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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本届航展
展馆内外，近千名青年志愿者身着鲜红
服装，忙碌在各自岗位上，从咨询引导、
现场翻译到应急救援，全方位服务，擦
亮航展服务名片。有问题就找“红马
甲”，成为许多航展观众的深切感受。

据介绍，本届航展的展区志愿者主
要来自全市6所高校，负责在展区内提
供安保指引、环境场控、入口查验、展区
讲解和咨询引导等15项服务。披星而
出、戴月而归，是许多志愿者的工作常
态，很多人每天工作近十个小时，步数
超过3万步。

“尽管有点累，但能参与航展、服务
航展非常光荣，我们将以最好的状态、
最优的服务做好志愿服务工作。”来自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符锦厚说，每天早
上6时，他就和同学们一起来到航展
馆，为前来观展的国内外游客提供交通
指引服务。

近千名青年志愿者擦亮航展服务名片

有问题就找“红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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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

志愿者

市容保障

航油供应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
道：据交通部门提供的数据显
示，航展公众日的第一天，公
共交通分担率就达到80.2%，
其中，仅市内专线车接送观展
乘客约7万人次。航展期间，
各航展专线道路顺畅，未出现
严重拥堵现象。

除了航展交通的科学安
排，航展专线良好的运输状况
还应归功于那些起早摸黑，奋
战在一线的航展专线司机、志
愿者，他们用自己的辛勤付出
为家门口的航天盛宴默默奉
献着力量。

邢影是公交信禾长运公
司的一名前台咨询服务员，这

也是她参与的第二次航展服
务。从9日早上开始，她就4
时30分起床，5时30分赶到香
洲总站，将办公室的登记表、
大喇叭、反光衣拿到了上车点
现场，成为第一个抵达发车点
现场的志愿者。她告诉记者：

“负责现场的上车秩序，确保
老人小孩等特殊乘客的乘车
安全是我的职责。”

“在珠海开了10年的长途
大巴，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航展
的交通运输，虽然很累，但真
的很开心。”作为10日第一个
从斗门总站发车到航展P2停
车场的专线车司机，李盘铭脸
上满是自豪。为了确保车辆

安全，航展期间，李盘铭每天
早上5时起床，6时赶到斗门总
站检查自己发往航展馆的车
辆。据李盘铭介绍，9日，他是
6时40分从斗门总站发车，下
午是6时多回到斗门总站的。
10日，他是早上6时30分从斗
门总站发车，下午是该专线中
最后一个离开P2停车场的司
机。李盘铭告诉记者，这几
天，每天都要早起，说不累是
假的，但真的很开心。尽管自
己只是一个驾驶员，主要职责
是开好安全车，但每次有乘客
找他询问乘车路线时，他都热
情解答，同时还提醒他们注意
看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

现场交通

安检

航展专线司机和志愿者起早摸黑

“累并快乐着”

航展专线

保洁员孔金华在清理垃圾。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中国航油在航展现场准备为飞行表演队的飞机加油。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服务了12届航展的公交司机韦海晓。本报记者 张伟宁 摄

航展志愿者。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本届
航展期间，我市城管执法部门全力
以赴做好航展市容保障工作，展馆
内外环境整洁有序，获得了广大观
众的赞许。

本届航展，珠海市委、市政府
采用全新的办展理念和工作思路，
一方面，各主办、协办部门通过加
大投入，在场馆内设置了充足的餐
饮服务场所，平价经营，满足了观
众基本需求；另一方面，组委会通
过加大执法力度，最大限度挤压流
动经营乱摆卖的空间，真正做到了

“走鬼”无门，基本消除了流动经营
的现象。

据了解，为给本届航展营造整
洁优美的市容环境，以一流的市容
市貌迎接国内外观展者，市城管执
法局在航展执委会统筹部署下，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航展期间
市容整治工作，着重清理违法建筑、

户外违法广告牌，严厉打击“七乱一
占”等市容违法行为，确保我市市容
市貌再上新台阶。

航展期间，市城管执法局统筹
协调局机关和直属支队、市城管指
挥中心、香洲区城管局、斗门区城管

局等单位，每天派出近70人的执法
力量支援金湾。据统计，11月6日
至9日，城管执法系统在展馆内外
共出动执法力量和辅助力量约
1050人次，劝离流动经营摊贩851
档次，规范占道经营8档次。

市城管执法系统全力以赴做好航展市容保障工作

“走鬼”无门 观众有赞

市城管执法人员在航展现场巡查执法。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
道：本届航展期间，中国航油
珠海公司以“双航线保障模
式”运营，在完成正常的航班
航油供应任务同时，也为航展
参展飞机提供精细化服务，高
质量保障参展飞机的油料供
给。统计显示，截至9日，中国
航油珠海公司共为233架次
航展飞机供应航油438.6吨；

为2315架次正常航班供应航
油12384吨。

如何给飞机加油，加什么
样的油也是不少观众和小“军
迷”想了解的奥秘。走进4号
展馆这一切都有了答案。在
这里，有中国航油的展台，“中
国航油·为世界加油”的主题
词格外醒目。面积66平方米
的展台装饰风格独特，设计采

用声光电组合拳整体出击方
式，利用LED大屏幕、静态灯
箱图片、动态触摸屏、实物仿
真模型等全方位立体式展示
中国航油企业文化形象。展
区的洽谈室，以外带发光条的
蓝色地球仪造型，直击主题。

“航煤（航空煤油）是专供
飞机等飞行器械的燃料，与柴
油、汽油不同。有些特殊的表
演机还得加不同标号的航
煤。飞机不能添加普通的汽
油、柴油，同样，航煤也不能用
于汽车。”工作人员耐心地向
观众介绍，普及相关知识。

“一定要让参展飞机‘喝’
好‘喝’足”。工作人员表示。
中国航油是历届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唯一的航油供应
商。中国航油珠海公司已成功
积累了过去11届的航展经验，
为本届航展提供航油保障，从
源头上严把油品质量关，为航
展安全供油保驾护航。

航油供应采用双航线保障模式

让参展飞机“喝”好“喝”足

本报讯 记者张伟宁报
道：10日是本届航展公众日的
第二天，适逢周末，客流高峰
如期而至。在航展馆外的P1
停车场，一面面党旗迎风飘
扬，由来自公交集团的一百多
名党员组成的志愿者队伍驻
守在展馆外，发挥专业特长，
开展疏导交通、咨询服务、协
调调度、应急维修等保障工
作，确保交通运力充足顺畅。

“我们准备了30多辆大巴
在现场时刻待命，应对随时可
能出现的突发状况。”10日上
午10时许，珠海公交集团智慧
公交指挥中心副主任钟国睿
正和同事们一边引导接驳大
巴及观众有序进场，一边密切
观察着每一辆大巴的车况及
来回频率。本届航展的观众
大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来
观展，客流变化较难预测，钟
国睿告诉记者，公众日首日，
P5停车场一次性来了十多辆
搭载外地游客的大巴，接驳大

巴的运力瞬间被推上峰值，指
挥中心立刻调动应急待命的
车辆，及时疏导了这拨客流。

韦海晓驾驶的接驳大巴
往返于P1和P5停车场，这是
乘客最多的一条线路，来回一
趟需十多分钟，每辆大巴每天

至少要运载两三千人。他告
诉记者，每天早上6时他们就
要从市区出发，7时前到达航
展现场待命，中午没有太多时
间休息，就在公交车上吃盒
饭，一直要等到晚上客流散去
才可下班。

公交集团党员志愿者助力航展交通

每辆接驳大巴每天运载两三千人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
一天近10万人次的安检，每个
安检员一个上午弯腰1500余
次……这些数字背后，有着怎
样的坚守和艰辛？为做好本届
航展安保工作，珠海保安集团
有限公司平均每日投入安保力
量2000人次，负责包括五大出
入口的安检及各展馆区、室外
展示区、飞行表演区、停车场等
安保工作，并首次投入使用“航

展现场云警指挥平台”，充分利
用科技优势提供优质保障。

10 日上午 10 时，人潮如
织。在航展1号门安检处，安
检员陈敏敏正在进行手工安
检。上一届航展，她也是在1
号门处值班。“我一个上午大概
重复规范的服务用语，以及弯
腰、下蹲1500余次。”陈敏敏告
诉记者。

“节目已结束，请大家有

序、迅速地离场，谢谢！”一场
“装甲大战”表演结束后，杜永
洪耐心地引导观众离场。今
年是杜永洪第 9 次参加航展
安保工作。期间，他从一名保
安员成长为珠海保安集团斗
门公司中队长。“虽然航展安
保工作真的很累，但如果不让
我参加，我心里反而会失落。
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杜永
洪表示。

日均2000人次安保力量确保航展顺利进行

安检员一上午弯腰1500余次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仅10
日一天就清理垃圾约150吨，一些
保洁员走了2万多步。为做好本
届航展保洁工作，珠海市洁城环境
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平均每日投入
500人次力量，负责整个航展期间
的环卫服务工作。保洁员顶着烈
日、不怕脏累，为来自五湖四海的
游客提供干净整洁的优质观展环
境。

10日13时左右，红鹰表演队
开始进行扣人心弦的飞行表演。
飞行表演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
了观众，部分观众把吃喝产生的垃
圾随手扔在地上。保洁员孔金华
负责这一片区域的卫生保洁。她
不停地在人潮中走来走去，利用手
中的保洁工具清理垃圾。“大概几
分钟，这个大垃圾桶就满了，现在
正是中午大家吃饭的时间，所以垃
圾特别多。”

在记者去往航展环卫保洁工
作指挥部的路上，珠海市洁城环境
卫生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李启
来迎面走来，他看到地上有碎纸片
和烟头，就弯下腰捡起来，随后快
步放进附近的垃圾桶里。

李启来告诉记者，本届航展，
公司在专业日期间每天安排500
人次的保洁力量，公众日期间每天
安排550人次保洁力量，同时每天
出动16辆环卫作业车辆，全力做
好航展期间的保洁工作。

公众日每日安排550人次保洁

一天清理垃圾约150吨

航展第二个公众日航展第二个公众日，，观者如云观者如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长赋吴长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