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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进港部第一季度服务明星—刘继轩 

明星事迹： 

刘继轩积极参与到新生产系统的需求研发、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切换

全过程，涉及国际进港部单证、理货范围，及时收集、汇总新生产系统各

阶段出现的问题并与兆翔科技沟通协调。为了新生产系统早日正式启用，

刘继轩不计个人得失，经常加班加点，为新生产系统按时切换作出积极贡

献，每次系统更新总是不厌其烦对每位员工培训到位，确保大家都会操

作。同时作为一名业务主管，他利用业余时间修改作业指导书及单证小组

的岗位培训材料，协调各岗位作业，积极补位，是受到大家欢迎的暖男。 

 

国际出港单证第一季度服务明星---肖峰 

明星事迹： 

作为资深航控人员，在小组内发挥带头模范作用，充分利用其

丰富的工作经验，协助小组工作，处理各项工作异常，指导新员

工学习等，成为小组内的业务骨干。 

新系统双轨运行期间，主动加班加点，协助小组完成双轨运行

工作，并且利用工作经验，向小组和帮助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意

见。 

作为新晋的危险品第六类操作人员，积极主动学习危险品检查

业务，多次下班后留下来学习，在短时间内完成内部考核上岗，

并开始承担危险品检查工作，分担了班组危险品检查人力不足的压力。 

国际出港理货组第一季度服务明星---董振伟 

明星事迹：  

董振伟是国际出港理货组的一名拖车司机，有扎实的业务知识，在工作

中兢兢业业，能够圆满完成本职工作。在平时的工作中，他还善于发现问题

并提出解决的建议。如每周三、周五出库货量高峰期间，空侧待运区空间紧

张，他除了跟班组反馈相关问题外，还提出了23#待运区的使用建议，并主

动协助清理待运区供国际出港货物存放。董振伟，对待工作热情，团结同

事，能够积极对其他岗位进行补位，体现其极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国际进港部是鲁班精神的践行者。继2016年制作理货架、登高框、解网神器等7项目小发明后，

2017年国际进港部继续秉承创新精神，积极开展“小创新活动”。我们的员工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

勤思考、巧制作，共提出了12项小创新和富有建设性的“金点子”，不仅使工作更加安全、便捷，也

助力公司增收减支，荣获公司2017年“鲁班奖”第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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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奖”一等奖：机坪金点子组合 

机坪金点子是因应于机坪各类风险，班组进行风险评估，

群策群力，组合而成。  

 

机坪风险1：曾经发生重心偏移的集装板，上辊道台后走

偏、冲出辊道台的不安全事件。 

理货组卓晴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经过认真观察分析，

卓晴春建议只要调整集装板进入辊道台的方向，确保装货（重

心）的一端先上辊道台且装货的一侧靠近消防通道,就能避免集装板一边翘

起，因辊道后侧动力顶推走偏而滑出辊道的风险。  

 

机坪风险2：集装板重心偏离、活动托盘车故障、D7门斜坡，给司机地

面摆渡作业带来较大的风险。机坪工作日报也时常通报活动托盘车故

障的信息，对此班组、部门高度重视，开展相应的风险评估。采取有

效措施：使用绑带、枕木将集装板与托盘车进行固定、建立板架检查

制度、摆渡转弯绕大圈、慢速通行，有效降低风险，确保安全。  

 

机坪风险3：人力更换6米托盘车费力且存在安全隐患。 

国际进港货物经常有异形板、超宽板，未调整无法通行接

驳口，需更换板架。裴杰想到利用自动化辊道进行导板传接，

安全、便捷、省力！  

“鲁班奖”二等奖：叉车安全线 

叉车作业存在的风险：叉车叉取货物时，若货叉超出货物

的边缘可能叉破相邻货物；叉车两步入库效率不高；叉车司机

对货叉的长度和高度把控不准。 

通过学习日航叉车货叉划线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使用不同颜色漆和胶带对叉车正、侧面进行

划线标识：68CM区间标识线，确保叉货时的稳定性；100CM长标识线，确保叉车货叉不叉到货架对面

的货物；80CM长标识线，便于大库位货

物入库。1.5米高倒车标识线，离地

15CM标识线，便于司机有标准可参照。

由于国内的耐磨漆经不起频繁的摩擦，

一个月就会消失，叉车司机们开动脑

筋，创新地将警示线画在货叉的侧面，

解决了货叉上警示线因磨损消失的问

题。 

我们坚信：只要秉承“工匠精神”，坚守初心，让认真、敬业、执着与创新成为自己的职业追

求，“鲁班精神”将在货站得到传承与发扬。正可谓，古有鲁班刻凤，今有货站人匠心创丰碑！ 

(国际进港 叶小艺) 

上图：6米托盘车 

左图：集装板重心偏离 

上图：重心偏移的集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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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司运营项目获得更好创收，广集员工智慧，2018年2月26日

元翔货站公司举行了“创收项目”头脑风暴会，与会人员包括各生产

部门的业务骨干、鲁班奖获得者、公司及部门管理人员。讨论会上，

大家积极献计献策、各抒己见，公司领导周静总经理对与会人员提出

的每一个创收项目都进行了一一答复。 

会后，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将与会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汇总、评估并做出书面答复：国际进港共 

提出24条创收项目，被采纳11条，其中5条公司认可会同财务部先行实施；国际出港提出20条创收项 

目，被采纳7条。 

“创收项目”头脑风暴，展现了货站人的主人翁精神，是货站群体智慧的结晶，必将为货站增创 

收益，为完成公司年度经营管理目标添砖加瓦。                           （国际进港 叶小艺） 

2018年3月5日，元翔货站与地勤公司、机场海关经过前期多次沟 

通，以及流程的梳理和推演，在机场海关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第一票

国际进港邮件入库直提的服务模式，改变了一直以来境外进港邮件由

邮政速递公司进入机坪自提的模式。该操作对货邮入库及理货时效要

求极高，需各环节紧密配合，方能满足邮件办理转关手续的需求。为

满足客户需求，元翔货站协同地勤公司持续对进港货邮的时效性进行

研讨、改进，最终实现邮件入库直提取代邮局代理机坪自提的模式。

这一操作在提升机坪安全、减少机坪资源浪费的同时增加了公司盈

收。                                       （国际进港 黄敏） 

为给各货运代理提供便利的服务、优质的通关环境、高效的异常处理效率，近日厦门机场海关对

其监管仓库——元翔货站国际出港仓库采取部分业务授权的“自主”监管模式。此类授权业务主要针

对货物在未申报重要信息或数据、未发送海关舱单报情况下的业务处理。海关充分利用元翔货站库内

高清监控可视可查的优势，将此类业务化繁为简，由原来的代理向海关递交申请后报送海关意见至海

关武警人员及货站工作人员，由其共同处理后再反馈结果及报告至海关的流程,改为代理直接向货站

工作人员递交申请由其核实后处理即可。此过程中货站人员秉着从严、真实、负责的原则，对此类业

务进行办理，而海关则通过高清监控及表单数据信息候查等形式进行监管，省去多个流程及纸质报告

的递交，得到了代理的一致称赞。此项政策的实施，表现出机场海关对元翔货站规范管理的高度信

任，也标志着厦门机场海关实现7*12小时通关取得重要的一步，厦门机场国际货物通关环境和效率进

一步提高。 

                                                                 （国际出港 郑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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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8日14:36承载着石狮快件监管中心首批货物

（4件1653公斤）的NH8515降落厦门机场，元翔货站国际进

港部相关岗位人员立即按照专项保障方案操作：机坪理货、

第一时间发送理货报告、领单、陪同货主到海关申报转关手

续等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各岗位的紧密配合下，石狮快件监

管中心首批货物于16:16装车运往石狮，全程仅耗时100分

钟。 

据悉，石狮快件监管中心是继晋江陆地港快件监管中心

后闽南地区又一家跨境电商分拨中心，它的成立将进一步促

进厦门机场成为华南地区跨境电商的重要空运口岸。 

                              （国际进港 黄敏） 

    大家走进国际进港部，进门前就可以看到独具特

色、体现货站经营理念“安全、便捷、温馨”的对联，

处处透出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 

 

国际进港单证组安全对联： 

上联：元翔温馨迎宾客 

下联：货站便捷又安全   

横批：吉祥兴旺 

国际进港理货组安   

全对联： 

上联： 

持续安全无止境 

下联：        

争当鲁班有创新 

横批：旺年吉祥 

简讯：2018年3月6日远东航空（FE)开航：接到远东航空即

将开航的信息后，元翔货站召开远东航货运业务启动会、建

立航司货站沟通微信群，提前与远东航空代表进行多次沟

通，制定并提供“航空公司开航注意事项”。开航当日，国

际进港部快速完成了首航143KG海鲜的保障，航空公司对货

站专业的保障能力表示赞许。3月份远东航空进港货量共计

4.1吨（虾、螃蟹）。             （国际进港：叶小艺） 

元翔货站顺利保障石狮快件监管中心首批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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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一辆崭新的8.5吨（额定起重量）杭州叉车

正式交付元翔货站。国际进港理货组对新叉车根据SMS方

法进行风险评估，邀请供应商到货站国际进港仓库为货站

叉车司机现场培训，了解8.5吨液力传动叉车的配置结构

及使用方法、车辆仪表显示、出车前的检查和保养、停车

后的检查及保养，以及日常检查和維护保养、操作风险，

以便安全使用新设备为货主提供更好的服务，元翔货站的

重货保障能力再上新的台阶。 

（国际进港 罗志文） 

 当心叉车视线盲区，鸣笛、打招呼

相互提醒。 

叉车司机有视线盲区，看不到

蹲下的人。 

看手机的人突然从行人通道走到车

行道，叉车司机急刹车，叉车货叉

上的卷材滑出，将人压伤。 

请不要站在叉车前，以免受伤。 

司机视线易被遮挡，叉车前面是

高风险区域，请注意避让。 

处在叉车司机的视线盲区，蹲下的

人被挤压致死。 

叉车伤害风险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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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林俊滨，来自元翔空运货站国际进港部。我是一个乐观向上、拥有梦想的青年，性

格活泼开朗，稳重成 熟的外表下，充溢着内心的细

心踏实，在大学不断 成熟和锻炼的基础上，让我更

加独立；活泼乐观的 性情也促使我积极地参加各种

有意义的活动，吸收 每个值得个人成长的优点而去

弥补不足；读书和闲 暇时，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

惯，旨在处处提高个 人的整体素质。为人热情、活

泼、大方，本人好学 上 进，诚 信、敬 业、责 任 心

强，有强烈的团体精 神，对工作认真积极，严谨负

责。 

我的理念是：在 年轻的季节我甘愿吃苦受累，

只愿通过自己富有激 情、积极主动的努力实现自身

价值并在工作中做出 最大的贡献：作为初学者，我

具备出色的学习能力 并且乐于学习、敢于创新，不

断追求卓越；作为参 与者，我具备诚实可信的品

格、富有团队合作精 神；作为进港部单证组的员

工，我具备做事干 练、果断的风格，良好的沟通

和人际协调能力。受 过系统的经济文化相关专业知

识训 练，有很强的 忍耐力、意志力和吃苦耐劳的

品质，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进取，个性乐观执着，敢于面对困难与挑战。 

我愿意在元翔货站付出个人的思想文化素

质和能力水平，尽心尽力地忠诚于元翔货站；

这样才有利于我的企业发展目标，去脚踏实地

奋斗实现我的梦想；追求精诚、敬业、进取、

奉献的企业精神，努力地为元翔货站慢慢的壮

观强大的发展起来，成功的阶段慢慢地有所提

高，在企业公司上贡献我的人生价值和风度能

力水平，在社会上全方面地体现出来。 

为此，我会保持“一荣倶荣，永争第一”

的企业精神，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为企业参与

创造经济繁荣，推动社会进步而努力奋斗。谢

谢！                                                             

（国际进港 林俊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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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管炳先，来自广东

河源，是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的应

届毕业生，现工作于国际出港单证组计量岗位。本人性格随和、大方，有属

于90后的热血和冲劲，喜欢打篮球和听音乐。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大家多

多关照，谢谢！ 

我叫江基山，来自福建漳州，我性格开朗、为人正直、容易与人相处；平时

爱好打篮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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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我非常感谢各位领导，谢谢您们能给我一次这么好的机会。 

我初来乍到，还有许多方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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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头并进一起奋斗的战

友，更会成为人生中志同道合、荣辱与共的朋友。 

最后，我愿能和大家一道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大家好，我叫杨家伟，是广州民

航职业技术学院15届的学生，我怀着

一颗赤诚的心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向各位同事推荐自己，正直和努力是

我做人的原则;沉着和冷静是我遇事

的态度;爱好广泛使我的生活非常充

实;众多的朋友使我倍感富有!我很强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我能够面对任何

困 难 和 挑

战。 

今后请

多多关照。 

大家好，我叫卓晓强，来自广东梅州的一个客家小哥，两

百字不多，两百字不少，两百字买得到大家对我的认识。我兴

趣爱好比较广泛，玩游戏,打球,

看书。能让我开开心心的爱好有

很多，但能让我沉静的爱好只有

一个。我喜欢看书，喜欢把自己

丢进书里，因为看着别人的故

事，却影响着自己，跟随书中的

故事，开始懂的什么是执着，体

验宿命的起落，读懂主人公，自己也能在十字路口更好的抉

择，读懂书中的别人，然后找到本真的自己。 

来到温馨的货站是偶然的，给大家介绍自己的机会也是偶

然的，但是和大家一起开心工作却是必然的也必须要做的。能

跟大家一起工作，是我的的一个小确幸，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