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覃俊娥

“飞机已清洗完毕，准备入库。”
凌晨 1 时 30 分，对讲机里传来疲惫
的声音。还有两天就是海上首飞的日
子了，今天 AG600 飞机又进行了一
系列紧张的训练。为了避免海上高温
高湿高盐的环境对于飞机各部件和系
统的腐蚀，每次飞行完都要对飞机进
行冲洗，这一天给 AG600 飞机“洗
完澡”已经是后半夜了。

2017 年 12 月 24 日、2018 年
10 月 20 日、2020 年 7 月 26 日，
AG600 飞机相继在珠海、荆门和青
岛完成了陆上、水上和海上首飞。由
于珠海周边海域环境限制，水上和海
上首飞都是在外场完成，要带着这个
“庞然大物”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场完
成各类飞行试验，把外场变成 AG600
飞机的主战地之一，对于华南公司的
外场服务保障工作来说是个极大的挑
战。选派精兵强将和优秀的青年骨干
到外场接受锤炼，这也是华南公司一
贯坚持的推进型号研制进展、锻炼人
才队伍的重要手段之一。

虞磊，是一个憨厚、踏实、始
终抱着认真负责态度在外场工作的年
轻小伙儿。作为一名机务，2020 年
是他在外场保障的第三个年头。他
的任务就是保障 AG600 飞机海上首
飞。此次首飞不同于以往的飞行试验，
AG600 飞机“常驻”在日照山字河
机场，有飞行任务时则从日照山字河

机场出发，飞到临市的青岛市附近海
域进行海上相关科目训练，训练完毕
再回到日照，所以每一次飞行试验都
要在两个城市间来回穿梭，进行一系
列相关保障。

刺耳的闹钟铃声划破了凌晨 4 时
的静寂，虞磊和外场保障小伙伴们的
一天就这样开始了。简单的洗漱后大
家登上去日照山字河机场的大巴。平
时都是早上 7 时开始供应早餐，但由
于他们要“出早”，只能提前一天打
包面包牛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

半小时左右，他们到达机场机库，

开始各项准备工作。各专业保障人员
各司其职，迅速进入到飞机状态的检
查中，确认飞机的状态是否正常，遇
到问题立即处理，忙完检查工作，他
们刚好欣赏到当日的第一缕阳光。

14 时，连续接到了两次因天气原
因全员待命的通知后，发动机悦耳的
轰鸣声终于响了起来，AG600 一天
的飞行正式开始。飞行员、机务、场务、
塔台的指挥人员、外场技术保障人员
的精神都进入到高度集中的状态，大
家密切关注着飞机的状态，随时准备
处理各种突发情况。AG600飞机加速、
抬前轮、离地，然后平稳地飞离日照
机场，向青岛的方向飞去。

随后，在停机坪等候的虞磊的对
讲机里如常传来了“指挥船已到达指
定位置”的声音，约半小时后，监控
室也发出了“检测到飞机遥测信号”
的消息。此时监控室里，王斯才和他
的伙伴们正紧盯着电脑屏幕，关注着
飞机每一个姿态的变化和屏幕上方各
个数据的变化。监控室距离海面很近，
但无论是在监控室、塔台还是就在海
面上“近水楼台”的应急保障人员，
都顾不上欣赏 AG600 在海天间遨游
的样子，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地
关注着飞机的每一个细小变化。只有
每次看到飞机顺利完成了着水、滑行、
复飞动作，大家的心才能跟着踏实下
来。

17 时，随着对讲机中传来“飞机
准备返航”的消息，虞磊他们又开始

忙碌起来，做好各项准备，等待飞机
降落。如果飞行中发现有故障出现，
飞机一落地相关专业人员会迅速赶到
现场，与飞行员确认故障信息，并结
合故障现象分析飞参数据作出初步判
断，经现场讨论后，对故障原因进行
准确定位，然后相关的机务和装配人
员就会迅速投入到故障排除中。

试飞维护的要求是“故障不隔
夜”，所以试飞人的生物钟和正常人
“不太一样”。海上首飞前夕，由于天
气原因飞行推迟到 18 时才结束，只
能又上“夜班”进行排故了。先是给
飞机“洗澡”，再进行故障排除。从
早上 4 时到第二天凌晨 1 时，保障人
员的工作时间长达 21 小时。为了保
证任务节点，工作时间长、任务量大
是常态，保障人员不仅需要有过硬的
专业技术能力和沟通能力，还需要强
健的体魄和顽强的意志。

这就是他们的外场生活。在那些
星星连着日头的岁月里，他们提着心
过日子。不过在外场他们不是孤军奋
战，“家里”在源源不断地给予他们
各种支持，让大家能够心无旁骛地开
展工作。外场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
种锻炼，能使人快速成长。他们有的
是年轻的爸爸、有的是热恋中的小伙
儿，有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在本该
给予陪伴的时候，他们悄然离开，去
荆门、去日照、去青岛，和“鲲龙”
一起披星戴月、追逐海天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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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国际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航空供应链集成服务商

中航供应链是中航国际按照航空工业战略部署，汇聚原中航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优势资源整合而成，旨在成为世界一

流的航空供应链集成服务商。

中航供应链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宗旨，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借鉴国际

先进的供应链集成服务经验，以专业化的核心能力为支撑，为客户提供采

购、运输、仓储配送、转包生产、设备采购、工程能力提升、自动化装配

等供应链集成服务。

公司官网：http://www.avicsupply.com.cn

2020年空客向中国
交付民用飞机近百架

本报讯（记者　梁晓英）　2020
年，空客向全球客户共交付 566 架
民用飞机，其中包括向 17 家中国用
户交付的 94 架 A320 系列单通道飞
机和 5 架 A350 宽体飞机，占全球
交付量的 17.5%。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空客在中国的民用飞机机队
规模超过 1900 架，市场份额占比逾
51%。

受疫情影响，去年一季度空客
向中国市场交付飞机数量不足全球
当季交付量的 6%，而在第四季度这
一数字即上升至当季全球交付量的
25%。仅 2020 年 12 月单月，中国
交付量达到 26 架，占当月全球交付
量 29% 以上。

面对疫情挑战，空客为前往欧
洲接机的客户提供完备的防护措施，
在保证人员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确
保交付工作顺利进行。包括国航、
南航、东航等在内的中国航司先后
前往欧洲接机，保障了中国民航机
队规模的持续增长，促进了中国民
航市场的平稳发展。截至目前，前
往欧洲接机的中国用户无一例感染
病例。

为解决疫情期间国际旅行受限

的问题，空客在中国民航局的大力
支持，以及航空公司和空客中欧团
队的通力协作下，将在法国图卢兹
和德国汉堡总装的飞机调机至位于
天津的空客 A320 亚洲总装线，在
本地完成包括验收试飞在内的客户
接收工作，最大限度地为中国客户
在疫情新常态下接收飞机提供了便
利条件。

2020年，经过12年的成功运营，
空客 A320 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及
交付中心也迎来诸多新的里程碑。
2020 年 10 月，向南航交付天津总
装第 500 架 A320 系列飞机 ；2020
年 12 月，向 GECAS 交付其首架在
天津总装的自购空客 A320neo 飞
机，这是面对当前疫情新常态以及
结合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针对中
国航空市场有效的本地化解决方案。
2020 年，空客 A320 亚洲总装线及
交付中心还交付华夏航空、春秋航
空、吉祥航空首架 A320neo 飞机。

同时，空客中国宽体机完成和
交付中心拓展 A350 完成与交付能
力的相关工作也在稳步推进，预计
将于 2021 年上半年在天津交付首架
空客 A350 宽体飞机。

2020，我们交出满意答卷
|| 本报通讯员　李蓉

2020 年 12 月 22 日，航空工业
昌飞发布的一张“2020 年航材任务
完成情况表”让人无比振奋，2403 项
航材备件的生产任务，任务完成率达
到 99.|8%,|这意味着昌飞 2020 年航
材备件生产交付顺利完成。

攻坚　牵一发动全身

靓丽的成绩并非一日之功。2020
年昌飞航材备件生产实施以来，受疫
情、原材料等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节点，再加上受
国际大环境的冲击，用户需求的航材
备件数量激增。为切实提升合同完成
率、满足用户的需求，昌飞生产调度
部精心组织策划，形成系列生产管控
方案。

组织相关单位合理排产，制定好
全年备件交付计划，做到均衡生产 ；
核查各型号任务，按照生产节点，制
定专项管控计划，并根据生产瓶颈进
行分流，确保各项任务的可实施性及
需求节点的一致性。

生产目标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
进入决战期，生产任务十分复杂，要
实现目标，还需要从生产、计划等领
域挖掘潜力。生产调度部发挥牵头作
用，组织相关单位利用好周、月例会
及时暴露问题，提前进行风险评估，
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确保任务的完成。

通过拉动式管控，加大协调解决
力度，各单位以一流的工作标准，精

心组织、科学计划、精益生产，顺利
完成全年航材备件的生产任务，99.|8%
的任务完成率创造了航材备件生产的
最高纪录。

克难  啃下最硬骨头

咬定目标，攻坚克难，才能体现
航空人的拼搏精神。航材备件生产任
务承接单位提前谋划、全员抢干，把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今年任务完成得非常好，这是
全体单位齐心努力的结果，有辛苦，
有汗水，有泪水，化为一个字——
值！”负责航材备件的主管调度、昌
飞生产调度部调度员张杰这样形容全
年的航材备件生产。

小部件厂承担航材备件数量最
多，如何让任务按期交付，成为单位
领导思考的重点。每周计划会上对航
材加工零件工序进行评估，在考核方
面把航材备件与断线、应急生产等同
对班组和个人进行考核，在指令上用
红色专用标签注明航材备件的考核节
点，调度按天对工序进行跟进，当天
问题当天处理。军检完成的零件和标
准件必须当周检完、当周入库，计划
员在每周六对入库信息进行核对，每
月对完成好的班组按照“品质＋效率”
考核奖惩细则进行奖罚。

从投产到交付采用“点对点”式
的闭环管理，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
努力下，在 12 月 10 日前全部完成所

有航材任务的交付，实现了交付数量
与质量的新突破。

决胜  确保任务完成

2020 年对于钳焊厂航材备件生
产任务来说，无论是项数还是件数都
是最多的一年，领导高度重视，设立
专人进行实时管控，将航材备件单独
纳入劳动竞赛比试与考核。

在抢干翼尖蒙皮任务时，钳工张
来顺主动承担加工任务，每天来得最
早走得最晚，直到任务全部完成 ；搬
运工彭庆连续作战，因为有他在，很
多工作衔接良好 ；冲压工陈剑平刚刚
做完胰腺炎手术，出院后马上到岗，
就是为了自己负责的航材备件能按时
交付。11 月底，钳焊厂任务交付实现
“双满百”。

针对进口航材备件的交付，供
应保障总厂成立成品采购计划管控团
队、成品催交管控团队。按照交付进
度对供应商进行一级高风险、二级一
般风险和三级无风险划分，充分暴露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
题的方法，并制定相关的责任人和完
成节点，全年进口航材备件完成率达
到了 95.|8%。

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路要去
走才能开辟通途。走过 2020，有付出
就有回报，有汗水就有收获，全体昌
飞人将继续书写航空报国的答卷，创
造新的辉煌。

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据工信部网站消息　1 月 13
日，工信部引发《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下称《行动计划》），为未来三年
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具体
部署。

工信部表示，2021 ～ 2023 年
是我国工业互联网的快速成长期。
制定此行动计划的目的是为深入实
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推动
工业化和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
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行动计划》明确开展网络体
系强基行动、标识解析增强行动、
平台体系壮大行动、数据汇聚赋能
行动、新型模式培育行动、融通应
用深化行动、关键标准建设行动、
技术能力提升行动、产业协同发展
行动、安全保障强化行动、开放合
作深化行动等 11 项重点任务。

《行动计划》指出，到 2023
年，新型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覆
盖各地区、各行业的工业互联网网

络基础设施初步建成，在 10 个重
点行业打造 30 个 5G 全连接工厂。
标识解析体系创新赋能效应凸显，
二级节点达到|120 个以上。打造|
3~5 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工
业互联网平台。基本建成国家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 20
个区域级分中心和|10 个行业级分
中心。

产业发展生态也将进一步健
全。根据《行动计划》，将培育发
展|40 个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 10
亿元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形成 1 ～ 2
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培
育 5 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
基地，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提升。

此前《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已经收官。
工信部称，过去三年起步时期的行
动计划全部完成，部分重点任务和
工程超预期，网络基础、平台中枢、
安全保障作用进一步显现。（新文）

《中国民航发展阶段评估报告》发布

我国基本具备单一航空运输强国特征
据中国民航网消息　2021年全国

民航工作会议、全国民航安全工作会
议期间，《中国民航发展阶段评估报
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正式发布。
《评估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基本具
备了单一航空运输强国特征，将开启
多领域民航强国建设新征程。2017 ～|
2019 年，民航局通过提出民航强国八
个基本特征，科学谋划“一加快、两
实现”新时代民航强国战略进程，制
定《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
清晰划定民航强国建设三个阶段，制
定《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指标框架体
系（试行）》，形成了方向和目标清晰、
任务和措施具体、计划和标准明确、
具有很强导向作用和评价功能的新时
代民航强国战略体系。此次发布的《评
估报告》分为“民航强国发展演化与
基本特征”“民航强国基本特征的分
析评估”“民航强国阶段判定及发展
建议”三个部分，在《中国民航高质
量发展指标框架体系（试行）》的基

础上，针对民航强国八个基本特征内
涵设置评估指标体系，分析各国民航
在八个基本特征上所表现出的发展水
平，并将其与我国进行横向比较，从
而对我国民航强国所处历史方位进行
研判，并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民航强
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和相关策略提出意
见和建议。

在分析评估时，《评估报告》依
据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
性原则设计了以定量为主、定量和定
性相结合的基本特征指标评估体系，
收集整理了美国、中国、英国、法国、
德国、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日
本、韩国、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
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 16 个国家
关于民航强国基本特征的 21 个关键
要素、40 个观测维度、71 个具体评
估指标的相关数据并综合测算，以国
家为单位对当今世界各个民航业相对
发达实体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评价
和“数据画像”。

《评估报告》提出，民航强国的
八个基本特征是动态发展的，其发展
阶段可划分为孕育期、萌芽期、成长
期和成熟期。从评估结果上看，中国
民航的八个基本特征中，具有国际
化、大众化的航空市场空间与具有先
进、可靠、经济的安全安保和技术保
障服务体系两个基本特征已达成熟期
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型网
络型航空公司、具有布局功能合理的
国际航空枢纽及国内机场网络、具有
安全高效的空中交通管理体系等三个
基本特征已达成长期水平，具有功能
完善的通用航空体系这一基本特征处
于孕育期，具有制定国际民航规则标
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具有引领国际
民航业发展的创新能力两个基本特征
处于萌芽期。

基于民航强国理论框架和八个基
本特征的评估结果、成熟度水平，《评
估报告》认为，目前我国基本具备了
单一航空运输强国特征。这意味着我

国民航基本实现从航空运输大国向单
一航空运输强国的“转段进阶”。这
是我国民航自 2005 年运输总周转量
成功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
航空运输大国之后，又一新的历史性
跨越，这也与民航局在 2018 年《新
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中民航
强国战略进程安排相契合。

“十四五”时期，我国民航强国
建设将按照民航强国战略进程安排继
续推进，开启多领域民航强国建设新
征程。《评估报告》建议，继续强化
我国民航运输航空领域基本特征的成
熟度，巩固航空运输强国地位 ；推动
通用航空领域基本特征实现跨越式发
展，加快我国多领域民航强国建设进
程 ；着力提升我国引领国际民航业发
展的创新能力，及早布局全方位民航
强国建设。| （潘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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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交付  赢得信赖

受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 2
月的联试计划，推迟到了 4 月，而
最终交付节点就是 5 月，这就意味
着在联试的同时就要完成各项试验
任务。为了抢时间，项目组制定了
详细的联试日程，团队成员连轴转，
在联试结束后即刻开始实验，最终
项目组按时交付第一套产品，保证
了项目节点，按时完成交机，得到
了用户的认可。“我们终于拥有了自
己的增雨机任务系统。”当最终用户
看到交付的产品时，那种惊讶与欣
喜是对增雨机团队这一年半努力的
肯定与认可。|

2020 年 5 月 27 日，计算所根
据民机发展需要，整合资源成立了
民机事业部，进一步做强做大民机
市场。经过优势资源的重新整合，
计算所在民机航电系统、飞控系统、
机电系统、动力系统等技术领域，
已形成以综合模块化航电系统平台、
机载信息系统、机载维护系统、通
用飞机综合航电系统、控制电子系
统为主的产品线，并初步构建出集

研制、生产制造、售后为一体的全
价值链体系，具备了向产业化发展
的坚实基础。

2020年 8月 26日，在湖北荆门，
“领雁”AG50 轻型运动飞机犹如一
只领航的大雁，迎风而上，振臂高飞，
轻盈翱翔。经过 12 分钟的飞行，飞
机平稳落地，标志着搭载有计算所
综合电子系统的 AG50 轻型运动飞
机首飞取得圆满成功。

在首飞结束后，首席试飞员向
项目团队竖起了大拇指，他称赞说：
“你们计算所的产品稳定可靠，简单
易用 ；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继
续研发出更多更优秀的产品，为咱
们的飞机都装上中国的航电系统！”

计算所依托“一体化预研”项
目成果研发的综合航电系统除了搭
载 AG50 轻型运动飞机首飞之外，
还被地效飞行器、电动飞机等多个
型号选中，相关技术在“新舟”60
飞机改增雨机任务系统、AS700 载
人飞艇等项目上都获得了不同程度
的应用。后续，计算所将加大力度，
在更多机型上推广“一体化综合电
子系统”，让飞机都装上中国的航电
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