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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电测产品
搭上中欧班列（汉西欧）专列首班车

本报讯　3 月 31 日，中欧班列
（汉西欧）专列正式首发，满载着 43
车共计 1100 余吨中航电测精密仪器、
汉中农特产品、日用百货等出口商品
从汉中褒河物流园开往欧洲。

中航电测作为汉中市出口贸易
的重点企业，现场见证了这一重要时
刻。在汉中市政府的支持下，本次专
列特将中航电测欧洲分公司所在地鹿
特丹设为目的地之一，中航电测产品
搭上中欧班列（汉西欧）首班车，从
汉中褒河物流园区褒河站启动，在西
安港分拨、编组后再从阿拉山口出境，
最终抵达中航电测欧洲分公司，全程
9500 千米，需用时 23 天。

中欧班列（汉西欧）专列为汉中
市拓展国际市场架起了新桥梁、注入
了新动力，对加快汉中市开放发展、
搭建中航电测对外贸易直通车，提高

企业产品出口运输效率、降低企业物
流成本，助推中航电测外向型经济高

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奥海锋）

哈飞召开
年度民营外协供应商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黄海月）　3
月 30 日，航空工业哈飞召开 2021
年度民营外协供应商大会，以“质
量· 成 本、 发 展· 共 赢 ” 为 主 题，
邀请数十家供应商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总结 2020 年度外协工作的成绩
与不足，部署 2021 年度外协工作。

会议详细报告了外协工作和供
应商质量管理工作，对供应商进行
保密和廉洁提醒，并为 2020 年度金
牌供应商授牌，还听取了供应商代
表对哈飞外协工作的相关建议。与
会供应商表示，将进一步为哈飞提
供高质量服务，竭尽全力完成各项
任务，共同助力航空事业发展。

一直以来，哈飞积极与供应商
构建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机遇，
助 力 民 营 企 业 全 面 成 长。 尤 其 是
2020 年，哈飞在资金、质量、党建
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与民营企业共同克服疫情影
响，保证供应链稳定，实现“十三五”
圆满收官。未来，哈飞将持续完善
供应商管理体系，有效发挥供应商
综合评价激励作用，降低生产成本，
打造精益的外协供应链，与供应商
携手共进、互惠共赢，全面完成各
项科研生产任务，为国防装备建设
和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成飞牛年夜航飞行训练拉开帷幕
本报讯　日前，随着一架飞机在

温江机场上空划过一道亮丽的尾焰，
航空工业成飞牛年夜航飞行训练任务
正式拉开帷幕。夜航是验证飞机具备
全天候作战能力的必要手段，也是验
证成飞地面机务保障、场务保障、空
中指挥、资源协调、岗位协同等综合
保障能力的强核途径。

为保障夜航飞行顺利实施，成飞
试飞站精心组织、统一部署，提前半
个月开展温江机场场务保障、应急演
练、飞行演练等工作，制定并组织技
术、机务人员学习《温江机场夜航飞
行安全保障管理规定》《飞行特情地面
应急处置预案》。试飞站党委结合全年
科研生产任务，深入开展“党建 + 夜

航”活动，在全站范围内营造大干氛围，
引导职工主动投身到科研生产、强核
创新中。试飞站团委组建“夜鹰起航”
罗阳青年突击队，围绕“一切为了试
飞安全”目标开展学习夜航机务维护
安全要点，主动发挥青年突击队的活
力和韧劲。参与夜航飞行的各党支部
结合夜航任务特点，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不断锤炼战斗能力，在各专业参
试人员中开展比机务工作作风、比飞
机维护质量、比飞机维护效率、比夜
航保障的专项劳动竞赛。

当日 22 时 50 分，随着空中亮眼
的着陆灯由远及近，飞机安全着陆，
成飞牛年首次夜航飞行任务顺利结束。

（王家璇）

3 月 31 日，航空工业导弹院与

西北工业大学签署产教融合协同创

新合作协议。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

作深入交换意见，将在已有合作基

础上深化协同创新，加强沟通交流，

聚焦航空领域技术难题，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聚焦事业可持续发展，

全面深化产教融合，共同促进教育

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协

力造就更多国之英才。                               

 （陈松）

为做好“财务共享平台——资

金计划模块”上线试运行工作，近日，

航空工业陕飞财务管理部组织召开

专项培训会，各基层部门、专业厂

负责资金计划填报、费用核销业务

的主管人员共 50 余人参加培训。航

空工业信息技术中心软件开发工程

师介绍了基于“财务共享平台”的

资金计划填报流程，展示了该模块

的主要功能界面 ；会议对基础数据

填报和试运行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并就参培人员关心的问题和主要疑

惑点进行详细解答。本次拟上线试

运行的“资金计划”模块将代替原“资

金管理系统”，在保持原系统资金计

划管理功能的基础上，将实现“资

金管理”与“会计核算”系统的融合，

待正式上线后将大幅提高公司资金

结算效率。

（张玉敏）

为配合公司完成年度经营指标，

打造节约绿色型企业，落实利润为

中心的经营理念，日前，航空工业
陕硬在公司职能管理部门中开展了

一 轮 降 低 生 产 成 本 和 运 营 费 用 的

头脑风暴。首轮研讨已于 3 月底完

成，共提出 179 项建议，包含办公

费用压降、生产成本压降、废旧物

资处置增益等 10 个项目。结合此次

建议，公司制定了降本增效工作计

划 41 项，责任单位将按照工作计划

组织开展具体措施落实工作。计财

部将每月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并于二季度末对措施效果进行检查。

此项工作已纳入公司干部履职过程

考核。            

（洪梅）

3 月 3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

布 2019 年 度 三 级 公 立 医 院 绩 效 考

核国家监测指标考核结果。航空总
医院在无年报组医院排名中跻身第

32 位，考核等级为 A。国家卫健委

2019 年共完成对全国 2413 家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指标的分

析，排名前 20% 的考核成绩被列为

A 级。航空总医院在本次考核中排

名较 2018 年上升 27 名，其中 CMI

值达到 1.22，位居全国同级同类医

院第 5，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另据 3 月召开的北京市卫生健康大

会披露，航空总医院 2020 年度医疗

服务能力管理综合评价以 1.283 的综

合成绩位列北京市第 17 位，排名较

去年提高 2 名，创历史新高，这也

是航空总医院第三次跻身北京市 20

强。

（陈思思　田雪艳）

近日，航空工业惠阳邀请专业

医生对公司复合材料车间及热表处

理车间员工进行职业安全知识培训。

医生现场演示了热力烧伤的应急处

理方法和心肺复苏方法，讲解了中

毒的具体特征、应急处置和急救防

护措施，同时全面阐述了车间不同

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及预防性知识，

并就如何预防受伤及缓解疲劳等提

出建议。

（贾子初）

奋进，只为“鲲龙”高飞
——中航西飞AG600工装交付侧记

|| 杜筱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播撒希
望的季节。这个春天，中航西飞全面
完成了 AG600 飞机零件工装制造，
有力支撑了该型号铁鸟试验平台、部
件交付工作，为飞机研制奠定了坚实
基础。

型号攻坚的路上没有捷径。作为
工装制造的“排头兵”，中航西飞模
具锻铸厂对标飞机部件交付计划，系
统谋划、主动作为，厂部间开展饱和
式协同攻坚，有力推动项目研制进展。

“这场战役，我们没有退路，必
须赢！”这是研制攻坚全线共同的信
念。

模具锻铸厂提前谋划，从产能评
估、三级计划排产、工序协同、质量
管控等方面进行全面部署，成立由项
目主管副厂长、技术主管、生产计划
员组成的攻坚团队……一场 AG600
项目攻坚战打响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单
元高质量快速交付离不开科学合理的
生产组织与管理。模具锻铸厂依据公
司项目总体交付计划，制定专业厂级
和单元级拉动计划，准确分解公司计
划，按照 AOS 管理思路，明确专业
厂 AOS 例会管理，制作专业厂级生

产管理表单和技术管理表单，改变以
往计划节点到月、生产责任落实到单
元的常规方式，将工装交付节点细化
到日，加工责任落实到班组和个人 ；
同时，现场制作了生产保障可视板和
技术保障可视板，生产进度、技术问
题等动态情况一目了然。 

2021 年 1 月，公司启动铁鸟试
验件项目后，工装交付时间比原定计
划又提前了 1 个月，时间愈发紧张。
厂领导看着屏幕上每件工装紧密的交
付节点，面容沉静 ：“放心吧，再难
啃的‘硬骨头’，这回我们也必须把
它啃下来！”

攻坚任务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全
体干部职工用实际行动，践行“攻坚
有我，有我必胜”。

在生产攻坚战中，专业厂加强与
设计部门的信息沟通，提前启动主体
材料和标准件的储备采购 ；生产单位
和使用部门、工装设计共同研究，对
部分工装结构和材料选用进行优化，
使得长周期零件工装周期缩短了 1/3
以上 ；针对扩散工装，与供应商密切
沟通，定期反馈生产进展，实时掌握
排产计划和进度情况。在“多措并举、
严格管控”的指导原则下，离全面完
成工装交付的目标越来越近。

早上 8 时，一批需要紧急交付的

型胎毛料已配送至生产现场。单元长
杨超领到任务后，立即组织班组长进
行任务划分。为实现工装的快速交付，
经验老到的计划员张少娟针对每道工
序制定节点，均衡人员和设备产能并
做出合理安排。每天早上的 SQCDP
例会结束后，杨超就穿梭在各工位间
忙碌起来，盯着开工、盯着设备、盯
着周转……直到下午看到产品顺利交
到下一站位，他紧绷的脸上才露出一
丝笑容。

下午 2 时，钳工班的公司劳模
袁志斌已经在工位上忙活了 10 多分
钟。一批急件工装下午必须交付，但
大家一直被型胎盖板不协调的问题所
困扰。在工位上忙碌不到半小时，袁
志斌站起来松了口气，大喊一声：“可
以交检了。”杨超笑着说 ：“还是袁师
傅办法多啊。”话音刚落，那边正在
现场处理问题、入职不满一年的工艺
员刘皓又喊道 ：“袁师傅，我这儿特
急件有个问题，你快帮忙给看看吧。”
循着声音，袁志斌放下刚忙活完的工
件，连口水都没喝就急忙跑了过去。

晚上 10 时，刚从现场处理完问
题返回的工艺组组长张礼康又坐在了
电脑前，几十项的工装数模需要接收、
确认。他逐项下载并确认工装结构、
尺寸和材料后，登记在工艺施工计划
台账中，将任务分发给各工艺员后已
接近 11 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伸了
个懒腰，转头对还在进行数控程序编
制的年轻工艺员田煦锋开玩笑说：“加
把劲啊，不然今天的夜宵可没你的份
了。”大干开始，这样的夜晚对他们
来说习以为常，每一分每一秒的奋斗
铺陈出曙光。

3 月 22 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
的日子。模具锻铸厂按计划完成了铁
鸟试验件和 1003 架机工装和样板交
付，其中涉及工装 1800 余项、样板
4000 余项。

航空人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
有脚踏实地的担当。“攻坚有我，有
我必胜”就是航空人共同的信念。 

干好新装备
——记航空工业昌飞2020年度劳动模范、总装厂王勇龙

|| 刘圣杰

王勇龙，2009 年一毕业就入职
了航空工业昌飞。12 年来，这名“85
后”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
奋战在总装战线上，兢兢业业、拼
搏奉献，满怀航空报国的激情与梦
想，通过多年的勤奋钻研，逐步成
长为公司直 8 电气班班长。

攻坚克难　创造总装新速度

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
电气班的任务既重又难，对任班组
长的王勇龙来说，难度前所未有、
压力空前巨大。“重”在单位分配的
指令任务多，但给予的生产时间短 ；

“难”在科研、批产、外场改装任务
交叉。班组 8 名成员中有 3 人还在
实习期，王勇龙这个班长兼全班人
的师父，带着年轻的“90 后”徒弟们，
全力开火与时间赛跑，全身心投入
到工作中。

六七月大干期间，工段长赵辉
凭多年经验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当
她主动与王勇龙沟通是否要找领导
协调支援时，却被这个陕西硬汉一
口回绝 ：“不用支援，我们保证高质
量按时完成任务！”为了干好工作，
王勇龙提前梳理每架机状态，依据
任务大纲制定小节点，将任务细化
为班组成员的小目标 ；每天早、中、
晚三次核对日计划完成情况，及时暴
露问题并协调解决，使日计划完成
率大大提高。连着两个月，他带领
班组加班加点，最终如期完成任务，
连续 8 周班组绩效全公司排名第一，
破了总装厂日完成指令新纪录。

公 司 某 型 机 批 产 交 付 任 务 是
“十三五”任务收官的关键。重任
在前，王勇龙带领班组锁定大节点，
制定排产目标。针对缺件问题，他
主动出击，通过制作工艺件对所有
电缆余长提前处理，消除等待成品
对生产进度的影响。大家共同努力，
刷新了电气系统电缆敷设速度新纪
录，为下一道工序留出了更充裕的
时间。年底冲刺的最后 20 天，王勇
龙带领组员连续加班至凌晨，吃住
在现场，创造了从电源系统首次上
电到最终交付的总装用时新速度。

持续创新　紧抓管理提质量

班组长是产品质量的直接掌控
者和监管者。多年来，王勇龙所在
的电气班全年班组指令完成合格率
均为 100%，整机等级品率逐年攀升。
在工作中，王勇龙秉承“干好新装备、
满足高要求”的思想，经常叮嘱班
组成员 ：“大家在干活时要抢速度、
抢效率，更重要的是保证产品高质
量，把活干得又快又好才漂亮。”

在总装生产中，王勇龙将“诚
信敬畏”的价值观落实在日常管理
中，以此约束自己和每一位组员。
在任务分配上，他坚持标准化作业，
将每本指令和工序具化到责任人，全
过程由责任人一盯到底，避免中途
交叉交换，做到有始有终、奖罚分明。
同时，他坚持完工后必须进行自检、
组员互检、班组长复检“三检”工
序后才能提交总检。

他还充分调动班组成员的主动
性、创造性，带领大家研制和改进
工装、工具近 30 项，开展及参与品
质提升项目 18 项，其中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优
秀奖 13 项；开展 B 流程改善近 60 项，
由他牵头研制的新工装攻克解决了
某型机电气系统多项棘手的装配技
术难题。

奋进新时代，迈步新征程。王
勇龙以满腔的航空报国热忱坚守岗
位，勤勤恳恳、甘于奉献，团结和
带领电气班全体成员，为钢铁雄鹰
扶摇直上、翱翔苍穹贡献智慧与力
量。

兰飞深入推进伺服控制阀项目
本报讯　日前，核工业理化工

程研究院与航空工业兰飞对某型伺
服控制阀项目进行业务合作洽谈。
在项目设计方案评审会上，评审组
听取了兰飞所作的设计报告，认为
报告内容详实、合理可行、可实施，
一致通过评审，并对 5 个科研项目
技术协议进行了沟通及签订，对后
续批量生产合同和生产计划进行了
协商和确认。

兰飞伺服控制阀项目自研制以

来，历经四代不断优化，功能趋于
完善，性能、可靠性显著提高，得
到核工业理化工程院的高度认可。
本次新研产品技术协议的签订和后
续量产计划的确定，进一步加深了
兰飞与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的合
作，对兰飞拓展核工业市场领域具
有里程碑意义，为兰飞高质量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奠定了基础，开
启了新的发展局面。

（张锦怡）

凯天部署年度AOS建设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王建伟）　3

月 31 日，航空工业凯天召开 2021
年 AOS 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会。会议
落实航空工业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
升行动要求，按照集团 AOS 工作总
体部署，结合“基础提升年”主题，
总结了 2020 年公司 AOS 管理体系
建设工作，谋划了未来三年 AOS 工
作思路，对 2021 年 AOS 重点工作
进行了部署，并对 2020 年度 AOS
管理体系建设“优秀推进员”进行
了表彰。

2020 年，凯天以集团 AOS 管

理体系实施指南为基础，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对 6 个阶段 37 个步骤进行
细化，建立详细的实施路径，覆盖
各阶段工作内容，AOS 全面有序推
进，完成了年度阶段性目标。2021 年，
凯天将以业务流程为主线，融合多
系统、多要素、多工具，构建规范、
增值、高效的凯天管理体系，推动
公司从粗放化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
变、从人治化管理向法治化管理转
变、从以职能为中心的管理向以流
程为中心的管理转变，助推凯天发
展目标的实现。

http://weibo.com/cannews
http://t.qq.com/can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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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国强　摄

航宇启动主题劳动竞赛
本报讯　3 月 31 日，航空工业

航宇召开 2020 年度表彰暨主题劳动
竞赛启动会。

会议宣读了表彰决定，并现场
为 2020 年度立功竞赛项目优秀团队、
优秀班组、优秀创新工作室、襄阳市
职工（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颁发
获奖证书、奖牌。会议同时宣读了
2021 年度“勇担使命战‘双线’，共
克时艰保交付”主题劳动竞赛方案。

会议强调，2021 年各大主机厂
所的交付数量较往年大幅提升，对公
司交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全面

完成各项科研生产经营任务提出了更
大挑战。主题劳动竞赛以“高质量交
付”为最终目标，充分发挥劳动竞赛
平台作用，及时解决影响产品交付的
难点和瓶颈，同时促进重点供应商相
关配套产品交付，保障各项任务对表
计划按节点完成。

会议要求工会组织要突出“强三
性”：一是政治性，要通过广泛开展
学习培训，提升职工的政治素养，引
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 ；职工代表要
站在全局角度思考问题，集思广益，
深入剖析解决问题。二是先进性，要

把握时代主题，继续开展立功竞赛、
合理化建议征集工作，激发职工参与
创新热情 ；深化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创
建工作，进一步加强智能制造、精益
生产、信息化推进等方面的建设 ；围
绕“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
这一主题，大力开展技术技能竞赛，
促进职工队伍素质提升。三是群众性，
既要推广职工参与性高的普惠性活
动，也要兼顾小众活动，让更多的职
工参与、设计、建设幸福航宇。

  （张明琦　梁娜娜）

周贤珺　摄

李玉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