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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航运输航空飞行人员作风纪律

量化考核管理办法

（试行）

1.目的

为加强东北地区飞行队伍作风建设，客观评估飞行人

员的综合职业素养，持续提升飞行作风纪律，切实解决飞行

作风“抓不实、管不住”问题，将“敬畏生命、敬畏规章、

敬畏职责”作为作风建设的内核要求，降低人为原因安全事

件发生率，坚决杜绝无后果违章行为，确保飞行安全。依据

中国民航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管理办法。

2.适用范围

东北地区各运输航空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公司）全体飞

行人员。

3.依据

3.1《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CCAR-121R5）

3.2《关于安全从业人员作风建设指导意见》（民航发

〔2020〕2 号）

3.3《飞行运行作风》（AC-121-FS-201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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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关于促进东北民航安全从业人员工作作风建设的措

施》（东北局发明电〔2020〕116 号）

4.原则

本管理办法是采用计分制的风险控制评估办法。当飞行

人员运行的安全水平降低，扣除分数达到一定分值时，局方

将对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作为对飞行员日常的运行安全

警示，督促其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提升自身各项基础能力、

保持较高运行安全水平。对飞行人员的考核、评估和处理以

中国民用航空法，以及相关法规、规章和指导性文件为依据。

5.机构和职责

5.1 管理局航安办负责制定和修改本管理办法；

5.2 管理局飞标处负责指导各监管局依据本办法对辖区

航空公司飞行人员进行量化考核；

5.3 监管局应当建立所辖航空公司飞行员考核评估档

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估，实施评分工作，依据评

估结果对所辖各航空公司飞行人员、作风建设负责人采取相

应措施，并及时向管理局飞标处反馈相关情况。

6.考核评估项目和分值

以下项目类别为评估分值标准和评估内容。监管局应当

依据下表所列标准，对辖区航空公司飞行人员进行考核、评

估和计分 。



- 3 -

飞行人员作风纪律量化评分表

代

码
项目内容 分值 检查标准

A 航前阶段

A01
飞行前

准备

-0.1

每项

a. 机组航前飞行准备情况（内容和分工）是否标准。

b. 紧急情况的预案情况（内容、分工、与客舱配合等）是否标准。

c. 机组准备时间是否充裕。

A02
酒精、药品

和健康管理

-0.1

每项

a. 机组是否符合体检鉴定结论（证件期限、限制条件等）。

b. 机组是否存在隐瞒或自行采取医疗措施情况。

c. 机组是否存在违规服用药物情况。

d. 机组在飞行中发生紧急医学事件是否及时处置并上报。

-4 e. 机组是否存在违规饮酒情况。

A03 飞行装具
-0.1

每项

a. 机组的执照等个人证件是否齐全。

b. 机组携带的航图及各类资料是否齐全。

c. 机组携带的手电筒、耳机等飞行必需装具是否符合规定。

d. 机组是否携带未经合格证持有人允许的无关物品进入驾驶舱。

A04 疲劳管理 -0.5 a. 机组是否符合值勤期要求（符合公司运行手册要求)。

A05
对飞机

检查

-0.1

每项

a. 机组是否进行飞行前检查（包括外部绕机检查），并对外部检查

发现的问题进行确认。

b. 机组是否穿戴具有反光标识的衣服或背心，并遵守机坪运行的相

关规定。

c. 机组是否对起落架防收上销和皮托管保护套实际数量与标识数量

进行清点核对。

-0.5
d. 当航空器、机场、气象条件等不符合起飞标准，不能保证飞行安

全，机长是否拒绝起飞。

A06驾驶舱准备
-0.1

每项

a. 机长是否了解飞机记录本所记载的最近一次故障及处置情况。

b. 机组是否确认飞行计划燃油量符合合格证持有人关于燃油政策的

规定。

c. 机组是否确认所加燃油型号符合运行限制要求。

d. 机组是否确认实际总油量与飞行计划要求的一致。

e. 机组是否确认机载导航数据库有效。

f. 机组是否确认飞行计划与飞行管理系统（FMS）中的计划一致。

g. 机组是否对载重平衡舱单内容进行检查核实。

h. 机组是否正确查阅飞机性能图表手册确定起飞速度，并正确输入

飞行管理系统（FMS）。

B
飞行运行

阶段

飞行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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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 空中
-0.2

每项

a. 机组是否存在从事与飞机安全运行无关工作的情况。

b. 机组是否存在分散其他成员工作精力，或可能干扰其他成员正确

完成工作的情况。

c. 机组是否将飞机操作必读资料外其它阅读材料带入驾驶舱。

d. 机组是否有非操作需要人员或局方指定的检查外的其他人员进出

驾驶舱的情况。

e. 如遇特殊紧急情况或飞行系统故障等情况处置后，机组是否通告

客舱乘务长。

B02 地面运行
-0.2

每项

a. 机组是否在推出之前完成起飞性能输入、检查单等工作。

b. 机组的起飞简令和下降简令是否包含预期的滑行路线。

c. 机组是否提前完成飞机离港和进港的准备工作。

d. 机组是否都注意滑行指令收听。

e. 滑行时，机组是否存在闲聊，无人保持外部观察的情况。

f. 穿越和进入跑道时，机组是否存在进行其它事项干扰监视跑道活

动的情况。

g. 预计起飞或脱离跑道需延误时，机组是否立即报告管制员。

h. 机组个人电子设备使用是否符合合格证持有人的管理规定。

B03
结冰条件下

的运行

-0.2

每项

a. 机组飞行前是否进行外部检查，确认附着的霜、冰、雪等污染物

已被清理。

b. 航路或机场存在严重结冰情况时，机组是否采取应对措施。

c. 地面除冰时，机组是否记录开始使用防冰液时间、类型，并确认

保持时间。

所有飞行阶段

B04飞机的操作

-2 a. 机组是否违反规章标准。

-0.2 b. 机组是否违反航空公司标准操作程序。

-4
c. 机组是否存在粗心大意、盲目蛮干，危及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情

况。

B05安全带使用 -1
a. 机组是否坐在指定的值勤位置并系好安全带（起飞和着陆过程中

还应当系好肩带）。

B06
驾驶舱门

的锁闭
-1

a. 飞行期间机组是否关闭并锁定驾驶舱门。

B07进入驾驶舱 -6
a. 机长是否存在违反空防安全规定，允许不符合规定的人员进入驾

驶舱。

B08
遵守批准的

航路和限制
-1

a. 机组是否遵守在运行规范所批准的航路上飞行，包括管制所许可

的进离场航路。

B09 燃油监控 -6 a. 机组是否因燃油监控不到位进入紧急燃油状态。

B10 禁止吸烟 -6 a. 机组在所有运行阶段是否存在吸烟情况。

B11
最低操作

标准
-6 a. 机组是否存在低于机场最低标准运行的情况。

B12无线电通讯

-1 a. 机组是否存在未监听紧急通信频率 121.5MHz 的情况。

-0.2

每项

b. 机组是否存在违规不使用耳机的情况。

c. 机组是否存在违反标准陆空通话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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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机组简令
-0.2

每项

a. 机组是否在离场和进近前完成简令。

b. 简令内容是否标准、全面。

B14

雷雨绕飞、

防范颠簸

和风切变

-0.2

每项

a. 机组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飞行中出现的雷暴、晴空颠簸和低空

风切变。

b. 机组是否按规定使用雷达绕飞雷雨。

B15 应急情况

-2 a. 机长在紧急情况下，是否采取合适的行动行使应急权力。

-0.2

每项

b. 机组是否将飞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准确地报告给相应的空中交通管

制部门和签派中心。

c. 机长行使应急权力并返回驻地后是否在 10 天内提交书面报告。

B16 报告 -0.2
a. 机组在飞行中，当遇到影响飞行安全的重要气象条件、地面设施

或者导航设施不正常情况时，是否尽快通知相关方。

B17
应急设备的

使用
-0.2

a. 机组成员是否在非紧急情况下擅自使用包括氧气、药品、手电在

内的紧急设备。

B18
驾驶舱整洁

要求
-0.1 a. 机组在驾驶舱内物品是否摆放整齐,符合公司运行规范要求。

B19值勤与休息

-4 a. 机组是否存在一个人独自在驾驶舱的情况。

-2 b. 机组是否在巡航时睡岗。

-0.2

每项

c. 机组更换是否符合规定。

d. 机组空中换组上座是否符合规定。

e. 夜间长时间巡航时，机组是否存在机组值勤轮换时间过长的情况。

C

航后、短停

和驻站阶

段

C01记录和报告 -0.1 a. 飞行结束后，机组是否如实填写云执照和飞机飞行记录本。

C02
短停要求 -0.1

每项

a. 机组是否在驾驶舱内始终保持有一名飞行驾驶员，并完成过站相

关工作。

b. 如地面电源车、辅助动力装置或发动机在运转中，但缺少专业人

员负责时，机组是否离机。

c. 任何飞行机组成员需要离机，是否经机长同意并及时返回。

d. 机组离开飞机前是否与机务人员完成交接。

C04目的地机场
-0.1

每项

a. 机组是否完成离机检查单和安全检查的全部内容。

b. 机组是否填写好任务书和《飞机记录本》等有关文件。

c. 机组是否清点文件并收好所有资料和用具。

d. 机组是否向维护人员、飞行签派员以及接班机组成员移交有关事

项。

e. 在航班完成后，机组是否对驾驶舱内的卫生进行清理。

f. 如飞机停站过夜，机组是否关好机舱门、风档和出口门，并把飞

行包（箱）拿下飞机。

C05 离机前
-0.1

每项

a. 在旅客完全离开飞机前，机组是否存在关闭音频按钮，停止监控

塔台或地面频率的情况。

b. 在旅客完全离开飞机前，机组是否离开飞机。如果因工作或生理

的原因需要离开，是否指定有资格人员负责飞机安全。

c. 航班结束后，离机前机长是否与机务做好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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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机组驻外

管理

-0.2

每项

a. 机组驻外期间是否违反相关管理规定。

b. 机组驻外期间是否存在违规饮酒行为。

c. 机组驻外期间是否按手册要求严格遵守作息时间。

d. 机组是否存在“捎、买、带”等违规行为。

-6 e. 机组是否存在“黄、赌、毒”等违法行为。

C08
机组成员

外出

-0.1

每项

a. 机组成员是否违反机组驻外管理规定中关于外出的相关条款。

b. 机组成员离开指定的住宿场所时，是否着装整齐，仪表整洁，注

意文明礼貌。

c. 机组是否存在违反外事纪律的情况。

C09
在国外住宿

的注意事项

-0.1

每项

a. 机组是否存在夜不归宿、擅自留宿他人的情况。

b. 机组是否违反公共秩序和酒店管理要求。

c. 机组成员发生不安全事件时是否及时向机长报告，并与办事处取

得联系。

7.计分规则

7.1 每名飞行人员的起始分数为 0 分 ；

7.2 监管局根据飞行员在日常飞行、航线检查、模拟机

训练和安全事件中的表现，依据本管理办法第 5 节表格所

列分值，按照扣分项目所对应的事件逐项进行累计扣分；

7.3 自最近一次扣分项目所对应的事件确认性质的日期

算起，其后每连续十二个日历月为一个记分周期，期间无扣

分则在记分周期末自动加 2 分，直至飞行员的作风考核分数

回到 0 分，超过 0 分按 0 分计算。

8.实施程序

8.1 管理局、监管局航安办和飞标处空勤监察员（以下

简称监察员）是实施评估的主体；

8.2 监察员在执行航班、航线检查和模拟机检查时要完

成对同组飞行人员的作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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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监察员应于航班结束、模拟机检查后不超过（含）

24 小时内将评估情况上报监管局飞标处；

8.4 管理局航安办对发生安全问题的飞行人员进行评

估；

8.5 管理局航安办应于安全事件发生一周内完成对当事

人的评估，并将评估情况通知事发航空公司所属监管局；

8.6 监管局每月最后一周须将辖区监管数据情况报管理

局飞标处进行汇总，每半年须将辖区内量化考核整体情况形

成文字材料上报管理局飞标处；

8.7 管理局飞标处年底对各监管局量化考核的完成情况

进行讲评和督导；

8.8 本管理办法的数据采集采取公开透明的原则，并定

期向航空公司及飞行人员个人提供查询，并可使用本数据对

相关人员、相关单位提早预警或数据更正。

9.管理措施

遵照“三基”建设的指导思想，本着先期个人教育为主

导、中期组织约束为根本、后期强制限制为辅助的整体思路，

根据考核结果，按所扣分值共制定 3 个层级的管理措施，如

下：

9.1 当飞行人员个人分值达到-2 分，由航空公司对责

任人进行谈话，查找问题根源，进行个人预警，期间建议航

空公司暂停其航班运行，谈话结果报监管局备案。谈话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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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其航空公司申请，监管局对责任人进行飞行作风内容

考试，成绩合格后航空公司可恢复其航班运行；

9.2 当飞行人员个人分值达到-4 分，监管局约谈责任

人所在航空公司作风建设责任领导，并责成航空公司查找组

织系统原因，期间建议航空公司暂停责任人航班运行，形成

书面材料报备监管局，经审核通过后，航空公司可恢复其航

班运行；

9.3 当飞行人员个人分值达到-6 分（含）以下，监管

局将对责任人进行飞行作风排查（航线或模拟机检查），期

间建议航空公司暂停责任人航班运行，经排查合格后，航空

公司可恢复其航班运行。同时，建议航空公司对主管作风建

设责任领导问责，并报监管局备案。对于有升级计划人员，

建议航空公司自即日起一年之内取消其升级计划。

9.4 飞行人员发生一次性达到扣-6 分的触碰底线行

为，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规章的罚则进行处理。

10.施行

10.1 本管理办法由管理局安委会负责解释。

10.2 本管理办法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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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 2020 年 5 月 13 日印发

抄送：民航局航安办、飞标司，管理局领导，局法规处、飞标处。

ХХХХХХХХ，ХХХХХХХ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