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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首都机场安保公司飞行区安检部围界检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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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安全隐患拦在机场“大门”外

说到机场安检， 人们首先想
到的便是在候机楼里从事人身和
行李安全检查的工作人员， 他们
凭借精湛的安检技能， 把一件件
违禁物品拦在了地面， 保障了广
大旅客的出行安全。 殊不知， 在
整个机场大安全环的外围也有这
样一支同样专业的队伍， 他们素
质过硬、 技能精专， 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筑起了一道机场围界安全
防线， 他们就是首都机场安保公
司的围界检查科。

围界检查科隶属于北京首都
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安保公司）， 目前共有员工396
人， 主要担负着首都机场外围14
条 工 作 人 员 通 道 的 安 全 检 查
和 通 道值守工作 ， 对进入机场
从事保障工作的人员和车辆实施
安全检查。

以三基建设为重点
稳扎稳打苦练技能

围界检查科自成立以来， 始
终秉承 “确保机场安全运行” 为
工作主线， 不断夯实自身保障工
作基础， 在员工队伍资质建设方
面总结出了一套自有的培训管理
体 系 。 通 过 持 续 开 展 员 工 技
能 和 新型 、 异形违禁品培训 ，
全面提升安检人员对违禁物品的
辨识度和查控能力， 一次又一次
地将安全隐患拦截在了机场 “大
门” 之外。

“近年来， 我们在公司整体
培训体系框架内， 结合围界安全
检查工作特点， 先后细化制定了
大型X光机车检、 车底检查、 大
宗液态等一系列操作标准培训。
在公司培训部和公司领导的大力
支持下， 先后开设了高级安检员
自主学习班， 建立了科室X光机
图像培训室， 在方便员工培训的
同时， 也有效地调动了员工学习
业务技能的积极性。” 围界检查
科副科长董蕾介绍说。

由于对员工技能培训工作十
分重视， 目前， 围界检查科安检
操 作 岗 位 员 工 持 证 率 已 达 到

100％， 其中5级安检员97名， 4级
安检员179名， 3级安检员118名，
技师职称2人， 危险品从业资格
证书覆盖全员。 在安保公司不断
拓宽员工职业晋升的背景下， 围
界检查科安检员职业发展和技能
提升工作齐驱并进。

严把围界通道关口
确保机场空防安全

机场围界安检通道作为进入

飞行控制区的专用通道， 肩负着
对进入机坪作业保障人员、车辆、
物资的安全检查任务。 随着近年
来首都机场航班量的不断增加，
经飞行区围界通道进入控制区从
事保障的人员、车辆逐年增加。

“我们在加强自身检查力度
的同时， 还与首都机场飞行区管
理部通力合作， 双方共建飞行区
安全共同体， 先后在各安检通道
入口处张贴了禁限带物品提示，
对藏匿违禁物品的个人由飞行区

管理部进行积分处罚， 对发现的
安全隐患共同进行治理， 有效保
证了首都机场的空防安全。” 围
界检查科科长刘国庆说。

除此之外， 在首都机场飞行
区大型施工保障方面， 围界检查
科还结合自身业务特点， 将安全
检查关口前移， 把安全检查规定
和过检注意事项提前为过检人员
进行培训， 以确保施工通道的绝
对安全。

2017年4月 ， 首都机场中跑
道大修前期， 围界检查科管理人
员在属地管理部门的协调下， 先
后为11个施工单位的65名现场施
工代班人员进行了安检规定培
训， 使得过检人员在掌握相关规
定和注意事项的前提下， 能够快
速通过安检， 在确保安全的基础
上， 全力以赴地做好中跑道施工
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

执行重大保障任务
精湛技能获赞好评

由于业务技能过硬， 安检工
作水平较高， 围界检查科先后多
次被上级单位派遣参与国家重大
外事、 重大活动、 重要场所的安
全保障任务。

2016年3月 ， 围界检查科受
上级的任务委派， 抽调出5名骨
干员工奔赴3000公里外的海南三
亚执行博鳌论坛的安全保障任
务 。 作为民航专业安全检查团
队， 这5名安检业务能手先后为
当地32名安保人员进行了人身、
箱包检查， 以及与游客沟通技巧
等方面的培训。

“还记得在海南参加保障的
时候， 上岗的第一天我们就查获
了各种禁带限带物品160件， 很
快得到了驻地警卫局和一线民警
的高度认可， 他们还亲切地称呼
我们为 ‘安检五虎将’。” 安检员
杨朝阳说。

无论把违禁物品拦截在会场
外或是日常工作中的机场外， 都
需要安全检查员拥有精湛的业务
技能， 围界检查科在历次参加的

重大保障任务中， 表现突出， 专
业的安检技能均得到了驻地管理
单位的高度赞誉。

不断提高服务品质
打造国门安检品牌

机场安检工作追求安全也讲
究服务， 为了不断提高科室安全
管理和服务水平， 围界检查科先
后与国航 “金凤乘务组”、 驻场
武警部队、 机场建设管理中心、
飞行区管理部等单位开展班组共
建和党支部共建， 把 “引进来、
走出去” 的交流模式形成常态，
有效促进了彼此间的安全服务工
作稳步提升。

在一次与国航 “金凤乘务
组” 的交流过程中， 围界检查科
管理人员延伸思考， 将客舱纸巾
叠 放 延 伸 到 了 安 检 通 道 的 物
品 筐 摆放 ， 制定了插花式物品
筐摆放模式 ， 方便过检人员使
用。 之后又对物品筐的使用进行
了分类， 总结出了 “一筐多能”
工作举措。

“我们总结的 ‘一筐多能’
其实就是通过物品筐的摆放位置
来表明通道的开启状态， 以及用
来分隔已检和未检的箱包 。 另
外， 我们还在每台X光机下面放
置了一个备用筐， 用来防止过检
的物品筐侧翻造成物品落地摔
坏， 这样一来， 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 又增加了服务举措。” 围
界检查科班长柴彬说。

除此之外， 围界检查科还结
合机组专用通道的实际情况， 推
出了专包机保障常用外语手册
（英 、 日 、 韩 ）， 并进行全员培
训， 以便于安检员与外航机组人
员沟通交流， 此举也多次获得了
外航工作人员的好评。

以实际行动捍卫首都机场的
空防安全， 是首都机场围界安检
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如
今， 这个团队正用自己饱满的工
作热情， 精湛的安检技能， 在安
全检查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
默守护着、 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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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李长平：办职工之所需 解职工之所忧

“作为一名工会小组长、 负
责人、 我深感自己的肩上担子很
重。 一个团队、 一个集体， 发展
的好坏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怎样使员工尽心尽力投入到工作
中， 是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 在
实际工作中， 怎样做好团队的后
勤工作， 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
也是我们工会组织义无反顾的责
任与义务。” 北京戎威远保安公
司京东运营中心工会负责人李长
平感慨地对记者说。

李长平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
样做的。 在京东运营中心入职的
保安员， 公司都会在24小时之内
为其做体检， 解决意外保险的问
题， 并由其所属单位的班队长找
其谈心， 了解其本人和家中的基
本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 这些让
刚入职的保安员感到来公司上班

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在实践工作中， 我发现与

保安员的沟通， 很有必要。 能及
时掌握每个保安员的思想状态 ，
有问题了我能帮他们解决， 以点

带面， 对保安员队伍的稳定发挥
了很好的作用。” 李长平说。

2018年6月 ， 李长平通过与
保安员交流谈话， 了解到一名叫
付景权的保安员， 因为之前在老

家打工 ， 工伤赔偿问题没有解
决， 所以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安
保工作中。 得知这个情况后， 李
长平积极帮他和当地有关部门取
得联系， 又主动借给他5000元 ，
协助他回老家把事情解决掉。

“通过这件事，小付很认可公
司，回来后安心地在岗位上工作，
也给其他保安员起到了很好的榜
样作用， 使大家能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一起， 并知道在戎威远公司
工作，有了困难可以找工会，有了
家的归属感。 ”李长平说。

2018年10月份， 一名叫李世
森的保安员， 突发疾病， 凌晨两
点多李长平接到电话后， 马上赶
到驻地， 与120救护车一起到医
院， 跑前跑后一直忙到早晨八九
点钟。 当李世森转危为安后， 握
着李长平的手、 激动地流下了眼
泪： “遇到你这样的负责人， 我

真是太高兴了 ， 以后只要你在
这， 我就一直跟着你干。”

像以上这样的事情， 李长平
做的还有很多。 “保安员有了困
难， 咱们能帮着解决的， 首先是
我们应该做的， 再者， 对员工的
态度一定要端正， 有事了， 不能
总是打电话安排班队长去解决。
行动是最好的影响力 ， 身先士
卒， 对团队建设也能起到很积极
的作用。” 李长平说。

虽然从事工会工作也只有几
年时间， 但是李长平有很深的感
触： “保安员都是守护一方平安
的， 作为工会负责人， 作为保安
员的娘家人， 我们只有急他们所
急， 想他们所想， 最大程度为他
们解决各种生活 、 工作上的困
扰， 他们才能以更充沛的精神状
态投身工作当中， 守护好社会的
平安！” 李长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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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安检员主动为过检人员提供帮助

安检员对过检物品进行X光机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