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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声明

要点提示：对本机场安全保卫方案的性质及其在机场运行中

的地位作一概述，以声明形式加以确认，并签字对执行本方案作

出承诺。

修订记录

要点提示：修订的章节、时间、内容和责任人签字等。

发放清单

要点提示：本方案发放的对象、内容和编号等。

总经理声明

要点提示：对本航空公司安全保卫方案的性质及其在公司运

行中的地位作一概述，以声明形式加以确认，并签字对执行本方

案作出承诺。

修订记录

要点提示：修订的章节、时间、内容和责任人签字等。

发放清单

要点提示：本方案发放的对象、内容和编号等。

第一章 总 则

1.1 目标

要点提示：方案制定的宗旨和目的。

1.2 适用范围

1.3 方案的制定、审定和修订

要点提示：明确方案制定、修订的部门、程序等。

1.4 方案的保存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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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明确方案保存、分发、查阅、保密的相关程序等。

1.5 航空安保协议

要点提示：建议通用机场公司与在本场运行的通用航空企业

签订安保协议或安保条款，明确安保协议管理部门及职责，安保

协议的基本内容应包含航空器保护的责任划分、措施要求、应急

处置联系机制等；明确航空安保协议管理部门；

第二章 方案依据

2.1 国际公约

2.2 国家法律、法规

2.3 航空安全保卫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4 定义

要点提示：依据《国家民用航空安全保卫规划》等，对涉及

到的安全保卫概念进行解释。

第三章 公司基本情况

3.1 机场的基本情况

要点提示：机场的名称、识别编码、机场地理位置、机场飞

行区等级指标、机坪、相关保障能力等有关信息。

3.2 机场管理机构的基本情况

要点提示：列明机场及机场管理机构组织机构图。

第四章 航空安全保卫组织机构和职责

4.1 机场管理机构及分管副总经理的航空安全保卫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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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明确机场管理机构为航空安全保卫提供的相关保障；

明确分管副总经理的航空安全保卫职责；

机场公安、安检、护卫、消防、质量控制等航空安全保卫部门的

名称、人员基本状况和相互协作关系等。

4.2 机场航空安全保卫部门基本情况

要点提示：简要列明机场航空安全保卫工作执行部门、培训

部门及质量控制部门情况，及名称、人员基本状况和相互协作关

系等。

4.3 机场航空安全保卫部门职责

要点提示：明确机场航空安全保卫工作执行部门（含消防救

援）、培训部门及质量控制部门的安全保卫职责。

4.4 机场其他部门安全保卫职责

要点提示：机场人事、财务、运行指挥等相关职能部门安全

保卫职责。

4.5 驻场单位安全保卫基本情况驻场单位航空安全保卫职责

要点提示：有驻场通用航空运输企业、空管、油料单位的写；

第五章 机场航空安全保卫委员会

5.1 机场航空安全保卫委员会组成

要点提示：机场航空安全保卫委员会组织结构图；机场航空安

全保卫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分工、联系电话等信息；

要点提示：有驻场通用航空运输企业、空管、油料单位的写；

5.2 机场航空安全保卫委员会章程

要点提示：机场航空安全保卫委员会的宗旨、组织原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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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程序等内容。

第六章 信息管理

6.1 航空安全保卫信息管理的主管部门及其职责

6.2 航空安全保卫信息管理

要点提示：制定安保信息管理制度，明确安保信息管理的部

门和岗位责任及工作程序，确保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递、发布、

报告、归档等程序，传递顺畅、职责明晰；建立安保信息报送程

序，确保信息畅通、形式规范；建立安保信息的控制及保密程序，

防止无关人员接触。

第七章 机场通行管制

7.1 通行管制制度及机场控制区域的划分

要点提示：明确机场的通行管制制度；机场是否对控制区进

行划分，若划分，应列明机场航空器活动区和维修区等控制区域

的划分情况（考虑通用机场等级）。

7.2 机场控制区的安全保卫措施

要点提示：列明机场围界、道口分布情况；明确围界、道口的守

护等措施；

7.3 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

要点提示：机场控制区人员、车辆通行证件的种类、申办、

审批程序等管理规定。（考虑机场安保工作实际，达到人、车进出

受控目的即可）

7.4 机场控制区通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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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对进入机场控制区的人员、车辆、工具、物料、

器材等安保控制措施和程序；不同区域间的通行管制措施等。（考

虑机场安保工作实际，达到人、车、工具、物料、器材进出受控

目的即可）

第八章 非控制区安全保卫

8.1 要害部位划分

要点提示：考虑机场安保工作实际，从必要性出发，确定机

场塔台、导航设施以及油、电、水、气等要害部位；

8.2 要害部位安全保卫

要点提示：若明确划分了要害部位，需明确要害部位的安全

保卫主责单位、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等。

第九章 航空器地面安全保卫（受通用航空公司委托，开展进出

航空器人员、物品、机组安保控制措施的，还应参照《通用航空

公司安保方案示范大纲》第五章相关条款编写）

9.1 停场过夜航空器的地面安全保卫

要点提示：监护职责划分及监护措施等。

9.2 过站航空器的地面安全保卫

要点提示：监护人员的职责及监护措施等。

9.3 始发航空器的地面安全保卫

要点提示：监护职责划分及监护措施等。

9.4 航空器维修期间的地面安全保卫

要点提示：监护职责划分及监护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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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航空器保安搜查

要点提示：列出需要保安搜查的情况；保安搜查的措施和程

序。（联系非法干扰处置工作程序编写该条）

第十章 非法干扰行为应对措施

10.1 非法干扰处置机构

要点提示：明确非法干扰处置机构及工作职责，非法干扰处

置机构及人员的联系方式可做附件；明确非法干扰处置预案的管

理部门及预案种类。

10.2 非法干扰事件的处置

要点提示：非法干扰行为的处置原则；非法干扰信息的接收、

传递、处置措施和要求等；提交非法干扰事件书面报告的程序（如

初始报告和最终报告等）；

10.3 非法干扰行为处置预案的演练

要点提示：明确各类非法干扰行为处置预案演练的组织实施

和评估部门等。

第十一章 航空安全保卫工作的质量控制

11.1 航空安全保卫质量控制的主管部门

要点提示：航空安全保卫质量控制的主管部门、工作职责及

人员构成等。

11.2 航空安全保卫质量控制手段

要点提示：考察、检查、测试、演练等工作制度等。（参照《国

家航空安全保卫质量控制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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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航空安全保卫经费保障

要点提示：航空安全保卫经费投入和保障制度（如航空安全

保卫运行、演练、培训及设施设备经费保障等）。

第十二章 人员招录和背景调查

12.1 人员招录和背景调查的主管部门

要点提示：人员招录和背景调查的主管部门、工作职责等。

12.2 人员招录和背景调查的制度与程序

要点提示：人员招录资质要求和招录的制度；背景调查的标

准、程序、措施和组织实施制度；

12.3 驻场单位人员办理控制区证件的背景调查备案管理程序

要点提示：为驻场单位人员办理控制区证件的，驻场单位应

向机场提高人员背景调查备案资料，机场建立相应管理程序；

第十三章 航空安全保卫人员培训

13.1 航空安全保卫培训的主管部门

要点提示：人员招录和背景调查的主管部门、工作职责等

13.2 航空安全保卫培训制度

要点提示：航空安全培训的人员范围、培训计划和培训科目

等（参照《国家航空安保培训方案》）。

第十四章 航空安全保卫设施设备

14.1 航空安全保卫设施设备情况

要点提示：围界、道口、照明、监控、防冲撞、安检、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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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应急、办公用房等设施的基本情况。（型号、数量可做附件）

14.2 航空安全保卫设施设备管理

要点提示：明确设施设备管理部门职责，明确航空安全保卫设施

设备采购、操作、维护、培训制度等

第十五章 附 录

附件 1 机场与周边地区平面图

附件 2 陆侧、空侧与控制区和通行管制点平面图

附件 3 机场应急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