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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担当善作为 推动金城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航空工业金城干部职工积极践行航空工业“一心、两融、

三力、五化”发展战略，聚焦“讲政治、创价值、循法治、育人才”
工作主线，奋力担当，积极作为，促进了公司高质量发展。在金城的
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现遴选部分事迹，以飨读者。

聚焦主业抓管理　打赢交付攻坚战
——记航空工业金城“质量效益奖”获奖单位、 辽宁陆平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是辽宁陆平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有史以来产值最高的一年，
也是生产任务最繁重的一年。年初，
公司确定生产任务近 300 种 2000 
台 / 套，产值近 22 亿元。公司以“主
业、担当、结果”为导向，以“计
划管理”为抓手，科学组织、充分
平衡内部能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力量，在保证内部满负荷的前提
下，采取拿出一部分活，请进一部
分人的办法，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
务，打赢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攻
坚战。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大家有些促不及防。“您好，请
问移动 CT 车发电机报警需要怎么
办？”大年初三，一个湖北属地的来
电，立刻让大家紧张起来。公司研
制的移动 CT 车投入抗击疫情第一
线，各系统开始紧急动员复工复产，
当大家知道事情原委后，纷纷报名。

经沟通协调，大年初四，大
家便走上了工作岗位。

制定最优计划，让有限
资源发挥最大价值。制造部
门时刻以满足用户需求为核
心，以甲方提供的物资、外
购物资进厂信息为参考，编
制切实可行的生产作业计划。
各部门根据计划要求，排查
各自部门的生产任务，一一
对应。各部门各班组每天的
生产任务都是复合型的，做
到出现问题时，不因问题处
理而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制板车间是生产的第一道工序，
也是“卡脖子”工序。为了让生产
从一开始就顺畅起来，制造部和车
间经理手握笔本，对粘接锅数，粘
接时间进行计时，精确到分。然后，
按照每天三班、两班的加工确定了
粘接生产计划。从此，制板车间的灯，

在晚上再没有熄灭过。
电工团队 30 人，仅有 5 名专业

电工，完成 400 余台装备的电装工
序，解决“瓶颈”难题，是专业分
工的生产组织模式结果，更是思维
转变，结果导向的直接体现。

将工作地点搬到生产现场的设
计、工艺人员，遇到设计、生产问
题，即刻解决，发现问题，主动更改。

全心服务，他们觉得值得。
退居二线的车间经理，

在关键时刻冲上一线重操旧
业、不辞辛劳 ；困扎限束、
分线、清舱、整理配件等，
一年下来，每个管理科室的
人员都熟练掌握几项生产一
线的技能，不计报酬。骄阳
下，穿着厚厚防护服的喷漆
工人 ；为了让不锈钢舱体不
出划痕争辩的领导和工人 ；
中暑到虚脱，仍坚守岗位的
临退休库房保管员 ；一个月

都听不见孩子叫一声爸妈的年轻父
母；主动请求支援的多面手班组……

困难面前，公司职工发扬“招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
光荣传统，完成 270 种，3125 台 /
套产品的生产任务，实现营业收入
22.64 亿元，超额完成金城下达的经
营指标。

咬定目标拓市场
管理赋能夯基础

——记航空工业金城“质量效益奖”获奖单位、 金城进出口公司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
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双重不确定性，航空
工业金城进出口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围
绕“讲政治、创价值、循法治、育人才”
工作主线，坚定发展规划和方向，打赢

“十三五”收官战。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32 亿元，利润和 EVA 等指标连续 3
年创新高。

咬定目标  激发干事创业之志

进出口公司摩托车业务稳扎稳打，
增 势 强 劲， 全 年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3.8 亿
元，出口摩托车及电动车产品同比增长
10.5%。与金城机械抱团推进中高端摩
托车营销，加快欧五认证，建立面向欧
美市场的 Facebook 营销，超额完成销
售指标。摩贸通平台流程进一步优化，
对现有信保客户实施动态评级，按照四
级风险管理开展业务调整，坚持拓展高
质量客户，确保业务规模上升的同时实
现客户风险可控。

博世项目实现销售收入 6555 万元，
进口同比增长 74%。配合博世 AS 完成
转向泵业务及产品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协助做好 CONTAINER 项目前期工作，
以优质服务赢得肯定。

专用车业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拓展，
实现销售收入 6147 万元，超额完成指
标。走访调研国内多家专用车企业，实
现业务瓶颈突破 ；获一汽解放出口授权，
开发可移动防疫消毒工作站并出口菲律
宾 ；推进柳汽内销项目和二手商用车出
口项目，创新专用车及零部件采购销售

服务一体化项目。 
航空供应链项目实现销

售收入 7416 万元，超额完成
指标。在稳定航空工业南京机
电及阀公司业务同时，不断开
发新客户，拓展中国航发新客
户。为 3D 打印项目提供航空
业务供应链服务，组建无人机
项目组培育美国、中东市场。
新贸易服务为应对汇兑损失
主动调整结构，进口业务成果
显著，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41419
万元。

管理赋能
夯实生存发展之本

公司通过数字化赋能，打造云上企
业。疫情来袭，春节结束即实现 ERP
系统外联，开展居家线上办公，是金城
最早复工的企业。全力完善 ERP 系统
业财融合，缩短业财对接过程，提高数
据准确性，提升预算编制效率。积极参
与线上广交会，为制造业服务，摩托车
直播团队、无人机直播团队、汽车零部
件直播团队试水新媒体运用，云营销模
式起步。实施钉钉深度应用，利用数字
化手段开设云课堂，上线智能人事，运
用视频会议系统，用印审批及外出审批
均利用钉钉相关功能实现不见面审批。

控风险赋能业务安全开展。风控委
员会审慎评估，全年未发生业务风险。
开展业务风险排查，通过催收、信用保
险、开立信用证等方式防范收付款风险，
实现 5 个月内逾期应收账款降低 2736
万元。按照应收账款和库存压控任务目
标，三次进行受疫情影响业务排查和客
户信用风险评估，严格管理供应商资信、
管控营运资金，确保优质业务高效开展。

体系建设赋能管理水平踏上新台
阶。梳理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通过
AS9120 航空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ISO45001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等年度监督审核。2020 年
下半年，奋力组织海关 AEO 认证准备
工作，改进业务流程，完善单证资料，
经历数次内外部审核，成功获一般认证
企业资质，享受海关便捷的通关服务。

内挖潜力　外拓市场
——记航空工业金城“质量效益奖”获奖单位、中航国际汽车展销有限公司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乱了整个汽贸行业的脚步。中
航展销聚焦“讲政治、创价值、循
法治、育人才”工作主线，落实高
质量发展理念，千方百计克服疫情
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先人一步复工
复产，快人一脚下沉市场，
逆势起风，圆满完成各项经
济指标，创造了公司成立以
来 的 最 好 业 绩， 全 年 实 现
收入 19.13 亿元，利润总额
2505.08 万元，同时完成资
金归集率、两金压控等指标。

商用车方面，受疫情影
响，市场严重下滑，加之仓
促推出的国六产品技术不成
熟，出现系统性故障，出现客户抱
怨、要求退车和补偿误工费。困境下，
中航展销成立由销售副总经理牵头
的党员先锋队，在资源、资金、服
务等方面全面保障，全年销售各类

重卡 3953 台，实现利润总额 1944
万元，同期增长 14%。市场开拓上，
2020 年成功夺回吕梁市场，市场份
额达到 41%，成功突破并巩固吕梁
市最大的重卡需求区离石，新增合
作伙伴 9 家，全面覆盖区域内所有

乡镇，获得用户认可。大客户拓展
上，通过一把手亲自接待大客户，
跑市场接订单，带领大客户赴厂参
观生产线等努力，一举拿下 120 台
大客户订单。风险把控上，从上而

下严把消费信贷关，在放贷 8.5 亿元，
消费信贷利润总额超过 2000 万元
的条件下，逾期金额没有增加，逾
期率控制在 0.3%，属于行业顶尖水
平，远高于社会银行。

乘用车方面，3 个轿车公司穷
追猛赶，争做渠道内优异、
行业中标杆。航田公司在晋
中市同城两家一汽丰田 4S
店竞争压力下，强压对手，
连续 5 个月销量过百，绩效
创山西区域第一，向区域市
占率第一冲击。航成公司时
刻对标优秀同行找差距，不
断自我挖掘内部潜力，CSS
等厂家考核指标区域、全国

双第一。航晋公司直面厂家困局，
排除店面升级改造影响，以小博大，
以动制静，蝉联区域红榜，追回同
期水平。在疫情影响出行的情况下，
3 个轿车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和

销售模式的变化，果断开展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宣传，设立官方账号，
拍摄发布高质量短视频，开通直播，
全年共发布短视频 2000 余条，组
织销售活动、售后服务讲解等直播
800 余场次，直接或间接转化客户
900 余组。

经过一年辛勤的付出，公司获
多项荣誉 ：解放销售山西排名第 1
位，获一汽解放本部年度“明星经
销商”大奖（全国 10 个名额），获
一汽解放青岛年度“功勋经销商”
大奖（全国 5 个名额），荣获一汽
解放潍柴动力“同心同行”一等奖，
红岩商务年会上获“优秀经销商”，
航田公司获一汽丰田年度“丰火百
城”计划收益改善奖，绩效考核居
山西区域第一及品牌市占率在晋中
居第一 ；晋中航晋公司获一汽奔腾

“优秀经销商”；航成公司获一汽大
众品牌规范最高优秀档。

聚力新品开发　加大市场开拓
——记航空工业金城“市场开拓奖”获奖单位、金城三国二轮市场开拓团队

2020 年，金城三国面对疫情和
汽车市场持续低迷的严峻形势，迅
速调整发展思路，围绕公司的技术
核心和竞争优势，向二轮摩托车机
油泵、水泵市场拓展，组建了营业、
生产、采购在内的二轮市场开拓团
队。经过团队齐心协力奋战，二轮
市场开拓全年营收同比增长 35%，
营收占比由 2019 年的 23% 提高到
36.5%，为公司实施产品结构调整做
出突出贡献。

关注重点客户，以
守为攻。项目组自成立
以来，深入开展市场调
研 工 作， 以 大 排 量 水
泵、机油泵为突破口，
重点对常州豪爵、轻骑
大韩等主要客户进行走

访交流，客户满意度维护，2020 年
仅常州豪爵一家实现营收同比增长
83.8%，轻骑大韩实现营收同比增长
159%，同时常州豪爵的 149 水泵单
品种突破年销售 500 万大关。钱江
摩托在中国摩托市场占据重要位置，
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金城
三国要提高机油泵、水泵市场份额，
钱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近几年由
于双方合作方式和产品要求上存在部
分差异，合作机会逐渐减少。随着摩

托市场回暖、市场竞争激烈，项目组
积极寻求商机，在集团领导牵线搭
桥下，推进商务往来，取得钱江 283
系列产品的定点供应资格，并且一
次交样成功。截至 2020 年底，该项
目已进入小批量产阶段，为后续 157
项目、288 项目及更多大排量水泵、
油泵项目的定点提供有力保证。

聚力新品开发，先入为主。项
目组积极协调公司内外资源，开拓
新市场、新客户，2020 年开发赛格威、
钱江、轻骑警车、春风及新凯越等
重要客户，开发 500cc 到 750cc 大
排量机油泵水泵新品达 19 种。重庆
珠峰凯越是当年新开发的重点客户，
第一次定点的项目是 790cc 系列中
的 K800 产品——油泵泄压阀一体
泵，开创公司在油泵研发装配技术

领域的新起点。同时，K800 产品实
现一次交样成功，为公司抢占新市
场、开发新客户、提高品牌价值打
下基础。

全力协调组织，众志成城。随
着项目组市场开拓力度的加大，从
3 月份开始，二轮订单持续增长，平
均每月加工总量 16 万件，装配总量
约 10 万套。面对一线操作人员流
失、装配人员不足的情况，项目组
成员一方面协调内部资源支援一线，
另一方面进行产能提高课题的攻关，
完成二轮 10 种产品加工效率提升
13% 的目标。针对 149 水泵的交付，
项目组自主设计制作 149 盖板专机，
有效提升产品的质量和产能。2021
年，项目组将乘势而上，向更高的
目标奋进。

让顾客满意　使合作者发展
——记航空工业金城“市场开拓奖”获奖单位、辽宁陆平军品事业部团队

辽宁陆平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军
品事业部，承担陆平公司军品市场
开发任务，团队共计 26 人。2020 年，
在公司党委以及经营班子的领导下，
军品事业部制定合理销售计划，明
确经营指标，全员参与市场竞争，
时时跟踪市场态势，2020 年全年签
订合同 22.86 亿元，超额完成销售任
务。

光鲜亮丽的数字背后，凝结了
团队太多的辛劳与努力。为了在整
机产品实物招标上取得重大突破，
所有营销经理积极与设计、生产人
员研究投标文件，努力与上级单位
沟通，确保招标文件理解准确。

2020 年，军品事业部在后勤保

障类装备整机产品实物投标上取得
重大突破，获得炊事车 486 台，淋
浴车 351 台，运水车 682 台，签订
合同 17.38 亿元，为 2020 年经营目
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在武
警炊事车、综合抢修车实物投标中
均取得第一名，炊事车中标 287 台，
综合抢修车中标 128 台，在 2021 年
交付。

负责这三个项目的刘峥、石帅
业、邱凤玲全年出差近 300 天。刘
峥两岁的小儿子，不认识爸爸 ；石
帅业的爱人独自担起照顾孩子和老
人的重担 ；邱凤玲的孩子只能通过
电话告诉妈妈，又得了 100 分。

从签订产品合同到产品交付用

户， 营 销 经 理 全 程 跟 踪。
每隔一段时间，军品事业
部就会重新梳理产品状态，
特别是生产任务集中阶段。
营销经理对各自分管的产
品进度负责，对欠缺的甲供、外购
物资的在制产品，协助采购部逐一
落实交付时间，必要时亲自到供货
厂家现场进行进度协调。对于预测
产品，积极与客户沟通，明确投产
时间，并在合同评审时，提供甲供
物资清单及入厂时间，便于生产计
划有效执行。 

另外，某重点建设项目合同额
不断攀升，2021 年预计产值 2.76 亿
元。目前在研的维修保障类装备整

机产品轻型抢修车，综合保养车在
2021 年均有批量投产，5 年内预计
产值 10 亿元。某项目方舱配套产品
5 年内预计产值 3 亿元，另外一个
项目方舱配套产品预计产值 5 亿元，
为公司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形势，面
对强手如林的市场竞争，辽宁陆平
营销团队将不断更新营销观念，继
续探究目标市场的需求，最终实现
让顾客满意，使合作者发展。

强化管理拓市场
优质服务稳经营

——记航空工业金城“市场开拓奖”获奖单位、中航科技城
酒店分公司管理团队

南京凯宾斯基酒店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 正 式
开 业，2020 年 初 便 遭 遇
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面
对疫情防控和总经理离职
给酒店经营管理带来的影
响，中航科技城酒店分公
司管理团队因时而动顺势
而为，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有力保障了员工安全及酒
店 利 益。2020 年， 酒 店
完成营收 7000 万元。

自挖潜力，降低运营
成本。为了尽可能降低酒店经营成本，
酒店管理团队果断决定，在疫情高发
期实施闭店。通过对南京市场上酒店的
大量数据调研，酒店管理层统一思想、
明 确 复 业 目 标， 确 保 酒 店 全 年 GOP

（总毛利润）为正。在此基础上，酒店
管理团队一方面做好疫情防控和内部
各项预算调整工作 ；一方面做好总经
理招聘面试和内部管理人员调整工作，
有效控制了疫情期间酒店的运营成本。

多元经营，拓展销售渠道。疫情
缓解后，酒店于 5 月 1 日复业。在新
任总经理的领导下，酒店更新管理层，
抓促销，餐厅及各营业点陆续开门。
针对酒店餐饮开业以来经营业绩不佳，
果断调整餐饮部管理层，相继推出特
色服务项目。酒店与婚庆公司做了一
系列的婚礼秀，签单 10 余件，实现营
收超百万元。8 月份，酒店管理团队针
对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适时调整
酒店定位，在扩大市场份额、确保豪
华品质及优化酒店客源结构上下功夫，
以南京市场豪华酒店的数据为经营参
考对标，每月进行市场份额的分析和
平均房价的对比，找出酒店客源结构改
进方向，实现了酒店平均房价提升 100

多元和出租率提升近 10% 的不俗业绩。
加大宣传，外树品牌形象。疫情

期间，酒店管理团队暂停海外市场的推
广，加强国内市场及凯宾斯基连锁酒店
系统内的推广力度。在金城的大力支持
下，酒店参评多家非常有影响力及对客
源市场有很大贡献的奖项评选活动，并
先后获得 2020 年度酒店大赏臻选奢华
酒店、《环球世界》2020 年大中华地区
年度商务酒店、2020 年度最佳奢华会
务酒店 / 本味餐厅 2020 年最佳自助餐
厅等荣誉，签订一批大型集团的销售合
同，为酒店提升品牌形象打下基础。

提升服务，稳固运营收益。酒店
管理团队将“提升服务质量，打造精品
项目”作为酒店经营稳步提升的重要载
体。酒店先后承接秦淮区政府创新周、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广活动、欧盟商
会庆祝中欧建交 45 周年、芬兰使馆团
及 2020 腾讯视频星光大赏等具有影响
力的重大活动，酒店经营步入正轨。在
管理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酒店于 2020
年 10 月提前实现 GOP 为正的目标，
平均房价和出租率排名均有显著提升。

（本版作者  计方胜  贾钊  许心玲 
常军  刘燕   李宁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