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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
司始建于 1966 年，是专门从事航空发动机、
飞机和燃气轮机锻件生产的专业化企业。拥
有辗环、轧盘、自由锻、模锻、等温锻、闪
光焊、模具加工、机械加工、热处理等系列
生产线，依托高素质科研队伍，完备的实验
装置，先进的研发手段，形成以自主知识产
权为核心的科研体系，在高温合金、钛合金、
铝合金、不锈钢等特种合金的高端锻造技术
领域具备较强的优势，已成为向航空航天、
船舶汽车、石油化工、工程机械、电力等行
业提供各类锻件、环轧件的供应商，产品已
远销英国、比利时、加拿大、日本、西班牙、
意大利、德国和美国等国家。

回眸“十三五”，航空工业安大坚持以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为
根本遵循，解放思想、守正创新，围绕生产
经营中心工作，坚持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
一批技改项目，建设数字化车间，推动传统
锻造向自动化、数字化方向转变。不折不扣
推进各项重大改革落地，有效提升锻造能力
和产品质量，为生产经营助力，奋力开创公
司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这五年，安大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推
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进展。五年来，
安大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
持续抓好航空工业“1122”党建工作体系贯
彻落实，认真开展党建问题与风险“双归零”
问题自查自纠、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基层党建“一贯双改”等重点工作，形成了
问题发现与整改的长效机制。坚持和强化党
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抓基层、强基础，持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推进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2020 年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
心使命，各党支部贯彻落实公司党委决策部

署，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线作战中不惧
艰险、冲锋在前，充分发挥了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公司工业总产
值、营业收入等规模指标显著增长，利润总
额等效益指标大幅跃升，公司高质量发展取
得重大进展。

这五年，安大统筹三大产业协调发展，
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取得重要进展。围绕建成
中国特种锻造基地、打造世界级宇航锻件供
应商的企业发展愿景。安大依托专业锻造核
心技术优势，带动竞争优势提升，持续提高
综合技术能力管理水平和行业影响力，努力
把企业打造成更具行业竞争优势、产业结
构更合理的优质企业。公司航空军品持续增
长，市场地位持续巩固 ；民用航空业务发展
迅速，“十三五”期间销售收入年复合增长率
20.9% ；以外贸领域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和深
化与全球知名装备制造企业的合作。现已发
展成为英国罗罗、美国 GE、西班牙 ITP、法
国赛峰、日本 IHI 等 20 多个国际知名企业的
民用航空锻件产品重要供应商。

这五年，安大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企业
技术创新硕果累累。“十三五”期间，公司大
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以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为重点，以型号研制、重大
科研项目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为具体实
施对象，大力开展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攻关和新产品开发，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
同时使企业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开展科研项

目立项攻关 232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成果奖
项 4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国
防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 项，申请专利 300
余项 ；完善创新平台建设，公司成为调整后
的“国防科技工业精密锻造与环轧技术创新
中心”应用依托单位，第四次被认定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设立了曹春晓院士工作站，
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这五年，安大积极推进管理提升，企业
管理变革取得显著进展。“两金”管控持续加
强，持续推进提升“一次交检合格率”和“准
时交付率”工作，全面启动各业务系统的基
础数据积累工作。以订单到交付为核心，以
流程管理为主线，在公司全面推进 AOS 管理
工作。促进保密与业务深度融合，提升保密管
理精度，推进保密体系建设与保密风险管理，
杜绝失泄密事件。做实岗位分红激励，积极
稳妥推进人才中长期激励，提升企业人才吸
引力。加强安全、环保检查，持续推进安全、
环保重点改造项目实施，不断提高公司安全、
环保工作管理水平。管理信息化、数字化蓬
勃开展，零缺陷管理稳步推进，供应商评价
持续提升，多次获得多家客户金牌供应商评
价。2018 年公司获得贵州省第二届省长质量
奖提名奖。

这五年，安大持续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企业发展支撑能力显著提升。安大通过
设备更新、技术革新等方式，满足了航空航天、
船舶汽车、石油化工、工程机械等行业高端

锻造需要。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五年间，安
大聚焦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制造强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市场开发，对自身产能
布好“先手棋”。2018 年 4 月，120MN 等温
锻压机建成投产，公司等温锻造能力实现质
的飞跃，向锻件“优质、精密、高效、环保”
方向发展，形成产品核心竞争力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2017 年 7 月，安大历史上投资最大
的技改项目——民用航空环锻件生产线建设
项目开工，围绕“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

开放型”的建设思路，形成装备锻造产业集群，
打造高端锻件智能化制造平台。经过 3 年多
的建设，即将建成投产，大幅提升了公司制
造智能化水平，将成为公司新时代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

这五年，安大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职
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生连着民心，民心
凝聚民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

“十三五”以来，安大以“共担时代责任 共
建卓越企业 共创美好生活”为企业使命，为
安大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分步推进“四
个安大”建设，平安安大、文明安大、和谐
安大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建成棚改房 268 套，
公租房 96 套，完成旧房改造 913 套，公司
职工住房条件和环境显著改善。完成家属区

“三供一业”移交，家属区供水、供电设施改
善后与地方主网相连，提升了水电供应质量。
为公司建设了职工家属专属活动场地，开放
了游泳池，更好地满足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需求，确保广大职工身心健康的工作生活。
五年来，安大不断培育和造就人才群体，实
现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职工中获国家级荣
誉 2 人，获省部级荣誉 5 人，李志瑶被贵州
省总工会授予首届“贵州工匠”荣誉称号。6
人荣获贵州省国防工业系统创新能手，2 个班
组荣获贵州省工人先锋号。

这五年，安大着力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企业品牌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安大以

“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航空工业新时代理
念体系为指引，更新公司各文化产品、文化
标识，参加集团文化课题研究，推进集团文
化落地。研究制定了公司企业文化战略规划，
2018 年 7 月份，公司新版企业文化体系成功
发布，新文化理念落地持续深入。公司荣获
全国“互联网 + 时代”企业文化创新优秀单
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文化优秀单位、
贵州省十佳时代先锋企业等荣誉称号，“安大
锻件”在贵州品牌全球传播行动中获贵州省
百强品牌称号。公司扶贫工作得到广泛认可，
党群机关党支部、安大派驻“第一书记”葛
敬山分别被评为贵州省脱贫攻坚先进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 ；航空工业定点扶贫普定县工
作组、公司党建文宣部获评为贵州省扶贫工
作先进集体。

岁月悠悠，弦歌激扬。春发其华，秋收
其实。面对“十四五”，航空工业安大将继承
和发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
精神，立足航空锻造领域，坚持“专精特新”
的发展道路，强化创新驱动，加强统筹协调，
深化全面改革，推动“十四五”时期公司实
现历史性、深层次、全方位变革，向着世界
级宇航锻件供应商的愿景目标，劈波斩浪、
扬帆远航！ （航空工业安大供稿）“双线作战”防疫检查

  ——航空工业兰飞2020年发展纪实

2020 年，航空工业兰飞全面贯
彻落实集团公司“一心、两融、三力、
五化”新时代发展战略，勇立潮头，
砥砺奋进，以改革发展为主线，坚定
不移地为航空报国、航空强国贡献力
量。

一年来，公司科研生产、管理提
升、深化改革等各项工作均取得较好
成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
续获得新动力、迈出新步伐，综合竞
争力不断增强。

党建引领  凝聚企业发展合力    

2020 年，公司党委不断加强党
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作用和党委书记“党建第
一责任人”作用，把党建活力转化为
发展动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
展。

党有号召，我有行动。2020 年初，
新冠肺炎肆虐之际，公司党委积极响
应党中央对广大党员的号召，动员公
司全体党员进行自愿捐款活动，以实
际行动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公司 649 名在职党员和离退休党员自
愿捐款达 6 万多元，充分体现出广大
党员守初心、担使命的精神，发挥了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展示了在公
司党委的带领下，广大党员强大的凝
聚力。为确保年度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公司举行“防疫复工双线作战，党员
青年争当模范”突击队授旗仪式，充
分发挥党员突击队和青年先锋队在公
司科研生产和工业制造等急、难、重
任务中的模范先锋作用，认真推进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线作战工作，做
到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

这一年，公司党委积极推进党建
工作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航空工业“1122”党建工作
体系，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狠抓基层党建基础工作，推动党的领
导与企业治理无缝衔接、有序高效。

一是持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各
党支部扎实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及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开展各具特
色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

二是进一步深化开展“党建 + 项
目”、党支部“结对共建”和党员“三
亮三比”工作，充分展现党组织和党
员的先进性。

三是持续开展“党员一诺”活动。
各党支部加强对党员践行承诺情况的
督促检查，确保“诺必践、践必果”。

四是持续深化“两学一做”常态
化制度化学习教育，把“两学一做”
贯穿到“三会一课”和业务工作当中，
推进常态化制度化。

五是全面推广运用“甘肃党建”
信息化平台，规范化开展党支部活动。

六是扎实推进机载系统党建信息
化平台建设。公司党委充分发挥党建
品牌的辐射和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基
层党组织不断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党
建活动形式、融入中心方式，提升企
业在产品质量、优质服务方面的保障
能力，促进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融合
发展。

强化管理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020 年，为了有效提升公司精
益化、精准化和精细化生产运营管理
水平，公司以主生产计划体系的运行、
配套中心职能落地、计划执行与管控
体系的构建、生产组织的单元化、工
艺的标准化和稳健化、现场快速反应
机制建立、产品 BOM 的建设工作为
重点，大力推广运用标准作业、可视
化看板、分层例会，零件分类分组、
试点单元构建、核心流程优化、精益
管理和技能人员培养等精益管理和项
目管理工具、方法，持续推进精益生
产体系建设。 

公司不断完善零组件信息、科
研新品零组件数据库、标准件基础数
据库，有效开展装配产品的齐套性检
查，全面推进实施 3P 计划管理 ；精
细化下达各生产分厂执行计划，并以
3P 计划作为单元排产和计划管控的
核心，把分层例会和可视化作为计划
管控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计划管控
模式，促进公司生产计划的均衡安排
和均衡产出。结合生产实际，按照“大
工段小单元 + 辅助班组”的总体思路
和公司数字化建设规划要求，机械加
工分厂补充完善能力短板，淘汰老旧
设备，以典型工艺相似为主线，大力
推进标准作业管理，全面优化零件机
加单元布局和人员配置。装配分厂针
对有刷电机批量大、产品结构图相似
度高、装配工艺基本相同的特点，自
主构建了电机装配单元。针对 GNC
转移业务，自主构建了电动伺服舵机
装调单元，提高了关键部件产品生产

组织的精益化、生产交付的准时化、
生产管控透明化水平。

持续推进产品装配配套配送管
理。通过优化零组件、元器件预配套
管理数据库，提高预配套运算、预警
准确率，提高信息传输工作效率 ；建
立完善元器件缺件信息管控，通过协
调会明确缺件紧急度和到厂时间，指
导库房和装配现场工作，提升了产品
配套效率和生产效率。持续推进可视
化管理和分层例会，通过可视化管理
看板和分层例会及时反映零件生产进
度、质量、物流等状态，打通信息化

“最后一公里”。大力开展基于现场自
主改进改善活动，总结提炼微创新成
果 100 余项，有效解决了零件加工瓶
颈和难题。

通过持续推进“生产组织精益化、
生产计划均衡化、生产管控透明化、
考核有效化、人员专业化”为核心的
精益管理体系建设，有效促进了公司
生产管理和产品交付向精益化、准时
化和均衡化方向迈进。 

  开拓创新 增强企业发展新动能    

2020 年，兰飞西安研发中心全
面运营，为公司实现转型发展开拓了
道路，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西
安研发中心在公司专业发展和业务拓
展方面“走前排、站排头、当标兵”，
坚决当好公司专业发展和业务拓展的

“突击队”。按照年初科研项目谋划，
市场争取项目方面，电传油门台正在
积极跟进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开展第
二轮方案编制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仿
真验证项目正在开展模型设计 ；电传

油门台已上报多轮方案，正在积极推
广寻求合作机会。

成立工艺技术研究所，开展工艺
技术研究及现场问题攻关，解决了科
研生产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工艺技术问
题 ；通过新设备、新工艺的研究及推
广应用，建立了新能力；工艺精益化、
标准化持续推进，进一步了提升规模
化生产制造能力 ；通过工艺信息化建
设，建立了基于三维模型的工艺管理、
工艺设计、工艺仿真能力。在科研新
品工艺设计方面，加强设计图样工艺
性审查，及时开展工艺研究及工艺试
验，为样件试制打好基础，工艺工作
稳中有进。

为了更好地承接 GNC 事业部的
协同制造任务，成立 GNC 事业部数
字机加单元暨数字机加分厂，并通过
募投和租赁的方式增置了各类加工中
心、数控车床等 40 余台，极大提升
了公司的机械加工能力。“十四五”
期间公司将针对协同生产制造能力和
工艺技术能力方面的瓶颈短板，开展
GNC 精密加工单元信息化建设，进
一步提升工艺设计编制能力和机加程
序的编制效率、可靠性，采用单元化、
智能化先进生产模式进行生产。同时
成立 GNC 事业部能力转移业务对接
的专项团队，强化人员交流机制，构
建强健、敏捷、稳定的制造共同体。

市场开拓“六位一体”向纵深
发展，公司发展前景广阔。2020 年，
公司从型号任务争取、老机升级改造
和市场领域拓展三方面争取研制任
务，开展市场拓展活动。依据公司

“十三五”规划，制定 2020 年公司销

售和市场开发计划，联合市场主体部
门深耕市场，进一步拓展和细分市场，
取得较好成绩。重点型号任务持续保
持占位、老机升级改造取得有效进展、
无人机领域拓展效果显著、民用航空
领域争取成绩喜人、大军工领域拓展
推广有力，年度订货取得历史新高，
有效支撑销售收入。

成立高轻新材事业部，积极开拓
新材料应用领域，成果显著。2020
年完成舵机壳体质量提升，掌握了半
连续垂直铸棒技术，培养了合金配制
及铸棒技能队伍，制定了 ZL270LF
企业标准，取得高强度铝铜系铝合金
材料专利，完成月产 1000 吨铝合金
能力建设，形成陕汽中间支座批量供
货市场。电控设计所以特种伺服电机、
伺服控制器、电动伺服机构、传感器、
测试设备为主要科研方向，提升工业
制造综合能力。以空心杯伺服电机为
主，实现了空心杯电机的系列化设计、
生产制造 ；建设了伺服电机设计、仿
真及验证环境 ；完成了西工大、京东
等 5 型产品样机交付，实现了伺服控
制系统的领域扩展。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蓝图展现
新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奋
进的脚步更坚实，前行的信心更坚定。
2021 年，航空工业兰飞将继续发扬

“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
精神，坚守航空报国、航空强国使命，
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聚焦
主业、科学组织，统筹谋划、乘势而上，
以实际行动为国防现代化建设、航空
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航空工业兰飞供稿）

仿真实验大厅

现代化、智能化的数字机加分厂

GNC 事业部数字机加单元暨兰飞数字
机加分厂建成投产。

聚焦专业化锻造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
——航空工业安大“十三五”高质量发展回眸

勇立潮头担使命   砥砺奋进谱新篇  

国内领先的 120MN 等温锻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