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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份货量8,682吨，较去年同期增加686吨，增长8.58%，1～7月累计总货量

55,055吨，较去年同期增加5,393吨，增长10.86%。 

为了千家万户的幸福，为了航班的正常运行和货

物的安全进出空港，不论严寒酷暑，货站人都在幕后

默默付出。为了让货站人的家属更加了解民航的工

作，能够更加理解货站人，元翔货站于7月31日成功举

行了“暑期家属体验日”活动。 

公司领导非常重视此次活动，全体员工也对此次

活动的筹备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活动的准备阶

段，大家积极地出谋划策；在活动进行的当天，许多

员工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来现场担任志愿者，保证了

活动的顺利进行。 

此次活动共安排了公司概况介绍、参观货站、观

摩岗位练兵和亲子活动等几个环节。家属们通过影音

材料和在现场的参观，对货站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

在观摩岗位练兵的环节中，家属们陪伴选手在闷热的

仓库中共同度过了半个下午的时间，切身体会到了这

份工作的不易。 

活动结束时，我们看到了员工家属们在亲子活动中获得奖品的满足的笑容，（接下页） 



第2版 货运前沿 

第2页，共8页 

排版：邹涛涛   本版编辑：郑小燕     

元翔货站于2016年8月5日进行“货站公司锂电池外包装破损应急演练”，参与部门有运行指挥中

心、货站消控、货检分部、DGM公司； 参与人数：货站9人、货检分部1人、运行指挥中心1人、货站

消控1人、共12人。 

为确保演练效果，充分发挥演练的实用性和指导性，7月底，国际出港部与DGM专家研究讨论了演

练步骤和方案，结合现有《运营手册》中的应急处置预案，对部分细节进行修订完善，其中特别增设

应急处置时的货站进出港仓库临时指挥处置中心，以便应急处置。 

8月5日15:00元翔货站正式启动应急演练，公司领导及各参演单位认真遵循既定的应急演练程序

展开，采取国际出港部主讲演练步骤，各单位在

讲解过程中即时提问，即时讨论和修订，并将暂

时无法确定的部分进行记录，后续持续追踪处

理，整个演练取得较好的效果。 

通过此次应急演练，达到了重新梳理和完善

公司“锂电池货物包装破损、燃烧应急处置”预

案的目的，并针对部分细节进行调整和优化。  

                       （综合管理部/杜建辉） 

（接上页）看到了他们在家人获得岗位练兵优胜时幸福的

笑容，更看到了他们看着货站人那理解的笑容。有了家人

的理解和支持，货站人将更加专注于工作，为货站的发展

贡献更大的力量。     (国际出港部/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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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借鉴兄弟空运货站的先进经验，促进我司货站的稳步、持续、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管理

品质和工作效率，元翔货站派出了管理人员及基层工作者共5人，于7月27日至29日赴广州白云机场、

南航货站等航空货站，就货站信息化建设进行了学习考察。 

    白云1号货站 

货站卡口系统：由于白云货站为国际货站货物种类和类型繁多，货站的码头有限，为了保证其库

区内交通井然有序，库区内A区和B区两类，只有收到通知的司机才能进入指定的库区内。门口装有自

动车牌识别系统，对库区内的车辆限定其停靠时间，超出预定停靠时间收取费用。 

智能仓库系统：处于测试阶段，对库区内的货物进行定位，定位的位置会在图文系统中显示出

来，理货员可以很直观的找到货物放置位置。 

小型ETV系统：用于存放散货和快件，提高仓储数量增加收入。 

    南航货站 

电子货运：唐翼系统，现在已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南航货站实现

该系统，南航全球范围内的运单，电子运单占比例的42%。目的是以

电子数据（FWB)取代纸质航空运单（AWB），取消了纸质运单（AWB） 

的发放、打印、结算、运输和存储，简化流程，提高效率。经了解就

此项功能每年节省8000多吨纸质文件。 

全流程系统：由货代自己到出港营业厅打印条形码贴在货物上，

货物经过的流程节点都由业务部门扫描记录，所以货物在全球范围

内，只要有使用唐翼系统，就可以知道货物的具体位置，位置可以精

确到库位。 

过磅计件系统：在轨道秤上面安装红外对射系统，货物按照事先（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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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安排好的摆放方式进仓，并在库区内进行理货。 

内联通方式：采用的是网络传输的方式，收费标准是一个货站按照包月的形式收取，这个适用

于有采用内联通方式传输报文的货站，如果没有这项功能的货站还是采用电报的形式发送接收报

文。 

通过这次学习考察，我们近距离、多角度地感受到了白云1号货站和南航货站在无纸化办公、

电子货运及生产自动化的技术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接受了大量新的视点和感触，让我开阔了眼

界，收益匪浅。考察是一种学习，一种享受，一种经历，更是一种回忆，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让

我参与。（综合管理部/朱成章）  

2016年7月31日下午14：30，元翔货站在国际进港二级库区举行

2016年度岗位练兵活动。此次岗位练兵共设置两个比赛项目，分别为

“叉车叉取篮球”和“拖车绕桩”。国际出港和国际进港经过部门内

初选，每个项目分别派出5名精英选手参加。更有意义的是，元翔货

站暑期家属体验日活动也设立在当天，我们邀请员工家属和休息员工

一同参观货站岗位练兵活动！ 

比赛现场，各参赛选手摩拳擦掌，集中精力参赛；比赛场外，员

工及家属加油助威，现场热闹沸腾！而把比赛推向高潮的是“叉车叉

取篮球”项目，有两位选手赛出并列第一名的好成绩!经过最后一轮

角逐，来自国际进港部理货组的刀会文获得“叉车叉取篮球”项目第

一名，国际出港部理货组郑庆锹、余深东分别获得第二、三名。在

“拖车绕桩”项目中，国际出港部理货组江红卫、汤荣发和屈华分别

获得前三名的好成绩。 

比赛结束后，公司领导及员工家属为获奖员工现场颁发奖状，并

合影留念。（国际出港部/林克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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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洪方晟，来自福建漳州，毕业于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我是一个开朗、

乐观的人，广交朋友。同时我还热爱着舞蹈，热爱着音乐。厦门，是我喜欢的城

市，如今在此工作，我希望自己能在岗位上学习到自己想得到的知识，也想自己的

工作能够平稳的发展。我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想用自己的努力换来明天的幸福。  

    我叫吴端波，来自福建泉州，兴趣热爱美食，运动，和交

友。 毕业于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厦门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有我向往的

大海， 有着我爱的人，有着我喜欢的美食和生活方式 。从小就梦想我能在这

座城市生活工作，实习的时候我来到了元翔货站，现在还处于学习的状态中，

这样的状态下是离我梦想实现的脚步慢慢的更近了一步。加油！  

     

    我叫李巧云，来自福建厦门，我性格开朗、为人正直、容易与人相处；平时爱好

爬山和跑步。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加入到元翔货站这个大家庭中来，这里不仅为

我提供了一个成长锻炼、展示自我的良好平台，也让我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新同事、新

朋友。初来乍到，还有许多方面的知识需要向大家学习，还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家能

够多多指教。我相信，通过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我们不但会成为事业上

一起奋斗、齐头并进的战友，更会成为人生中志同道合、荣辱与共

的朋友。  

我叫蔡贤臻，来自广东汕头。现在就职于元翔货站出港部单证组的航控部门。

平时喜欢运动，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和游泳。性格比较外向，喜欢开玩笑，交朋友。

希望能和各位同事好好相处。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希望各位前辈能不要

介意，尽管指出，我一定会尽力改正，以便更快的融入到我们这一个大家庭。  

    我是杨业赟，来自福建省福州市，毕业于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对待工作认

真谨慎，从不马虎；正直和努力是我做人的原则;沉着和冷静是我遇事的态度，热

爱生活，热爱运动，喜欢在长跑中去挑战自我极限，喜欢在篮球场上去挥洒激情，

喜欢爬上高山去体会会当凌绝顶的感觉。  

    大家好，我叫黄孝颖。非常幸运，作为一名刚走出校园的大学

生，能成为这个大家庭般温暖互携的企业里的一员，感受到家的关

怀和包容 。自己性格沉静里有着热情，生活中喜欢文字和设计，

热衷于探究和思考，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一步一个脚印，全力以赴，回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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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吴江华，我来自甘肃庆阳。我性格开朗，稳重，有活力，喜欢音乐，

喜欢弹吉他。待人热情，真诚，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能吃苦耐劳，喜欢

思考。在校期间，曾担任吉他协会副会长，航空协会咨询部长，有较强的组织

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能迅速的适应新环境并融入其中。在未来的

工作中，我将以充沛的精力，刻苦钻研的精神来努力工作，稳步地提高自己的

工作能力，与公司共同发展。  

我叫钟秀。疯狂，但不失理智；安静，但不失热情；冲动，但不失谨慎；内

向，但不失奔放。我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一直追求着条件允许下最大化的自

由，不愿被束缚。我经常对自己说：亲爱的，你要记得，最重要的是过得快乐。 

    我叫涂玉屏，家住福清，来自广州民航学院，很高兴加

入元翔货站。我性格开朗，容易与人相处，做事认真并善于

总结，乐于与人交流。在以后的工作中，还请各位领导和前

辈能够多多指教，多多包涵！这里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个成长锻炼、展示自我的优

良平台，也让我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新同事、新朋友。 我喜欢旅游，也喜欢结交

新朋友，希望在工作之余可以把更多同事变成好朋友！请大

家多多关照! 

    大家好，我叫蔡文婷，来自福建漳州。很高兴能融入到元翔货站这个大

家庭。有句话这么说，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通过上岗前的军训也

更让我认识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是民航运输中的小螺丝钉，希望

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发挥好我这颗小螺丝钉的作用，为更安全、更高效的民航运输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旧衣再造，爱心循环”公益活动圆满结束  

7月，由元翔货站团支部承办的元翔（厦门）空港第八次“旧衣再

造，爱心循环”公益活动开始展开。期间共收集到募捐的旧衣旧物千

余件。8月6日当天，志愿者将所筹得的衣物打包、清点、装车，送往

海峡天新公益（原海峡公益服务中心），在经过处理后捐赠到贫困人

群和西北贫困山区。 

我们旨在搭建一个长期性、综合性和可持续的公益爱心平台，脚

踏实地做好简单的事，汇聚来自集团各单位、各同仁和社会人士的爱

心，传递到有需要的人群和地方。 （国际进港部/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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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八合里海记牛肉店，据去过广东潮汕地

区的小伙伴说，八合里在广东那是大名鼎鼎，生

意火爆，是潮汕风格牛肉火锅中的佼佼者，现在

终于来到厦门开店了，地址在莲花路口的农业银

行大楼边上，门面很大很醒目，门口好多人在排

队等位，据说要等2、3个小时，真佩服这些食客

为了吃不怕热不怕饿的精神，也让我对八合里更

加好奇了，赶快来品尝一番。店内面积还是挺大

的，有大厅有包厢，食客坐的满满的，餐厅里雾

气腾腾，很有气氛，忍不住也想赶快加入大吃大

喝的行列。来到包厢，肉肉已经摆了满满一桌，

场面相当壮观，看的让人心花怒放，赶快动手涮

起来。调料是自助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

配，还有据说和牛肉最搭的沙茶酱，一定要试

试。锅底是萝卜清汤底，这个可以保留食材的原

味，更好的品尝新鲜牛肉的滋味。潮汕牛肉火锅

的特色就是牛肉是新鲜现切的，牛的各个部位的

肉外观、口感都不同，有十几种之多，不禁令人

感叹潮汕人对吃牛肉的专业，也难怪潮汕牛肉火

锅这么好吃，这么风靡。 

  这次品尝了手锤牛肉丸、手锤牛筋丸、嫩

肉、肥肉、吊龙伴、双层肉、匙肉、匙柄、牛朴

肉、牛筋、胸口油、牛肚、熟板筋、牛鞭、牛百

叶等，牛肉烫8秒左右就可以吃了，看到牛肉颜色

变成粉红色，就是吃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的牛

肉最嫩最美味，小伙伴们吃了一盘又一盘，完全停不下来。肉肉虽然好吃，蔬菜也不能少，品尝了萝

卜、腐皮、玉米、土豆、莲藕、皇帝菜等，清新爽口。还有主食，虽然吃的很饱了，但是干炒牛河也

不可不尝，河粉顺滑Q弹，炒的很入味。（国际出港部/郑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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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没有时间带子女出门旅游？那么来

集美新城的诚毅科技探索中心吧，花上一天

的时间，保证不会让你失望。诚毅科技探索

中心位于集美区杏林湾路339号，整个建筑外

表为现代嘉庚风格建筑，中心共有5层，地上

4层，地下1层，由主展馆和2个特种影院组成

（X-Flight时空探险特种影院和欢乐时光之

旅特种影院），地下负一层设有航海和航空2

个主题餐厅。 

    走进场馆，浓郁的现代科技风情迎面扑

来。 据了解，诚毅科技探索中心围绕着“航

空航天、航海、自然灾害、信息通信”四大主

题，共设有七大展区，分别为“梦想启航站”

展区，“星际探索”展区，“航空实验室”展

区，“航海实验室”展区，“海洋总动员”展

区，“自然启示录”展区，“沟通无限”展

区。位于一楼的梦想启航站展区浓缩了四大主

题展区精华，专门为儿童量身定制了迷你科技

主题探索乐园。三楼包含了四个展区，展现了

“上天入海”各领域技术的应用与原理，四楼

两大展区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游客学习避险知

识，并展现了通信技术发展及在各领域中的应

用。 

    其中，德国制造的巨型滑梯落高差达17

米，是目前国内室内最大的巨型滑道项目，从

滑梯顶部可以直接滑向诚毅科技馆底层；X-

Flight时空探险为国内最大无轨5D骑乘项目，

由中航工业集团基于世博会中国航空馆捐赠设

备全新升级打造。坐上时光穿梭X-Flight飞行

器，戴上立体眼镜，可享受从一亿年前白垩纪

到公元2200年未来的这段神奇5D穿越记。 

    此外，还有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按照1:1比例打造的神州飞船与天宫一号对接场景。不仅可以近

距离感受到神秘的太空，还可以直接体验宇航员在太空中的工作生活；“中庭光影秀”将国内场馆最

大达300平方可上人地面LED屏与中庭空间结合，将精彩刺激的大型科幻光影秀展现在大家面前。 

    小贴士：诚毅科技探索中心8月1日至31日期间每周一将正常开放营业 

    营业时间：暑假（7月1日—8月31日）、节日期间  9:00—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