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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明传电报 
               签批盖章   王赤民 

等级 特急                     华北局发明电〔2018〕1754 号

关于“法治民航 信用民航”法律知识竞赛活动

华北地区复赛有关安排的通知 

 

各监管局，华北空管局，华北地区各航空公司（运输、通用），华

北地区各机场（集团）公司，中国航油华北公司，AMECO，BGS： 

根据民航局《关于“法治民航 信用民航”法律知识竞赛复赛

的通知》（局发明电〔2018〕2416 号，以下简称《通知》），经华北

地区赛事组委会 2018 年 9 月 6 日研究，现将复赛有关安排通知如

下： 

一、初赛基本情况和复赛队伍确定 

（一）初赛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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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赛区共计 79 支参赛队伍的平均分为 79.73 分，14 支队伍

的平均分在 90 分以上，48 支队伍的平均分在 80 分以上。从初赛

成绩看，各参赛单位领导高度重视，组织得力，各参赛队伍赛前

充分准备，参赛积极踊跃，取得了较好成绩，较为突出的是山西

机场集团，12 支参赛队伍中有 8 支进入了复赛。国航、邮政航也

各有 2支队伍入围复赛。 

（二）复赛队伍确定 

参加复赛人员的确定采取成绩优先，兼顾参赛队伍代表性的

原则。经研究，华北地区参加初赛队伍考试成绩前 20 名的队伍进

入复赛，其中，天津航空内蒙古分公司（用时 1805.6 秒）与中国

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一队（用时 2256 秒）和乌海机场（用时 3317

秒）分数相同均为 87.67，但用时比后两队少，根据初赛排名规则，

天津航空内蒙古分公司排名第 20 位。 

同时，参考《通知》第五条“选拔规则”中的组委会指定规

则，考虑到前 20 名中没有保障企业和空管类别的队伍，组委会决

定从这两个类别中各选取1支初赛成绩最高的代表队伍进入复赛，

共 22 支队伍。参加复赛人员名单及成绩见附件 2。 

二、复赛时间 

9 月 20 日上午 9:00-11:00  

三、复赛地点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三楼会议室。 

四、考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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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方式 

复赛为集中笔试，所有华北地区参赛队员参加纸质闭卷答题。 

（二）监考安排 

 监考人员由管理局、中航协华北代表处、机场协会各选派 1

人组成，同时，按《通知》要求，由管理局派出纪委工作人员 1

名对考试全程监督。 

（三）判卷 

判卷工作由管理局负责组织。除管理局外，中航协华北代表

处、机场协会、维修协会各选派 1 人组成判卷组。根据民航局组

委会下发的判卷标准进行判卷，于9月 30日前排出各队的成绩表，

报送组委会确认后公布。 

五、选拔规则 

根据民航局组委会安排，华北赛区将选拔出复赛成绩最高的 3

支队伍参加决赛。 

复赛参赛队的成绩为所有参赛队员的平均成绩，平均成绩相

同的，以初赛成绩高的排名在前，队伍实际参赛人数少于 3人的，

取消复赛成绩。 

六、其他要求 

（一）组织保障。为确保参赛队员赛出成绩、赛出风采，请

各参赛单位务必做好参赛队员的组织保障工作，统筹合理安排，

保障参赛队员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备考，确保参赛队伍在规定的时

间地点按时参赛，如有弃考情况，不再进行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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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律要求。所有参赛队员应当严格遵守《通知》中的

“复赛考试纪律”；请各参赛单位赛前务必做好参赛队员的纪律教

育，对参赛队员明确提出要求，做到严格遵守竞赛守信、守法的

主题，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切实维护好自身和单位形象。 

（三）参赛队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其他未尽事宜由华北赛区组委会另行通知，如有需知事项可

向组委会联系人咨询了解。 

此通知。 

联系人： 

黄  峰  01064592225 

李东达  01064591050 

 

附件：1.民航局关于“法治民航 信用民航”法律知识竞赛复      

赛的通知 

2.华北赛区参加复赛人员名单及成绩 

                               

“法治民航 信用民航”法律知识竞赛华北赛区组委会 

                           2018 年 9 月 10 日 

 

抄送：民航局政策法规司； 

      管理局领导，局机关各部门。 

承办单位：政策法规处                        电话：6459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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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明传电报 
               签批盖章 吕尔学 

等级 特急 局发明电〔2018〕2416 号

关于“法治民航 信用民航” 

法律知识竞赛复赛的通知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 

“法治民航 信用民航”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已经完成初赛，现

已进入复赛阶段。为顺利推进竞赛进程，保障复赛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根据《关于举办“法治民航 信用民航”法律知识竞赛活动

的通知》（局发明电〔2018〕1495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现将复赛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复赛时间 

2018 年 9 月 20 日，上午 09:00-11:00。 

二、复赛地点 

复赛地点由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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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赛人员 

所有参加复赛的队员均须参加过初赛考试。各地区管理局于 9

月 10 日之前公布参加复赛名单，并通知参加复赛队伍。 

四、考试与试卷 

（一）考试方式 

复赛以集中笔试的方式进行，各赛区所有参加复赛的队员按

照管理局通知集中到指定考场，参加纸质闭卷答题。 

（二）试卷的保密 

为确保复赛的公平性，全国七个赛区采用同一套试卷，组委

会和各地区管理局应当做好试卷的保密和管理工作。 

（三）试卷分发 

各地区管理局于9月 18日派人到民航局政法司法律事务处领

取复赛试卷。试卷袋应当于考试前 10 分钟内在所有考生和地区管

理局纪委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由考生代表签名确认封装完整性后，

方可启封。 

（四）监考 

监考工作由各地区管理局组织安排。监考员需核对参赛人员

资格，维持考场纪律。凡是存在夹带资料、交头接耳、替考等有

违考试纪律行为的，一律取消参赛资格（复赛考试纪律见附件）。

考试结束后由监考员将试卷及答题本密封保存。 

（五）判卷 

复赛结束后，组委会将下发判卷标准，各地区管理局根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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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进行判卷，并对所有试卷及答题本留存六个月备查。9 月 30

日前各地区管理局排出各队的成绩表，并报送组委会。 

五、选拔规则 

复赛参赛队的成绩为所有参赛队员的平均成绩，平均成绩相

同的，以初赛成绩高的排名在前。队伍实际参赛人数少于 3人的，

取消复赛成绩。根据复赛成绩，中南、西南、西北、东北、新疆

赛区五个赛区各选拔出 1 支决赛参赛队伍，华北、华东两个赛区

各选拔出 3 支决赛参赛队伍。同时，由组委会指定 1 支决赛参赛

队伍。 

组委会指定规则为：首先看进入决赛的队伍中是否有分别代

表局方、空管、航空公司、机场、保障企业的代表队伍，如缺少

以上某一类代表队伍的，则从缺少的类别中指定一支复赛成绩最

高的代表队；如上述各类别均有代表队进入决赛，则直接从七个

赛区未晋级决赛的队伍中指定一支复赛成绩最高的队伍，如复赛

最高成绩相同的，按初赛成绩排名确定。 

六、工作要求 

各地区管理局作为复赛的责任单位，要明确比赛要求，提前

筹划安排，准备好考试场地，及时下发比赛通知；要派专人领取

和保管试卷，确保启用前封条完整，启用时程序合规；各地区管

理局需拍摄一张清晰的复赛考试现场照片，并录制 10-15 秒视频，

并旅客答题阶段的有关图片、视频资料，发送至组委会联系人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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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赛是整个竞赛的关键一环，各地区管理局要严格执行比赛

规则，严格遵守本次竞赛守法、守信的主题，确保复赛全过程公

平、公正。 

其他未尽事宜由组委会负责解释。 

组委会联系人： 

陈  宇  13760758016  chenyu_c@csair.com 

王家亮  13622281913  wangjialiang@csair.com 

政法司法律事务处领取试卷联系人： 

何  奇  010－64091309 17710897106 

 

附件：复赛考试纪律 

 

“法治民航 信用民航”法律知识竞赛组委会     

2018 年 9 月 3 日                 

 

 

 

抄送：局领导，总飞行师、总工程师、安全总监，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中国民用机场协会、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

研究会，局机关各部门。 

承办单位：政策法规司法律事务处 电话：（010）6409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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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复赛考试纪律 

一、参赛人员在考试开始前 15 分钟，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

经监考员核对后，方可进入考场，并将身份证放在桌面右上角。 

二、除考试另有规定外，参赛人员只准携带本人身份证和黑

色墨水笔参加考试。严禁将手机、电脑、资料、提包等物品带至

座位。 

三、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考试开始 60 分钟后

才能交卷退场。退场后不得再次进入考场。 

四、参赛人员必须按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未经监考人员允

许不得离开座位。 

五、考试开始前和考试结束后不得答卷。 

六、必须用黑色墨水笔书写姓名、身份证号和作答主观题。

不得在试卷上作任何标记。 

七、参赛人员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如遇试卷分发错

误、缺损、错装、字迹不清等问题，应举手询问。 

八、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禁止吸烟，不得相互借用文具、

传递资料，严禁交头接耳、窥视他人试题答案或交换试卷。 

九、考试期间，任何人不得将试卷内容和答题信息传出考场。 

十、监考员宣布考试结束后,参赛人员须立即停止答题并将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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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翻放，经监考人员收卷后，方可离场。 

十一、参赛人员必须做到诚信考试，服从监考人员的管理。

否则，按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十二、参赛人员违反上述规定或存在其它作弊行为的，经地

区管理局报组委会同意后，取消复赛成绩。 
 



赛区 队伍名称 参赛队员 平均分 平均用时（秒）

章可

付娆

高珍

冯舸

雷瑛

董山子

刘  超

黄滟婕

罗燎原

胡梦如

刘辉

牛一旸

肖凯

赵彦东

孙晨皓

常亚超

任辉

陈玉

王健

李剑书

宁苑

吴价

袁见

陈中菊

郭伟峰

刘涛

杨斌

华北赛区参加复赛人员名单及成绩

1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一队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二队3

4 华北赛区联合队

民航华北管理局二队5

6 太原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民航华北管理局一队7

8 中国邮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一队

五台山机场有限责任公司9 93.33 1331.00

1308.0095.67

1984.6796.00

1843.3396.67

1666.3396.67

96.67 1122.00

2167.00

1751.67

1598.3399.00

98.00

97.33



赛区 队伍名称 参赛队员 平均分 平均用时（秒）

华北赛区参加复赛人员名单及成绩

关璐

岳然

金家兴

张强

严鹏浩

高少林

康小磊

张潇潇

王真

武小斌

孙晨

王敏

王鑫磊

刘建因

刘云龙

郭家庆

王艳云

李宛沣

韩晓春

张亚楠

韩晓玲

李润

赵国颖

秦肯

孟淑丽

刘帝

翟羽佳

郝亮

10 中国邮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二队

吕梁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一队

长治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一队

11

12

13 大同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吕梁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二队14

15 呼和浩特机场

运城民航机场有限公司16

17 长治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二队 88.50 2479.25

88.67 2206.67

89.33 1479.00

90.00 2699.33

90.50 3598.00

91.50 2240.75

92.67 2740.33

93.25 1271.00



赛区 队伍名称 参赛队员 平均分 平均用时（秒）

华北赛区参加复赛人员名单及成绩

王欣

吴津毅

马雪莹

潘昊洋

王娜

张明珠

林思妤

杨小玉

李志强

刘乐乐

马艳楠

陈佳

赵晋阳

王逾洋

于英哲

王家钰

杨文晴

乌兰浩特机场18

19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本部

天津航空内蒙古分公司20

22 华北空管局一队

21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78.33 2036.00

1805.6787.67

87.25 2398.25

88.00 2180.67

88.25 27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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