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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促进企业平稳有序发展

党建强，企业兴，抓好党建就是
抓好生产力。在辽宁方大集团和海
航航空集团的带领下，海南航空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安全工作，
坚持党委“领航”，铸就企业“红色引
擎”；注重基层党建，充实企业“红色
细胞”，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把党支部建在基层，是海南航
空抓基层党建的特点。海南航空健
全基层党组织、狠抓支部建设。目
前，海南航空党委下辖二级党组织
30个，其中基层党委8个、党总支3
个、党支部 19 个，共有党员 3975
名，其中正式党员3572人、预备党
员403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强化担当作为，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助力海南航空平稳有序
发展。

在党支部建设中，海南航空各
党支部按要求做好 6项规定动作
——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组织
专题学习会、党支部书记讲党课、设
置党员先锋岗、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及党史学习
教育，覆盖公司全体党员。

去年12月9日至25日，辽宁方
大集团兄弟企业深入海航航空集团
旗下各航司单位，以现场调研、专题
座谈交流、小组分组讨论、“一对一”
访谈等形式开展党建文化交流活
动。海南航空各单位党员员工通过
现场和线下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参加
活动，通过深入互动、交流、研讨，进
一步增加了兄弟企业间的相互了
解，坚定信念信心，促进了党建工作
的提升。

安全隐患零容忍
筑牢航空安全根基

安全是航空的生命线，是重中
之重。海南航空以“安全隐患零容
忍”的态度，加大安全管控力度，坚
决做到“上天必须安全，隐患留在地
面”。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连续安
全运行超过880万飞行小时，连续
安全运行近29年。2021年，海南航
空安全飞行46.5万小时，整体安全
形势平稳，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在安全管理方面，海南航空压
实安全责任，提高政治担当，全面
学习贯彻有关安全指示精神，以

“三个敬畏”为核心，多形式开展安
全宣贯教育，强化全员安全红线意

识；靠前指挥，公司经营团队参与
一线值班，集体研究内外部安全信
息，采取风险管控措施并纳入闭环
管理；扎实推动安全整顿工作落
实，从机队管理提升、训练管理提
升、飞行督查提升3个方面完成了
24项整顿提升整改。

在风险管控方面，海南航空深
入推进签派控制中心运行风险管
控，利用每日风险管控机制，盯紧
每个航班安全风险，聚焦核心风
险，持续识别危险源并进行管控，
明确了16大核心风险，识别各机场
操作手册风险180余项，全面运行
风险管控，切实筑牢航空安全根
基，确保运行持续平稳、航空安全
万无一失。

依法依规
真抓实干出实效

扎实推进制度建设，关键在
“实”字。海南航空真抓实干，对接
借鉴辽宁方大集团管理制度，并结
合民航业特点，严格按照法治化、市
场化、独立性原则，固本强基、建章
立制，依法依规健全制度体系。对
财务、证券、行政、人力等55项制度
重新修订，涉及9个职能部门。相
关规章制度将试行3个月，如发现
问题将及时进行修订调整，以适应
公司健康发展需要。

为规范公司合同管理工作，海
南航空组织各部门开展合同自查自
纠工作，加强关键业务领域合同风
险梳理与监督，有效防范和规避合
同履约风险，堵塞“跑、冒、滴、漏”，
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同时，针对公
司制度重建，海南航空依据国家法
律、监管法规、工作标准等对各部门
制定的基本管理制度进行审核，确
保各项规章制度内容准确、合法合
规，各项业务开展有规可依，同时加
强制度执行有效性。

推行精细化管理
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环境
下，海南航空多措并举抢抓市场机
遇，有序恢复运力投入，挖掘收益空
间，实时调整经营策略，确保生产经
营指标平稳向好。同时，快速转变
思想观念，深入对标国内外优秀航
企，通过调研学习，找差距补短板，
启动“大干100天”市场专项工作，
积极发挥市场销售龙头作用，实施
每日生产经营会议制度，按日频度
落实“颗粒度”管理，以严控低收益
航班为抓手，快速落实各项市场工
作指令。去年12月 22日至 31日

低收益比例环比12月上中旬大幅
改善36个百分点；12月下旬环比
12月上中旬国内座公里收入提升
14%。

为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海南
航空按照“变、干、实”要求深挖降
本增效潜力，全面推广成本精细化
控制。一方面实施客座率提升行
动，分门别类制定航线提升目标，
匹配客源开发、产品创新等举措，
实施周监控、月度考核；另一方面
挖掘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市场增
收空间，去年全年累计执行国际

“客改货”航班315班，累计运输物
资逾1.1万吨。在实施过程中，逐
步建立日成本管理机制，激励全体
员工瞄准“销售最大化，费用最小
化”目标不断努力，在保障安全的
前提下助推海南航空发展成为高
收益企业。

2021年，海南航空开展节支增
效项目218个，组织23个单位启动
成本精细化控制建模工作，完成航
班实时收益展示系统上线；推进航
油节支，营造节油文化，通过航后挖
潜、签派员节油评比等重点项目，积
极推进节能增效工作，实现企业效
益最大化。据了解，海南航空仅去
年12月就节油5000吨。

提升运行服务品质
展现新海航形象

海南航空严格落实《强化全面
运行品质管理规定》各项措施，一个
航班一个航班地盯，一个环节一个
环节地抓，抢抓航班始发和放行正
常率，压实各运行单位主体责任。
2021 年 12 月份海南航空正常率
98.70%，高于行业均值1.03个百分
点，在13家主要航司中排名第一，
运行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

2021年，海南航空坚决贯彻落实
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要求，全年重点
围绕员工个人防护、国际航班防控、航
空器消杀、机组驻外及入境闭环管理、
疫苗接种、健康检测等方面开展工作，
成为中国首家SKYTRAX“防疫安全
五星认证”航空公司。

去年12月 30日起，海南航空
海口地区航班全部顺利转场至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T2航站楼运行，
每日运行近140个进出港航班，超
过50个国内通航点。T2航站楼全
新、智能化的设施设备、高效便捷
的服务流程、全面升级的贵宾室服
务为旅客带来了全新的乘机感受
和个性化的旅行体验，展现了新海
航新气象、新作为。

2022年 1月1日，海南航空紧
跟海航航空集团步伐，积极落实“致
敬最可爱的人”购票乘机系列优待

服务政策，感恩国家荣誉获得者、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烈
士遗属、军人等为党和人民事业作
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英雄模范，
践行“四个有利”的企业价值观，以
实际行动积极回馈社会。

落实员工关爱
凝心聚力谋幸福

2022 年 1 月起，海南航空经
营管理层陆续分赴各地开展宣讲
和座谈调研，实地了解员工诉求，
倾听员工心声，积极协调解决员
工关切的问题。

“员工是海航最宝贵的财富。”
海南航空践行“方大发展为了员工，
方大发展依靠员工，方大发展成果
由员工共享”理念，补发安全奖、必
检补贴等欠发工资，恢复员工原有
福利项目，同时新增员工免费工作
餐、员工子女“方威励志奖学金”、孝
敬父母金、员工及家属（员工配偶、
父母和子女）医疗费用资助等福利，
进一步加强员工福利关怀，增强企
业凝聚力。

海南航空还统一“责”“权”
“利”，制定利润奖励提取及分配方
案，提报单项激励方案，激励各单位
超额完成任务，实现企业效益和员
工收入双提升，充分激发全体员工
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切实做好员
工关爱，维持队伍稳定。

飞行、客舱、地服、航安等生产
一线单位设立“爱心驿站”，为一线
员工提供御寒装备、食品热饮等，
将温暖送到一线员工身边。北京
基地成立员工关爱工作组，将“对
员工有利”落到实处，设立24小时
员工服务站及基地总监信箱，截至
目前共计收到员工意见及建议230
条，已处理及反馈230条，处理率达
到100%。

同时，太原基地以员工为中
心，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率先落实

“免费工作餐”福利政策，让员工
感受到了来自企业浓浓的关爱。

“午餐让我们吃出了‘家的味道’”
“午餐无论在种类还是口感上，都
让我们感受到了用心，满满的幸
福感。”员工们欣喜地表达了对公
司的感恩。

党建引领谱新篇，扬帆奋进正
当时。海南航空将在“党建为魂”
企业文化引领下，筑牢安全底线，
抓好安全运行，践行真情服务理
念，遵循经营企业要“对政府有利、
对企业有利、对员工有利、对旅客
有利”的企业价值观，立志打造世
界级航空公司，助力新时代民航强
国建设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版撰文/黄增燕 陈凝 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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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8日，是海
航航空集团发展进程中具有
重要意义的一天。当天，海航
航空集团经营管理实际控制
权正式移交，标志着该集团正
式加入辽宁方大集团。在新
的历史起点，海航航空集团开
启新征程，实现新发展。

一个月以来，海航航空集
团旗下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
快速融入方大企业文化，坚持
党建引领企业发展，积极践行
“党建为魂”的企业文化，遵循
“四个有利”的企业价值观，统
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一心
“变、干、实”，围绕贯彻落实党
建引领，狠抓安全生产，依法依
规管理、精细化管理，落实员工
关爱政策等方面工作，为新时
期海南航空平稳有序发展开
启新征程。

海南航空上海（浦东）第315班客改货包机顺利启航。本版图片均由海南航空提供

海南航空太原基地员工吃上
“免费工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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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方大集团下属企业与海
南航空党员员工开展党建文化交
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