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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版 新闻纵横：元翔货站迎来出口货量历史新高   2版 货运前沿：B2B货量创新高 

3版 青年园地：新员工介绍                     4版 生活在别处：秋游-山海健康步道 

2020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12月份出口货量毛重又迎来的历史新高，达到了9174吨，同比上涨

50.84%。从货物构成来看，主要是新冠病毒测试盒和电商货物，占本月货量分别为26%和22%。从航班

构成来看，虽然客运宽体机航班 数量相较于去年有大幅度的下降，

但是货机航班增加了很多，12月 国际出港共保障了84班货机。一方

面是原有的货机航班加密，如全 日空货机，另一方面是包机航班的

增加。 

相较于5月份保障口罩等防 疫物资高峰时的景象，12月份整个

国际出港可以说是井然有序，这 得益于国际出港团结协作和兄弟单

位的大力支持。单证组与航空公 司密切沟通，及时跟踪航班动态，

并汇总成航班计划表，为后续的 作业安排提供了详实的依据；理货

组做好货运链条的协调，一方面 与地勤就待运区规划、托盘架供应

等事宜召开了多次的沟通会，另 一方面通过协调代理入仓时间、整

理ETV等方式增加库容；部门与 安检协调，延长库区作业时间，让

检测试剂货物能够快速入仓并装 载，提升了货物的流速。 

除此之外，北京宏远12月正 式进驻了元翔货站，新代理的入驻

一方面带来了货量，另一方面由于对本地作业模式的不熟悉，也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此，国际

出港多次组织宏远举行协调会，从前期的沟通、培训，到后来的现场指导、协调，期间还派员专门负

责现场协助，帮助他们慢慢适应了新的环境。为此，宏远还特意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面对新一轮的货量高峰，国际出港已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国际出港部 苏洁/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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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下午，元翔货站举办一年一度的“鲁班奖”评选活动，来自公司各部门共34个创新项目

参与了评选，各个项目发布人依次上台做出了精彩展示，评选现场人头攒动，互动频繁，创新氛围浓

烈。 

据悉，元翔货站为鼓励货站同仁发扬主人翁精神，发挥聪明才智，通过点滴的改进措施，使工作

更加方便、高效，使工作环境更加温馨，自2016年以来，每年均举办“鲁班奖”评选活动。本年度鲁

班奖评选活动将奖项分设为“鲁班（技术）奖”，“鲁班（人文）奖”“鲁班（工匠精神）奖”及

“鲁班（服务项目开发）奖”四项。 

本年度活动中，货站同仁结合生产需求，自主

设计和改良出“绑带收纳筐”、“轮胎钓”、“水

桶凳”等十几个小发明，提高了作业安全性和作业

效率，为公司节约了成本；货站同仁还通过勤思

考、巧制作，利用废枕木、废纸箱等废旧物资，变

废为宝，美化了作业环境，体现了温馨货站。  

元翔货站通过开展“鲁班奖”评选活动，以实

际行动践行了集团“创新驱动、系统提升”的思

路，同时围绕“安全、便捷、温馨”的工作主线，

提升了公司运营安全，实现降本增效，也助力了公司品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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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2日和23日深夜，两架由正大康地承包的747-8F种猪包机运载着53块集装板、186.7

吨总计1700头种猪，先后降落在高崎国际机场。 

本次种猪包机保障的难点在于做好新冠疫情和非洲猪瘟的防疫工作，并同时克服连续通宵的高强

度作业挑战。为此，元翔货站在项目初期便与相关保障单位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同时细究作业环

节，包括开展内部

业务流程研讨和机

坪操作风险评估，

根据作业现场可能

发生的各类异常情

况分析并制定了详

细的保障方案；对

于进场外来车辆，

保障团队提前进行

车辆预检，确保车

辆符合进机坪作业

的安全标准；对于

外来人员同时进行

严格的机坪安全教

育培训与考核，保证机坪作业人员及航空器的安全；防疫方面，全程采取操作人员提前隔离检查、设

备无死角消杀、防护用品配置到位等高规格管控措施，以确保种猪和作业保障人员的健康安全。 

当飞机落地后，元翔货站国际进港部以种猪保障预案为指导，统筹调度，由地勤公司提供近机保

障，安检护卫部负责安全检查和现场警戒，元翔货站负责种猪装车，厦门海关进行机边验放，开始种

猪保障各项作业活动。各单位配合默契，充分发挥了厦门机场的全链条特种货物保障能力，顺利完成

种猪机坪提货保障任务。 

完成保障并不是结束，国际进港部在保障结束后第一时间组织了机坪作业团队进行新冠核酸检

测，在国外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环境下，做到保证作业人员及全体部门的健康状态。“安全、便捷、温

馨”，我们定当竭尽全力。 

(国际进港部 何涛) 



第�版 货运前沿 

第4页，共�页 

排版：查德  

近年来跨境电商模式 不断发展壮大，2020年6

月 13日，海关总署发布 2020年第75号公告，正式

决定在厦门海关等10个海 关 关 区 开 展 跨 境 电 商

9710/9810报关出口监管模式（以下简称B2B报关）试点。元翔货站敏感地捕捉到商机，积极联系从事

跨境电商的货代，主动找海关争取支持。7月1日凌晨，元翔货站参与了第一票按报关单模式申报的

9710货物。在8月11日成功保障了第一票清单模式申报的B2B出口货物，并在一个月内成功保障了一百

六十余票B2B报关出口货物。 

由于元翔货站国际出港部团 队不断根据货代需求优化流程，

开发软件提高效率，帮助客户纠 错，迅速得到客户的认可，让更

多的跨境电商代理消除担心，逐 步在元翔货站尝试按B2B报关的

跨境电商业务。由于货代可以减 少每公斤0.40元的物流成本及至

少6小时的时间成本，形成明显的 洼地效应，吸引来自深圳、广

州、上海等地跨境电商货源。随 着12月2日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

正式开通厦门至比利时列日航 线，扩张了福建至欧洲货运运输

量，首班航班便运出超过50吨B2B 货物，B2B报关出口货物数量激

增，元翔货站在航空B2B空运市场占比超过90%以上，推动厦门成为区域性航空跨境电商处理枢纽。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货站已成功保障837票B2B报关出口货物，总计1672.8吨货物，增加收入

84.7万。                                                          （国际出港部  余皓天） 

于2020年12月31日举行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 研发专班负责人曾益新

说，新冠病毒疫苗全民免费提供。这一举动不仅惠及全体民众，更是对全世界抗疫的助力，那么对于

我们航空业来说，接下来疫苗的运输工作将尤为重要！ 

疫苗的运输会经历多个环节，大致上生产制造商的疫苗产生，紧接着销售代理商的销售、供应，

然后运输代理人托运，再到运输企业-空运人员接收、装载，最后到接种场所。 

运输疫苗的包装需满足符合IATA《温度控制规则》、WHO《疫苗的国际运输和包

装指南》、温度检测装置、干冰允许量及包装要求、含锂电池的包装、热包方案。 

包装上的标签需具备“时间和温度敏感”标签，国际运输标签， 

干冰标记、标签，其他危险品的标记、标签，其他信息。 

运输疫苗所需的文件有委托代理函，国家主管部门证明文件或材料，包装件的证明文件，危险品

运输的相关文件（如适用），航空货运单，装箱单、疫苗到达报告副本等文件。 

疫苗运输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常态。防止运输过程中由于温度控制问题带来的损失是疫苗运

输的关键；提升现有运输环节药物处理水平，并符合已

有的相关标准和各国法律法规；建立全质量管理、风险

管理、货库管理、外包管理、温控管理、员工培训等方

面的工作制度、完善操作标准和程序；通过设立高效的

培训计划提升操作人员的能力… 

疫苗运输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愿疫情早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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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家好！我叫詹思杰，来自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我是长

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航空服务与管理学院通用航空航务技术专业

2021届毕业生。能加入元翔货站这个大家庭倍感荣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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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待人真诚，能虚心的与人交流，以取

长补短。我喜欢唱歌，绘画，吉他弹唱，跳绳，在校期间担任学院

文娱部副部长。有机会大家可以和我一起约歌哟。 

 

2、大家好，我是欧阳建功，今年20岁，来自湖南省郴州市，

大家都叫我欧阳，但是很多人听到我的名字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

不是还有一个弟弟叫立业，很可惜并没有。我喜欢篮球，但是打得

不好，我更喜欢去看我没看过的风景，因为我喜欢那种自由的感

觉。 

3、大家好!我叫谭凤蓉，来自湖南长沙，大家可以叫我凤凤。

我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女孩，十分荣幸加入元翔货站大家庭，这一

个充满活力的平台，能与优秀的你们及所有的元翔人成为同事!期

望通过我的认真学习，能为元翔货站贡献自我的一份力量。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能够多沟通多交流。期望我能成为大家

工作中的好伙伴、生活中的好朋友! 

 

 

4、大家好!我叫毕卓，来自安徽省安庆市，我性格开朗、为人

正直、容易与人相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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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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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希望能和大家一道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5、我叫陆柳鹏来自福建漳州，我是一个爱笑的男孩子，我相

信没有什么事情是笑着做不完的，平时就喜欢打篮球、跑步，喜欢

有竞技性的项目，很高兴来到元翔货站，希望能快点融入这个大家

庭，努力工作。 

 
 
 
 
 

谢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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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刘冬冬，本人性格开朗，工作认真仔

细，具有很好的亲和力，善于与人沟通，而且爱好广泛，爱好运

动，追求新事物。毕业于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在校期间做个兼

职，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做事也比较认真负责，在工作

岗位来锻炼自己，使自己不断进步。在接下来的工作日子里我将以

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中，希望与公司共同发展。 

 

 

7、各位，大家好！我叫芮韦韦，今年21岁，来自美丽的诗城马

鞍山。缘分让我们在这里相遇，希望我们能够相处愉快。要问我是

一个怎样的人？很难说。有时很傻，有时很酷，平时不爱说废话，

我喜欢投入工作时的自己，享受工作带来的满足感与成就感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认识我了吗？ 

 

 

8、大家好，我是何紫微，我来自湖南浏阳，我属于性格内向慢

热那种类型，不过我希望能快快融入元翔这个大家庭呀，选择一份

工作需要自己的坚定，相信坚持并认真的对待一件事情，结果都不

会太差，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个大家庭做出贡献。 

9、大家好！我是易家雄，来自四川巴中，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加

入元翔货站大家庭，这一个月来领导、同事工作上对我的指导，使

我在短期内获得很大的进步，同事之间相处气氛十分融洽，在今后

工作中我也会热情的帮助新老同事，和大家一道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而努力奋斗。 

 

 

10、大家好，我叫罗健，来自四川自贡，加入元翔货站大家庭

这段时间，同事间相处

愉快，教我工作技能，

做的不好也会耐心指

导。在未来的工作中，

将以充沛的精力、积极

的心态努力奋斗，稳步

提高业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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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是鲍心怡，是一名来自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的学生。来这里实习

也有三周了，时间过得很快，这应该就是生活充实的的体现吧。很庆幸我

是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进行的。因为这是第一份实习工作，面对新环境有

点不适应，但是同事们都很照顾我，带我的师傅兢兢业业，她很厉害，又

耐心的讲解一些有关工作上的内容，在她的引导下我慢慢进入正轨。不管

是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在慢慢适应。接下来的日子一起加油吧！ 

12、我是张琦！又到了一个惬意而又慵懒的周末!每到这个周末，我

最喜欢在小区楼下的锻烁场地打乒乓球了。 

兵乓是我的爱好，有时间的话都会和好朋友一起玩。今年疫情原因出

去灯球的时间越来越少，整体水平有所下降！但是丝毫不能阻碍我拿上球

拍下楼挥它几下! 

我经常和小朋友在一起陪他们打乒乓球，他们活泼可爱也会打兵乓

球，刚好就凑巧一起了!我是那种打两三个小时部不会累的人，乒乓就真

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扣杀旋球..也是因为偶然间小时看电视机上的比赛,真

正喜欢上这项运动慢慢地接触，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运动使我健康使我快乐，我爱运动！爱乒乓球！ 

13、我是来自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的陈晟珏，是一个喜欢听快节奏音乐

和快速阅读，喜欢历史和一些奇闻逸事。在这近3周的实习时间里学到了

很多学校里面所忽视的知识，工作和学习生活的不同让我很不适应，学校

宽松的环境和追求效率的工作环境总是令我犯下低级的错误，好在同事们

都能够指出我的错误，纠正我的不足。我的师傅业务能力很强，同时也耐

心的帮我把工作带上正轨，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更多的改掉自己的缺

点，做更好的自己，加油！ 

1. 外出购物时做好 个人防护，包括佩戴口

罩，携带便携式免洗洗手 液或湿巾。尤其是到地下

购物场所、农贸市场购 物，使用卫生间，乘坐电

梯等通风不好的密闭场 所，都要注意戴好口罩。

外出购物时如出现感冒症状，建议暂停购物计划并及时就医。 
2.外出购物时建议提前列好购物清单，做好购物路线规划，尽量减少购物次数和缩短购物时

间。购物时建议错开购物高峰时间，尤其是参加商场超市促销活动时，建议错峰购物，避免人员聚

集。购物做好个人防护，挑选商品或排队结账时，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离。 

3.外出购物时注意呼吸卫生/咳嗽礼仪，咳嗽、打喷嚏时用肘部或纸巾遮掩。不要随地吐痰，口

鼻分泌物需用纸巾包好后弃置垃圾桶内。购物时避免触摸购物场所公共物品，接触可能被污染的物

品后立即清洁手部，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和鼻。 

4.外出购物选购食品后，不建议直接品尝未加热的食物，应避免用手直接拿取食物食用。到商

场购物用餐时，建议错峰用餐，优先选择通风良好的餐厅，用餐前做好手卫生，如不能满足间隔就

餐条件，建议打包后到人员不密集地方用餐。 

5.外出购物付款时尽量选择刷卡、扫码等非现金、非接触的支付方式。在商场购物过程中，出

现发热症状，需告知购物场所工作人员，并根据防疫要求采取必要措施。  （国际出港部 林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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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秋高气爽。为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体现元翔货站这个大家庭

的温馨，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亲近自然，2020年10月25日，公司组织员工，前往厦

门山海健康步道开展秋游活动。 

早上9点员工们在山海健康步道（东渡二小和平公园3号入口）集合出发，出发前公司组织了一

个趣味拓展游戏，员工被随机分成三组，每组需完成本次秋游路线中途径步云桥、流光花茎、仙岳

山中的定点打卡拍照发朋友圈，结束前集赞最多的一组有小礼品。秋天的厦门风光秀丽，蓝天碧海

青 山。员 工 们 置身于美丽秋色的

山 海 步 道 之 中，呼吸着新鲜的

空 气，伴 着 明 媚的阳光，欢声笑

语、三 五 成 群 结伴而行，心情格

外 舒 畅。大 家 你一言我一语，相

互交流思想， 畅谈过往、展望未

来，气 氛 和 谐 热烈。 

11 点 30 分 到达本次秋游路线

的终点山海健 康步道17#出口，

秋 游 活 动 结 束，中午公司为员

工准备了丰盛 的午餐，美味佳肴

中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既有经典歌曲的倾情传唱，又不乏流行之音深情演绎，大家心情愉悦，交

流情感，欢声笑语充满的整个包间。 

整个秋游活动井然有序、其乐融融，员工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领略大自然美景，愉

悦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今后的

工作营造出团结活泼、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氛围。相信在以后的工作中员工们会以更加饱满的工

作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中，为公司的蓬勃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次秋游活动，不仅让员工欣赏了美丽的风景，还丰富了员工业余文化生活，放松心情的同时还

为大家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平台，为今后公司运作中团队良好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展现出优秀员

工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与风彩。 

                                                                  （国际出港部 管炳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