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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5日下午，一场以“培养工匠精神 争当岗位标兵”主题研讨会在元翔货

站培训教室热烈召开，会议首先由公司团支部书记谢安达代表宣读了活动《倡议书》，揭

开了2019年元翔货站开展“培养工匠精神  争

当岗位标兵”活动的序幕，各部门班组长、业

务主管及历年岗位练兵的优胜者、季度服务明

星等员工代表参加了会议并纷纷为活动的深入

开展的建言献策，分享工作经验技巧。各部门

经理就践行“工匠”精神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李炳宇副总则以亲历的经典案例为大

家解读“工匠”的深刻内涵，最后，周静总经

理做总结发言，号召公司全体员工从“我”做

起,脚踏实地苦练业务技能、勇于创新再创新

高度，以实际行动贯彻公司2019年“精益管

理、服务提升、

科技创新”工作

思路，提高思想素质及整体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 

古话说“艺痴者技必良”，实事求是，百战不殆，研讨会取得良好

的宣导效果，在弘扬工匠精神同时，激发员工爱岗敬业、争先创优的激

情，营造了创新攻关、树立“工匠”典型的氛围。接下来，活动将通过

进一步文化宣导、计划制定、计划实施、技能比武、汇报总结五个阶

段，与公司年度工作目标及重点工作相结合，在推动各部门打造班组服

务品牌的同时，为公司“安全、便捷、温馨”的经营宗旨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力。                                      （综合部/杨建琴） 

培养工匠精神，争当岗位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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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元翔货站全体职工倡议书  

职工朋友们：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报告中所提的“工匠精神”，包括高超的技艺和

精湛的技能，严谨细致、专注负责的工作态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以及对职业的认同

感、责任感，这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每一个货运人必须具备的一种职业价值

取向和行为表现。也就是说，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工

作态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

气质。为此，我们向全体职工倡议： 

    一、弘扬工匠精神，不忘初心、强信念、重坚

守。自觉摒弃不思进取的安逸思想，耐得住寂寞，守

得住规矩，专注于本职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对

待每一件货物，每一个航班，坚持高标准，拒绝“差

不多”，把技术干成艺术，把工作做成精品，争做一

流企业、一流货运、一流职工。 

    二、弘扬工匠精神，爱岗敬业、干一行、精一

行。坚持严谨专注的自我要求，把工匠精神渗透到每

一件货物、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航班的细节当中。坚

持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积极

参与技术革新、风险源排查、提合理化建议等工作，

争当岗位标兵。 

    三、弘扬工匠精神，潜心钻研、学知识、练技

能。主动适应新变化，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努

力成为学习型、知识型、技能型的新型劳动者。潜心

钻研、磨练技艺、传承技能，把仓库、班组作为互学

互助、共同提高的阵地，带动身边的职工钻业务、练

技能，掌握过硬本领。积极参加岗位练兵和职工技能大赛，让元翔货站涌现出更多能工巧匠。 

“千日修以返初心，万日炼以达极致”。传统产业的传承，需要工匠精神；物流行业的发展，

呼唤工匠精神。职工朋友们，让我们立刻行动起来，注重细节，追求卓越，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为推

动元翔货站成为专业化区域性航空物流枢纽，持续提高航空货运保障能力和服务品质水平而奋斗！ 

 

 

                                                       倡议人：元翔货站党支部                                                         

                                                                 元翔货站工会                                                         

                                                                 元翔货站团支部 

                                                              （国际出港部/谢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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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凌晨3时许，一件4.7吨的ASML精密仪器随着华航CI5992航班顺利起飞，经台北中转前往

美国，此举标志着厦门空港首票出口美国的ASML精密仪器顺利保障。 

自2016年以来,联芯、晋华集成电路公司向ASML公司采购单票货物超过1亿元的精密仪器。为确保

光刻机的精度，货物对物流全过程的防震动及温度控制有极高的要求。ASML公司对厦门空港的保障能

力进行了严苛的考察。在元翔厦门空港、海关等各单位的密切配合下，元翔货站顺利保障了20批次的

ASML精密仪器进港。ASML公司对厦门空港安全、便捷、温馨的服务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介绍，ASML设备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关键配件要返厂维修，这些配件在运输过程中对于振动和

温度有极高的要求。货主在全国范围内找了

多家机场商谈，很多都无法满足厂家的需

要。厦门空港积极争取，由运行指挥中心牵

头召集货物保障链地勤分公司、建管部、安

护部、元翔货站等保障单位，对整个保障流

程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同时将华航1月19日的

航班时刻提前，以保证二程航班的衔接，避

免该精密仪器到台北后再进行二次装卸。该

票货物从入仓到装机的整个过程都十分顺

利。客户表示，未来全国各地相同的货物会

优先选择从厦门机场出口。 

据了解，精密仪器保障是元翔货站重点

打造的新增服务产品，2019年元翔货站还将

协同厦门空港货运保障链各单位进一步简化操作流程，实现精密仪器“一站式”“单一窗口”服务，

吸引更多精密仪器从厦门机场进出口。             （国际进港部/郭惠萍、国际出港部/刘建华） 

    2019年2月20日9点48分，圆通航空YG9068航班（B737-300货机）从大阪运载4只萌

萌的海豚降落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由于圆通航空是首航厦门，元翔货站

接到包机信息立即根据活体动物包机

保障预案及本次包机的特点，提前筹划分析各种潜在

风险源，积极与海关、地勤、指挥中心、兆翔物业等

相关保障单位沟通协调，完善了具体的包机保障方

案。 

例如，为了避免海豚受感染并降低货主的消毒成

本，与指挥中心沟通确保货机停在距离货站最近的机

位；在不影响国际出港收运货物的前提下，预留出装

卸场地供货主使用；建立海豚保障微信群，随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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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建议圆通航空考虑利用回杭州的飞机承载货物增加收益…… 

虽然包机保障方案周密，全过程还是出现了一个高难度的挑战：由于始发站提供的海豚外包装尺

寸错误，且货主实际租来货站提货的货车与计划不同，无法装下全部的海豚。为降低成本，货主临时

再租了一辆侧开门宽度只有250厘米的小货车，用来装载尺寸为330*90*90厘米、约一吨重的海豚，而

且还要求海豚头朝向车头，平稳装车避免海豚头晕，海豚装车的保障难度高、风险大。 

元翔货站人员派出最优秀的叉车驾驶能手驾驶5吨的叉车进行全程叉卸保障，在保障团队的默契

配合下，确保作业安全及装卸速度，安全、高效地完成海豚的卸载与装车服务，再度展现了元翔空港

活体动物包机的专业保障能力及装卸能力，获得货主和航空公司的好评。   （国际进港部/罗志文） 

2月27日下午,元翔货站与兆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元翔货站国际出港仓库联合举办了“ETV、升

降打板台培训”。 

主要针对ETV和升降打板台的日常操作及操作安全注意事项进行培训，课程分为现场实操讲解和

学员现场操作互动提问等两个环节，整个培训过程直观生动，获得学员一致好评。 

    通过培训，员

工们极大的提升了

对ETV、升降打板台

等设备的了解和安

全操作的水平，员

工们的能力获得进

一步提升。                                                 

(综合部/林育志)   

元翔货站货运生产系统自2018年4月1日正式运行至今已将满一年，该货运生产系统由兆翔科技负

责开发、元翔货站负责进行技术指导，在经历了前期调研、初期开发、新旧系统双轨并行、新生产系

统试运行、新生产系统正式运行阶段，已经完成了基础功能的开发，至今正处于生产系统功能优化以

及拓展阶段。 

通过元翔货站各个员工的集思广益、在兆翔科技员工任劳任怨地工作下，现在货运生产系统已经

完成了出港订舱单一键导入、进港理货报文自动发送、自动生成统计报表等拓展功能，大大减少了员

工的工作负担、相应环节的作业效率在原来的基础上至少提高了20%。在注重效率的情况下，生产系

统也注重作业安全，现配备有危险品应急查询功能、危险品检查等功能，为特种货物提供更多保障。 

在2019年，生产系统将进行更多的功能开发，计划中的功能开发有：精益管理KPI系统、特种货

物电子台账、逾期仓储自动收取等功能，同时生产系统将与停车场系统、微信、以及自主开发的APP

进行对接，实现出入场预约、进口空运无纸化等功能。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货运生产系统将具备更多功能，实现航空物流业务智能化、作业无纸化。 

                                                                  （综合部/陈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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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间隙，工余时间，可以做些什么呢？元翔货站组织利用工余时间开展知识培训、操作技能提

升等业务提升活动，收到良好效果，让我们来看看吧！  

镜头一：“英语角”学习活动 

国际货运业务要求人员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为提升与客

户的英文沟通表达能力，国际出港部开辟了“英语学习角”，

文件小组定期选择一个主题，在白板上抄下业务词汇和短语，

组织员工利用工余学习，并通过讨论、交流锻炼提高英语表达能力。通过“英语角”学习，组员不但

对英语产生了兴趣，英文业务水平也得到显著的提高。 

镜头二：手工录入舱单练兵活动 

当货运系统出现异常时，当班人员及时处理、从容应对对保障航班的正常运转极其重要。进出港

单证组人员利用工作之余，开展手工舱单录入等练兵活动，通过反复练习和竞赛，丰富了应急操作经

验，提升了应急处理能力。 

镜头三：叉车驾驶练习活动 

航班间隙，理货员们开始了叉车驾驶练习活动，通过练习，同

事们的叉车驾驶技术得到不断提升。此外，部门对于已经掌握5吨叉

车驾驶技能的理货员还开展了8.5吨叉车驾驶培训，对已取得小车驾

驶证的理货员开展了电瓶拖车驾驶培训，提升了公司整体叉车装卸保

障能力。 

镜头四：观看作业监控视频，探讨不足加以改进 

瞧，休息室里员工们正热烈讨论着，他们在讨论什么？原来大家正在观看作业监控回放视频，共

同分析、讨论作业过程中优良的做法和存在的不足，以利于在作业中进一步改进。通过参照学习，大

家对规范作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养成规范作业习惯起到了促进作用。 

镜头五：学习专项业务理论知识 

咦，大家手里捧着什么书？——仓库5S基础理论知识、辊道台故障处理要点、库外冷柜新设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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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注意事项……，原来同事们正利用工余时间学习专项业务理论知识呢！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工作之余，元翔货站的同事们开展技能提升、理论知识

学习活动，享受学习，持续学习，不断提升业务技能，正成为元翔货站员工们的一种优秀习惯！ 

                   (国际出港部/汤舒琳、国际进港部/罗志文) 

创欣19，

让 我 们

一起 

前行 
暑往寒来，岁月煌煌 

匆匆的时间打身边经过 

没有停留，也没有回头 

还未反应过来 

我们就已经站在了2019年

的门前 

2019新年伊始 

元翔厦门空港团委“创欣

19” 

正式启动 

让我们昂首挺胸，精神饱

满 

用一颗年轻而鲜活的灵魂 

迎接全新的机会和挑战吧 

你，准备好了吗 ？ 

4大篇章，19项活动！ 

就要你出彩~~ 

   （国际出港部/谢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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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起，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施行。新的个税法有两大亮点：①对工资薪金、劳务

报酬、稿酬以及特许权使用费4项收入，按年计税；②新设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

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个税预扣预缴是指日常由单位发工资时按月预扣税款时办理,若存在多扣或少缴时可于次年3月1

日至6月30日自行至柜台或者通过个税APP（录入信息时需填写银行卡号）办理汇算清缴申报 。 

下面简单介绍下平时员工个税计算方法：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速算扣除数)-累计减免税额-累计

已预扣预缴税额。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累计收入-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

加扣除-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其中： 

①累计减除费用按照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在本单位的工作月份数计算 

②累计专项扣除是指“三险一金”等个人承担部分乘以纳税人当年在本单位的工作月份数计算 

③员工当期可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金额，为该员工在本单位截至当前月份符合政策条件的扣除金

额。 

如果计算本月应预扣预缴税额为负值时，暂不退税。纳税年度终了后余额仍为负值时，由纳税人

通过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财务部/康晓婷）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一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级数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 3% 0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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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周慧珠，来

自海南文昌，很高兴能来贵公司

实习，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热情

的人，正直和努力是我做人的原

则，沉着和冷静是我遇事的态

度，爱好广泛使我十分充实，众

多的朋友使我倍感富有！我有很

强的事业心和职责感，这使我能够任何困难和挑战。  

大家好！我叫池婕琪，来自广东揭阳，今

年21岁，是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三实习

生，专业是民

航货邮安全技

术检查。我的

爱好是打羽毛

球，平时喜欢

煲剧和看悬疑侦探类小说。性格乐观，容易和

人相处。非常高兴和荣幸能加入元翔货站这个

大家庭，请大家多多指教！ 

大家好，我叫黄梓淳，来自广东汕头，今年21

岁，就读于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民航通信技术(导

航设备维修)专业，现

在是国际出港部单证组

的实习生。平时喜欢听

音乐，看韩剧韩综和旅

游，为人正直，容易与

人相处。 

非常荣幸能够加入

元翔货站大家庭，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我叫曾芷琪，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加

入到元翔这个大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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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林芷怡，来自广东湛江，今年20

岁，是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我的专业

是民航通信技术导航设备维修，本人性格开朗，随

和;生活中喜欢唱歌，拍照;在运动方面比较喜欢打篮

球，希望在以

后的工作生活

中能多向大家

学习，争取进

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