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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2020年收入利润指标稳步增长

本报讯（通讯员　黄婉珍）　2020 年，航空工业
电源坚持研发驱动，全力推进变革创新，经济运行情
况持续向好。全年产值较 2019 年增长 14%，利润增长
17%，全面完成航空工业机载一号文目标任务。

面对疫情影响，电源公司认真分析风险，积极研
究对策，科学制定方案。复工复产后，在符合防疫规
定的条件下，公司立即组织对 24 个单位、部门的年度
工作计划及管理改进计划进行评审。要求各单位、部
门必须明确全年任务“重点及如何开展”，工作计划的
全面性、合理性、风险性都必须上会讨论，确保年度
计划“接地气、可测量、能评价”，为全年任务指明方向。

3 月起，电源公司每月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通
报月度经济运营、科研生产、市场开发、服务保障情
况，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细化解决方案。生
产部每周召开生产作业会、科研新品会、周考核例会、
品种检查会，对当月计划、重点机型、重点项目、批
产计划、新品试制计划等进行协调，及时研究和解决
科研生产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明确责任人、时间节点、
考核要求，杜绝计划落实有拖期、责任划分不明确、
考核过程不严谨等现象。各生产单位充分利用班前会，
总结前一日工作完成情况、布置当日工作，将每天的
计划落实到人并督促完成，形成“逐级抓落实、层层
有回应”的良好工作节奏，确保科研生产不掉队、节
点要求能落实。

各级党组织聚焦主责主业，围绕研发驱动、战略
转型中心任务，坚持变革创新，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
青年突击队，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积极开展共学共建、党员突击队、项目工程等“双
向融入”载体活动。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和职工
群众排除万难、不懈奋斗，抢时间、赶进度，确保公
司年度任务不减、目标不变、周期不延。

2020 年，电源全体干部员工自觉投入变革创新
的洪流中，全方位激发了创新活力。不等不靠主动出
击、打破流程壁垒，所有人围着一个目标以“最简洁、
最便捷”的方式干工作，不断促进公司管理创新，为

“十四五”开局奠定了良好基础。

航宇：全面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本报讯（通讯员　刘灿萍）　2020 年是航空工业
航宇发展史上极其特殊的一年。年初，地处疫情中心
湖北，面对挑战和重压，航宇全体干部职工振奋精神，
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质量不降”，全力以赴“双
线作战”。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23.8 亿元，指标完成率 104%，同比增长 9.68% ；净
利润 1.75 亿元，指标完成率 107%，同比增长 22% ；
EVA 1.157 亿元，指标完成率 106%，主要经济指标
逆势增长并超额完成。

2020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航宇第一时
间响应，第一时间行动，迅速成立了疫情应急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了“1+9”应急预案，及时成立了 4 个
临时党支部，组织 1132 名航宇志愿者积极参加疫情
联防联控、志愿服务等工作，第一时间向襄阳市红十
字会捐赠 199 万元，2140 名党员自愿捐款 56.66 万元。
同时公司还紧急驰援 364 医院，确保了定点收治院区
按时启用，鼎力相助兄弟单位生产设备，确保医用防
护物资复工复产 ；及时出台《疫情期间提前付款支持
省内中小企业供应商的方案》，与中小企业供应商共
渡难关。

为确保完成重点型号任务，在巩固传统军品市场
的同时，航宇大力拓展战略性、竞争性市场，通过强
化预研技术储备，确保型号科研攻坚 ；通过不断完善
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提升产品实物质量和质量管理水
平。一年来，公司共完成研制任务 70 余大项 260 余
小项，较好履行了保军使命，大型客机电动驾驶员座
椅技术预先研究完成方案样件出图并投产试验件，无
人机救援物资吊舱演示空投试验取得成功，直升机自
适应技术研究和地面保障设备推广取得可喜进展……

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航宇持续扎实推进
集成产品开发管理体系（IPD）实践与应用，管理创
新成效初步显现 ；坚持以数据为主线，建用结合，多
维并进，持续打造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持续有
序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着力推动事业部
建设去虚向实，业务交流不断深化，发展诉求日益明

确，目标共识逐步统一，
项目协同初见成效 ；继续
推动襄阳航空工业园建
设， 完 成 3 栋 新 厂 房 建
成交付，7 个单位、1100
余人搬至园区，军品区
基本建成，民品区建设
顺利，“一个研发管理中
心、一个工艺生产新区、
一个火工品区、一个大
型试验基地”的“四个一”
战略布局目标即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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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飞获中国工程机械学会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本报讯　近日，航空工业成飞
与合肥机械工业集团等联合申报的

《高端五轴联动超高压水切割装备研
发及航空航天制造应用》项目获评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
类一等奖。

该项目实现了高压水数控切割
技术的应用突破，推进了复合材料壁
板高效绿色加工，攻克了 500 兆帕

超高压水射流泵设计制造技术、五
轴联动数控系统高压水切割末端执
行器设计制造技术等关键技术，成
功研发五轴联动超高压水切割装备，
开展了基于该装备的复合材料壁板
超高压数控水切割工艺技术，实现了
复合材料壁板的高效绿色加工，最
终获奖。              （赵英男　黄诚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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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院召开2020年度
经营单位绩效考核会

本报讯　1 月 8 日，航空工业制
造院召开 2020 年度经营单位绩效考
核会。参与考核的经营单位（研究室、
中心及所属公司）汇报了 2020 年度
关键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工作亮点、
存在问题和解决措施，提出了 2021
年工作思路和重点计划任务。非考
核单位材料应用研究部、沉浸式实
验室分别作年度工作汇报。

制造院院长李志强肯定了各部
门年度工作的成绩和亮点，对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方向。他
指出，经营单位绩效考核体系指标
设计兼具科学性与拉动性，充分发
挥了考核的指挥棒和导向激励作用。
各单位汇报材料实事求是、客观全

面，分析问题精准到位，年度指标
完成情况总体较好，有力支撑了制
造院全年经营计划目标的完成。

李志强要求，绩效考核主管部
门要进一步检视本年度考核中发现
的问题，改进考核评价体系，深入探
讨分类考核评价机制 ；各职能部门
要提高考核评价的严肃性，明确评
价细则，确保评分客观公正，有效
提升考核的牵引激励作用 ；要加强
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制定与绩效
挂钩的实施方案 ；要科学谋划 2021
年工作计划，将考核的重点向新专
业方向的拓展、新核心技术的塑造
等方面转移，培育制造院长远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                      （贺佳）

中航供应链冯川
获评北京市劳动模范

本报讯　近日，中航供应链旗
下中航国际工程能力中心自动化室
主任冯川被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
202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北京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每 5 年评选一次。2020 年评选工作
具有突出体现首都“高精尖”产业
特点，聚焦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
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等特点。

加入公司以来，冯川发挥个人
专长，负责建立智能制造自动化室
并担任自动化室主任，参与自动化
加工工艺与自动化集成几乎全部项
目，协助项目团队出色完成自动化
加工相关工作，与公司智能制造业
务共同成长。2017 年，冯川作为队
长带领中航国际工程能力中心代表
队在首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

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2018 年，冯
川等中航国际工程能力中心 3 名员
工获得航空工业授予的“航空工业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此外，冯川
还负责牵头搭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航空柔性自动化加工技术试
验验证平台。

中航国际工程能力中心聚焦航
空柔性自动化加工工艺与系统集成，
为行业用户提供柔性生产线全套“交
钥匙”服务，助力用户全面提升加
工效率和智能制造水平。冯川作为
其中一员，不断探索技术创新突破
和落地应用，用优异成绩和精湛技
艺弘扬了航空人的工匠精神，展示
了航空工业在中国智能制造领域的
实力与风采。

（田韵）

中航西飞：战严寒  迎开飞
 | 本报通讯员　周莉

1 月 6 日，2021 年第 3 个工作日，
西安也迎来了“断崖式”降温，最低
温度降至零下 14 摄氏度。

早上 7 时，天还没大亮，中航西
飞试飞站停机坪已经热闹了起来。揭
开飞机蒙布、打开舱门、通电、APU
开车……交付单元副单元长杨岗正带
人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按照计划，
这天公司要放飞新一年的第一架飞机，
对这样一个有仪式感的节点，大家充
满期待。

停机坪上，寒风像个调皮的孩子
一样，绕着飞机在停机坪撒着欢，让
低温又增加了几分寒意。

杨岗认真检查着起落架。实在是
太冷了，他伸手触摸到起落架上的瞬
间，手仿佛要被粘上了。寒从脚生，
他忍不住跺了跺脚。

8 时，上班的号声刚响过，杨岗就
已经和同事们把飞机送上了跑道，转
战另一架飞机的排故工作。

8 时 30 分，停机坪上更热闹了，
多架飞机的检查排故工作同时进行着。
发动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牵引车、

电源车在停机坪繁忙地穿梭着。
“看看这里，昨天的那个问题已经

解决了！” 交付单元排产员秦岭正带着

接机客户对飞机进行全面的检查。1 月
3 日，元旦假期还没结束，客户接机
人员就已经到达阎良，对于今年的第

一架转场交付飞机，大家都信心十足。
这几天，交付单元的职工们和客户一
起，对飞机进行全方位检查，确认交接。

正午，伴随着发动机加力的巨大
轰鸣声，一架飞机腾空而起，冲上蓝
天，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首架开飞，
为 2021 年开了一个好头。杨岗和同事
们目送着飞机远去，脸上洋溢的笑容
难掩内心的喜悦。

阳光洒在停机坪上，洒在飞机上，
洒在人们身上，驱走了严寒，暖暖的，
充满希望。

宝成明确2021年全面形成信息化应用体系
本报讯　1 月 6 日， 航 空 工 业 宝

成召开 2021 年信息化工作会，明确
2021 年要全面形成信息应用体系的重
要任务，从数字化设计、数字化生产
工艺、数字化设备、数字化管理 4 个
方面着手，快速养成信息化常态化使
用，快速发挥信息化支持业务的作用，
快速全面形成信息化应用体系，打造
数字化企业。

会上，信息化主管部门通报了宝
成 2020 年信息化工作进展情况，采供
部、生产部分别结合本部门信息化应

用情况进行了交流，与会人员提出了
建议与意见。会议对 2021 年重点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明确 2021 年信息化
工作要建用结合、迭代优化、夯实基础、
强化管理，信息化推进工作要“体系
引导、流程主导、信息化使能”。同时，
要快速推进信息化在工程制造领域的
应用，推进智能制造，提高工程制造
效率和质量 ；缩短“线上”与“线下”
应用并轨时间，信息化要管用、好用，
要通过信息化提高管理效率。

宝成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智勇要

求公司各单位要深刻理解信息化工作
的作用和意义，转变观念，推进信息
化的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宝
成管理模式由粗放传统向精益集约转
变 ；要认清现状，既要总结成绩也要
直面问题，各单位领导要重视信息化
建设工作，加强推动进度；要依据规划，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推进信
息化应用，为公司提高管理效率和降
本增效方面创造新成绩。

（殷书芳　高璇）

GNC事业部兰飞电动舵机装调单元启用
本报讯（通讯员　王磊）　1 月 7

日，航空工业兰飞举行 GNC 事业部兰
飞电动舵机装调单元揭牌仪式。

电动舵机装调单元建成投产，是
兰飞充分利用自身在电动舵机制造方
面的优势，切实把握 GNC 事业部提供
的重大发展机遇，持续推进精益自主
管理，在强化自身协同发展能力方面
迈出的坚实步伐，将有效提升兰飞舵
机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一致性和产品
生产交付的均衡性、准时性。单元运
行后，兰飞还将通过信息化赋能，推
进工艺的可视化、作业的标准化、管
理的显性化，进一步稳定和提升单元

产能，将兰飞舵机装调能力打造成真
正意义上的 GNC 事业部舵机制造的核
心能力。

在电动舵机装调单元的建设过程
中，兰飞与航空工业自控所积极配合、
共同努力，制定详细计划，进行有效
沟通、扎实工作，开展了装配工艺优化、
生产线平衡和单元工艺布局、线边物
流设计等工作，按节点完成了相应评
审 ；编制了典型工艺和标准作业指导
书，设计了工位作业、生产控制、绩
效管控等可视化管控看板 ；首批产品
试制顺利完成。通过试运行，电动伺
服舵机装调单元已能够做到节拍可控、

质量可控和产出可控。
2021 年，兰飞将持续秉持“制造

能力是核心竞争力”理念，以单元化
“数智制造”为能力构建方向，进一步
发挥自身优势，补齐发展短板 ；高举
改革创新管理新旗帜，协同共塑企业
发展新形象；聚焦主责主业，创新实干，
拼搏前行，推动兰飞协同业务发展迈
上新台阶，为兰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活力，为 GNC 事业部在“十四五”期
间新品牌、新形象、新格局的塑造作
出更大贡献。

50安时航空动力锂电池系统
获民航局适航审定认证

本报讯　近日，中国民用航空
东北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签发了
RX1E-A 双座电动飞机 50 安时电
池系统型号合格数据单，标志着我
国 50 安时航空动力锂电池系统在中
国民航的适航审定认证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50 安时航空动力锂电池
系统的成功认证，使“锐翔”双座
系列电动飞机的航时由最初的 45 分
钟提升至 2.5 小时，成为世界上航时
最长的取得适航证的电动飞机，大
大提高了市场的竞争力。

为进一步提升电动飞机的续航
里程，积极稳妥推进该项技术在电
动飞机上的验证与应用，辽宁通用
航空研究院与荣盛盟固利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在 40 安时动力电池基础
上，共同开发了 50 安时动力电池系
统，电芯能量密度由 240 瓦时 / 千
克提升至 300 瓦时 / 千克，是目前
国际上航空动力锂电池能量密度最

高的电芯。
由 于 国 内 外 均 无 完 善 的 航 空

动力锂电池审定标准，为保障飞行
及使用安全，东北民航管理局，辽
宁 通 用 航 空 研 究 院、 荣 盛 盟 固 利
动 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三 方 联 合 编 制
了《RX1E-A 双座电动飞机锂电池
系统电气与环境质量要求及测试程
序》，作为适航审定的基础文件。

50 安时电池系统取得中国民航
使用许可前需完成适航试验和飞行
验证。其中，适航验证试验是最为
基础性和技术性的工作，该过程历
时 1 年左右，涉及资料技术审核、
工厂技术审核、适航试验等环节。
本次国产 50 安时电池系统为全球范
围内的 300 瓦时 / 千克级电池首次
认证，50 安时电池系统的成功取证
标志着我国动力电池系统从设计到
制造、适航认证已日趋成熟。

（李朔）

近日，航空工业计算所翔腾公
司组织召开三款芯片定型鉴定评审
会，航天、兵器、高校、航空等多
家单位专家、用户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成立定型鉴定专家组，听取了
翔腾公司作的某型网络交换机电
路、某型信号处理器、HKA32131-
CSC 型 429 总线接收器 3 款芯片
的研制总结报告，审查了芯片研制
过程等相关文档并进行质询，专家
组同意该 3 款产品通过定型鉴定评
审。3 款芯片通过产品定型鉴定评
审，开启了航空核心集成电路研制
及产业化发展的新篇章。   

（袁萌　王泉）

日前，航空工业宏远携手中国
航发西航党建共建两条腐蚀线项目
通过专家组现场审核，标志着历时
一年的某类型锻件检验保障能力建
设圆满收官。该两条检测线的投入
使用，对于提升锻件研发水平，提
高产品交付质量效率，满足客户需
求向“精”转化发挥着积极作用。
2020 年，宏远聚焦质量效率、瓶颈
突破、价值创造等工作，开展了系
列对照高标准、瞄准新要求、拓展
提能力、创新保交付等六大专项提
升行动，产品精益管控水平及客户
满意度得到显著提高，有力助推了
全年任务的完成。                 （王平）

1 月 11 日，航空工业金城所
属新飞集团收到《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表彰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
模范职工小家、全国优秀工会工作
者的决定》，新飞集团工会被授予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一直
以来，新飞集团工会强基层、补短
板、增活力，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努力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增强工会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激发工会活力，发挥工会作
用，为新飞集团高质量发展作出贡
献。                                   （计方胜）

李玉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