段进行装卸货，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国际进港部 余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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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20年的元翔货站人很好的诠释了这句

伟人的诗词。 

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随着疫情

的蔓延，全球都进入了防疫物资紧缺状态。元翔货站作为一个以“追求卓越绩效，尽心奉献社会”

为宗旨的区域性航空物流枢纽平台， 一马当先走在了抗役舞台的前列。 

随着航空公司运力的不断增加、 货量猛烈激增的情况下，货站库容

已然超过极限。怎么办？“安全、便 捷、温馨”为口号的货站人不等不

靠主动作为，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协调地勤特车以及装卸部安排人员支援，主动联系客户了解需

求，制定货物入仓优先顺序、建立特勤组长协调现场作业，将预装好的货物分航班、分时间、分区

域的存放机坪，保证库区的流畅性。实行24小时轮班制，协助代理预先装载货物，以真诚的服务赢

得客户的信赖，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发挥着光和热。 

一桩桩，一件件，一个“专业进取、勤勉互助、厚积薄发”的团队，以饱满的激情，保障了一

个个航班的顺利完成。看着航班顺利起飞，大家疲惫的脸上多了一份开心笑容。 

愿我们货站人“翔更远，心更近”。                                （国际出港部 高为） 

当接到通知AN124（目前世界第二大的运输机）要来厦门时，各单位积极展开保障准备工作，而

元翔货站作为货包机保障的重要单位，我们的准备工作要做得更足，遇到的挑战更多。 

首先是货物存储的问题，整个 包机货物有1000方左右，而

货站仓库库容有限；第二，货物集 中出库给复称岗位带来了极

大的压力；第三，由于货物不使用 集装板装载且有大量的托盘

货物，单靠人工无法完成的情况下货物该如何装机？针对以上问题，各级领导组织

多次研讨会议，最终给出解决方案。散货进仓时直接将货物提前装载到平板车上，

清点件数、加盖雨膜并做好双复核后复称出库；托盘货物入仓后由叉车司机堆叠在

6米板上，并用绑带加固后复称出库。就这样边入库边出库的方式既解决了库位紧

张，也解决了复称岗位集中出库带来的压力。 

 5月6日晚上，一架庞然大物缓缓降落在厦门机场，各单位紧张有序展开各自的保

障工作。在上级领导指示下，安排我和冯宝宝、吴平3人协助地勤装机工作。根据

保障方案，一开始我们使用叉车叉取托盘货物运送至机舱，由于进入机舱有一个较

大的坡度，叉车在加油门上坡时来回上下的动作会对机舱底板造成损坏，于是立即

停止这种操作方法。各单位领导紧急商讨解决方案，最终托盘货物使用液压车推拉

进入机舱，随后由叉车在舱内进行堆叠，机组人员用飞机上自带的铁链进行固定；

散货则由搬运人员以接力的方式传递装载。 

5月的天气已经非常炎热，机舱里空气流动性差且闷热，导致每个人的精力极速下降。在这种情

况下，为了保证保障任务的圆满完成，我和冯宝宝每半小时轮流更换舱内作业，吴平则协助将托盘

货物卸下后由地勤人员推进机舱。 

 经过几个小时的辛苦奋战，AN124的保障任务圆满完成。次日早晨，满载着防疫物资的AN124起

航，给俄罗斯人民带去了战胜疫情的希望。虽然大家都精疲力尽，但此刻内心却是满满的自豪感，

这可是厦门机场首次开着叉车进入机舱作业，而我也很荣幸的成为了第一批开叉车进入飞机内作业

的人员。                                                            （国际出港部 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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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注定不同 寻常的一年。飞速传播的疫

情，让所有人的春节都失 去了红色，让所有人脸上的笑

容都被口罩遮掩，让所有 的爱都变成遥遥相望的距离。 

疫情带来的压迫之下，口罩防护装备出口量急速上升。这给全国近乎所有的航空出港口都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我们在这样的强压之下，努力担起肩上的担子，用无数个日夜守护我们的朋友。 

3月23日，首班从厦门机场飞往维也纳的航班满载着物资，带着希望与祝福顺利起航。 

3月22日早6点：所有人的焦点都聚焦到这批飞往维也纳

的紧急物资，展开最终保障工作。 

3月22日早8点：联系上代理反复确认货物数量和尺寸 

3月22日早10点：与航司代表确认飞机起飞和落地时间 

3月22日中午1点：确认集装器数量，以及准备好消毒防

护措施 

3月22日下午3点：确认飞机起飞，对货物及集装器进行

预排 

3月22日下午6点：大部分航班以及结束，组织现场人员

对即将到达的集装器进行消毒工作。 

3月22日晚7点：大家在进行短暂的用餐后，开始工作。从铺板到召集人员，再从进货到装货，一

气呵成。 

3月22日晚8点：货物仅仅装载了当晚任务的四分之一。货还在不停的进，大家的汗水也没有停

过。 

3月22日晚9点：货物终于进完了。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集装器的装载还在进行。 

3月22日晚10点：国际进出港数十人的努力，终于要有了结果。集装器的装载结束了。 

3月22日晚11点：集装器经21号口适航性检查后，快速出库。大家都以最好的姿态来迎接每一块

板，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眼里的星光却依旧闪烁。 

3月22日晚12点：大家终于结束了所有工作，货站的灯熄

灭了，心中的火点燃了。 

3月23日早6点：两班由厦门飞往奥地利维也纳的航班，

顺利起航了。 

中国有一句话说：人心齐，泰山移。独脚难行，孤掌难

鸣。每个人的力量即使再微小，只要聚集在一起，就能平山

海，能移星辰。 

 

谨以此致敬所有在深夜依旧砥砺前行的民航人！ 

                           （国际出港部 杨陈珊） 

我们都是这样想的。保障物资航班优先进行，这一直都

是我们的宗旨，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保障航班货物顺

利装载，保障航班集装器出库，直到飞机起飞，顺利降落，

我们的工作才算结束。但是这样的工作我们几乎每一刻都在

做，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心用力的去做。

愿尽绵薄之力，撼动山海；感恩之心，斗转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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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呼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元翔货站也一直遵行着：安全 便捷 温馨的宗旨，不留余

力地支援此次海外疫情防控。于2020年3月22日晚上，奥地利航空的两架包机将先后降落于高崎机

场，而货站承载着保障运输这20吨的防疫物资重任，二十几块集装板及其零碎的散装车辆等待着货

站人员的动工，量大且时间急迫。接到通知即刻起元翔货站便立即组建专项小组应对货物在海关与

入库装载的协调，在单证小组与理货组领导的有效合作下，一线员工由货物复核入库—记录装载数

据—手搬装载—复秤出库，仅几个小时便完成货物从入库到装载完毕到等待运输上机，夜是冷的，

可每个人的心却是激动与温热的。 

2020年4月17号元翔货站国际出港部领导的有力协调与各小组主管的紧密合作，仅一天之内便成

功保障2班747全货机，2架厦航包机，2架欧洲防疫包机和1架菲律宾军用包机。防疫物资在计量人员

的复核下不断收入仓库，在航控人员的装载下整整齐齐送上飞机，在文件小组的最后资料交接里将

航班成功保障。仅仅的只言片语下描述的却是整个元翔货站在这个寒冬的一个个灯火通明的夜晚里

为疫情防护所留下的热血汗水。 

内有白衣天使一路逆行而上，外有元翔货站运输义无反顾。三四五月份百来天的日日夜夜，一

线执行人员从未停歇，上层领导从未退却。不断为各国运送医疗物资，在此次全球疫情控制中彰显

出元翔货站的企业实力，领导的指挥有方与员工的协力合作。以规范、细致的操作，打造安全、便

捷、温馨的元翔货站，使得元翔货站在此次的疫情防控当中切实做到推进企业的精益增效、国内外

协作共赢、全球人民感恩共进的友好局面！                            （国际出港部 林怡婷） 

    五月，既是每年炎热夏天的开始，也是故事的开端。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国内外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口

罩、防护服等成了热销产品。元翔货站

作为一个以高效、优质服务的国际货运平台，截止至5月底，共保障国

际出港防疫物资包机93架次，创造了货量历史新高。元翔货站始终秉

承着“安全第一、持续安全”的理念，将安全视为企业发展的基石把

工作做实、做细、做足。 

货量的突然激增导致人力、物力、设备等严重不足，为了应对货

量高峰、保障货物的顺利入仓，除了保障正常的航班外，还额外增加

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加快空托盘的周转速度。一方面主动联系代理对

已入仓的货物安排预装，并记好件数和重量；另一方面利用库区现有的

集装器设备，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货物入仓即装载并存放于ETV，减少

托盘的使用，提高收运效率。在货站领导的推动下，协同国际进港部、

地勤装卸实行轮班制，白天安排专门人员对库区巡查，协助代理解决问

题，夜间安排业务骨干带领组员整理库区，为次日货物进仓提前做好库

位准备。货站人以敬业之心、奉献之情投身于工作中，为客户节省排队

时间、加快进仓速度，让客户感受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体验。 

通过各个部门的有效协同、配合，元翔货站有条不紊的开展各项工作。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元

翔货站五月份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充分体现了货站的品牌核心价值精益增效、协同共赢、感恩

共进。                                                           （国际出港部 罗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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