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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系统 2020-2021 年度“安康杯”竞赛
活动拟申报和授予名单 

 

一、拟申报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48 个） 

（一）新申报荣誉单位（7 个）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指挥中心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场区管理部 

民航华东地区空管局 

（二）继续保持荣誉单位（41 个）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委员会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部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金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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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运行中心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公司北京安全运行管

理部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分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分公司 

北京首都机场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地服公司虹桥营运部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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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 

四川康定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民航中南地区空管局 

民航西北地区空管局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遂宁分院 

中国民航飞行校验中心 

二、拟申报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班组（57 个） 

（一）新申报荣誉班组（14 个）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飞行部一中队

天行班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安全质量部信息

安全组 

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安检护卫部翔云精品

班组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凯亚新一代机场

运营管理系统项目组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分公司航空加油站调

度分队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部睿信班组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消防急救保障部 T1 医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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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站德馨班组 

广州白云空港设备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飞翔班组 

山西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机务分公司动能班组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区管理部助航灯光科“启

明星”班组 

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通信导航监视处导航监视室“爱

翼”班组 

西部机场集团公司青海机场公司安检护卫部安检一大

队“安馨”班组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

司航空安全保卫部消防救援中心烽霖班组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飞行部飞行一中队 

（二）继续保持荣誉班组（43 个）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客舱服务部“芙

蓉”乘务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飞行部志翔班

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飞行部超越飞

行团班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九大队三中队阳

光飞行班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云中百合之导

师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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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飞行部天之蓝

班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客舱部杜娟班

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运行指挥部飞

行签派室沙漠之舟班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分公司（机务工程部）

沈阳基地航线部三车间三工段创新班组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风险控制中心“1+1+1”班

组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维修工程部航线维修中心A检中

队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总队四大队一中队磐石教学组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定检分部雷霆

班组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测试与交付

部测试管理组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西南公司成都航空加油站

飞机加油三分队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西北公司咸阳航空加油站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安检站阳光货检班组 

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哈尔滨国际机场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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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旅检部丁香班组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信息技术部西区分部悉心班组 

江西省机场集团公司宜春机场分公司脉动班组 

北京博维航空设施管理有限公司捷运系统部捷运之心

班组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巡

鹰班组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机场公司启明星班

组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消防安保管理中心钢

铁卫士班组 

广州白云空港设备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客桥管理部“扬帆

先行班组” 

海口美兰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航务与运行管理部机坪塔

台班组 

唐山三女河机场管理有限公司运行保障部 

大连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机务工程部基地分部“星光

班组” 

温州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航空货站致远班组 

山东机场有限公司外场保障指挥中心机务科范涛班组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安检站云帆班组 

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特种车辆运行部蓝鹰班组 

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公司网畅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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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机场分公司安

全检查总站旅检一室班组 

民航华北地区空管局山西空管分局气象台预报观测室

深蓝班组 

民航华东地区空管局空管中心区域管制二室第二班组 

民航中南地区空管局飞行服务中心航行资料及数据库

管理室护航班组 

民航西南地区空管局管制中心终端管制一室 

中国民航大学杰普逊飞行学院工程技术部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遂宁分院机务工程部维修中队“希

冀”班组 

中国民航飞行校验中心校验部 

中国民航飞行校验中心机务部发动机监控小组 

三、全国“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2 个）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四、全国“安康杯”竞赛先进个人（优秀组织者）（3

人） 

李  博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工

会主席 

王恩来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安全副

总队长 

章  晖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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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五、拟授予民航“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28 个） 

(一)新授予荣誉单位（14 个）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国航股份西南分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民航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西部机场集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广汉分院                   

（二）继续保持荣誉单位（14 个）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航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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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民航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航油集团重庆石油有限公司 

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 

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区管理部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民航新疆空管局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油料管理处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绵阳分院    

六、拟授予民航“安康杯”竞赛优胜班组（72个） 

（一）新授予荣誉班组（21 个）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总签派室签

派业务班组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支点班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委华北营销中心太原

机场站旭日阳光班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公司运行指挥部卓远

启航班组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管理部北京乘务队安全班

组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B737一大队一中队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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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班组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空保支队安全勤务单元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飞行部波音大队二中队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总队五大队二中队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飞行四大队四中队御风

班组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ARJ21一中队“扶摇”班组 

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管理

部运行管理模块智捷班组 

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飞行区安检部熠翔班

组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机务维修部“凌云班

组” 

三亚凤凰机场地服部值机配载室安全之翼班组 

民航东北地区空管局黑龙江空管分局气象台设备室MEI

班组 

民航华北地区空管局呼伦贝尔空管站北疆驿站班组 

中国民航大学飞行分校杰普逊国际飞行学院乌兰浩特

保障组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广汉分院飞行三大队“纵横班

组” 

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民航成都物流技术有限公

司文韬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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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八工程项目总经理部安

全环保监督部 

（二）继续保持荣誉班组（51个）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地面服务部安

卓班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培训部飞行训练大队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星耀班组 

中国航空集团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北京航空食品有

限公司国航机组餐食保障室 

中国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公司国内货站组装室司机分队 

汕头航空有限公司保卫部团结班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地服部生产调

度室心楚班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管理研发处协同

办公班组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部国际运行安全

班组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重庆直属中队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保卫部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维修工程部发动机孔探班组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健康管理部航医组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成都维修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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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二中队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气象管理室气象

班组 

中国邮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安检分站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AOC光耀”班组 

华夏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航线维修一部“劲节”班组 

西藏航空有限公司“格桑花”乘务组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凯亚客户服务部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凯亚银川分公司

运行部青鸟班组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东北公司吉林分公司长春

航空加油站三分队 

中国航油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上海承飞航空特种设备公

司生产车间管路组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机

场分公司信息保障部芯互联班组 

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现场运行指挥中心芯翼班

组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机务工程分公司亮剑班组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航务保障部保航

班组 

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客运部配载平馨班组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中心“彩虹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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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站坪保障部合力班组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飞行区管理中心飞行区监

管室坪安翔和班组 

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运行保障中心指挥中心护航班

组 

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部货检分部三

班 

盐城南洋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安检站蓝天金盾班组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张家界荷花机场航务部塔台班组 

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有限公司机务工程部启航班组 

四川省机场集团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全

检查站旅客检查部“真情护航”班组 

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贵阳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全

检查站客检二部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北海福成机场有限公司航务管理部

管制科 

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场区管理部“适航”班

组 

西部机场集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安检护卫部监护大队

“啄木鸟班组”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

司航空安全保卫部火魂班组 

民航西南地区空管局空管中心区管中心天路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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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西北地区空管局宁夏空管分局气象台预报室风雨

1+班组 

民航新疆空管局塔台管制室二组 

中国民航大学朝阳飞行学院机务工程部定检组 

中国民航大学朝阳飞行学院飞行二大队二中队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绵阳分院飞行十二大队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遂宁分院空管站“指南者”班组 

中国民航飞行校验中心机务部SMS小组 

七、拟授予民航“安康杯”竞赛先进个人（41 人） 

刘登容  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重庆中航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饼房车间主管 

王慧彬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站坪

运行中心客电区域特种车操作员 

李晓晶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乘务

员管理一部主任乘务长 

李文钊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华北航线中心波

音二大队787中队三级技术员 

王  祥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载重

平衡中心集中配载分部高级经理 

李冰馨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乘务

三部高级副经理 

贾  霖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A330机

队飞行一分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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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佳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指中心性能工

程师 

王  洋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保卫

部运行协调室管理员 

黄一凡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运行

管理部高级职员 

崔  矗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飞行部E190机队飞行

员 

韩佳宁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乘务长 

屈家琦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维修工程部航线维修

中心航线维护工程师 

毕健强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总队北京飞行队队长 

李海平   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安检护卫

部旅检分部班组长 

杨璐遥  华夏航空有限公司客舱地面服务部客舱中队

长 

孙淮松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运行中心网

络控制部核心网络分部团队负责人 

王国平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公司北京安

全运行管理部第二油库高级技师 

刘  伟   中国航油集团福建石油有限公司后安油库经

理 

王羽玥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飞行区管理部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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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治分部副主任兼鸿鹄班组班组长 

徐为升   江西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安检护卫部空港卫

士班组班组长 

李金鹏   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机务工程部值

班队长 

孙  宇   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大兴国际机

场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班组长 

张建华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油料有限公

司飞机加油员  

程志强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机电信息保

障部机电设备科科长 

叶  娇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部

安检员 

王清武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飞行区管理

部飞机监护员 

艾  乐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安全质量部

安全质量主管 

程  旭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维修中心安

全监管室主任 

李小力  东部机场集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动力能源部

带班长 

宋晓敏  湖北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运行控制室

天平班组班组长 



17 
 

何洁湖  深圳市机场地面服务公司货物装载科何洁湖

班组班组长 

朱学武  重庆机场集团重庆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

司装卸部货机保障队副队长 

杨  磊  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公司地面服务分公司

机务工程队放行员 

刘  洋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国际

机场分公司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航站区管理部）安全

标准室业务员 

李  翯  民航华东地区空管局青岛空管站气象台设备

信息室副主任  

张才军  中国民航大学飞行分校朝阳飞行学院飞行教

员 

包  勇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新津分院十大队副中

队长 

刘  涛  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民航成都物流技

术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 

马永强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机务部维修一中

队中队长 

卫  涛  民航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监部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