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2021年4月17日　星期六

China Aviation News
�特刊

责任编辑：沈建
联系电话：010-58354190

美术编辑：钟军

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

|| 本报通讯员　李勇　王怡丹

新时代奋进者鼓劲加油的号角已经吹响，航
空工业安吉精铸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号召，激励
安吉精铸人不忘初心，振奋精神，高质量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党
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周年。

回首来时路，多少艰辛，多少曲折，多少
感慨，安吉精铸人高扬党旗不变色，坚定航空报
国、航空强国使命不动摇，历经峥嵘岁月不蹉跎，
不忘初心谋发展，砥砺奋进谱新篇！

几度春秋   几度风雨

安吉精铸从成立到现在已近 55 年了。安吉
精铸人永远忘不掉55年前“九一五”创业的时光。

安吉精铸的前身是贵州安吉铸造厂（以下简
称“安吉厂”）。1966 年 9 月 15 日，安吉厂的
创业者们用三根竹竿作吊架，将一个汽油桶改成
化铁炉（即“三根竹竿、一个油桶”），上马铸铁
生产作坊，成功试制出安吉厂的第一个产品——
铸铁管。

从此，这个无名的地方，经“三通一平”
（通路、通电、通水和平整地基）之后，被叫作
“九一五”。

艰苦创业的“九一五”精神一直激励全厂
职工奋进不止，企业也几度春秋，几度风雨……

创业初期，工厂大搞基本建设，在沈阳 410
厂的援建下，一批批职工从沈阳、哈尔滨、西安、
成都等地相继来厂，一批批新生力量从部队、学
校分配来厂，一批批徒工从安顺、清镇、贵阳等
地招工来厂，职工人数从 300 多人猛增到 2500
余人。国家先后派部队、建工三局等施工队伍，
与民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基建大会战”。

20世纪 80 年代，安吉厂顺应时代发展，改
革，调整，改制，重组，开始了凤凰涅槃之旅……

2002 年 1 月，航空产品科研生产部分从安
吉铸造厂母体中剥离出来，组建贵州安吉航空精
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2005 年 5 月，安吉厂资源整合后更名为非
标制造车间和动力车间。至此，安吉厂完成时代
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几番搏击  几番欣喜

安吉精铸脱胎于安吉厂，有着敢打敢拼敢
于胜利的血脉，更有着精心精进、精益求精的品
质。从大黑山下的老山区到安顺西秀区凌云路的
新厂区，企业的机制变更、地理位置的迁移变化
都没有改变安吉厂创业时期“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挑灯夜战，争分夺秒；艰苦奋斗，创业奉献；
面向未来，乐观主义”的精神。

如今的安吉精铸，主要从事航空、航天钛
合金、高温合金、铝合金、镁合金、钢合金等
精密铸件产品的研制、生产和服务。作为产业
链的延伸，安吉精铸还负责铸造相关计算机仿
真模拟、模具设计制造、铸件致密化处理、理
化检测和铸件机械深加工、原材料备制等综合
配套等业务，可满足航空产品“高性能和精密
化、轻量化和大型化、薄壁化和复杂化、产品
数字化和制造过程智能化”等复杂要求。安吉
精铸是典型的三线军工企业，经历过破产重组，
完成了从“求生存”到“谋发展”的转变，走
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通过改革改制，又
为企业注入了强劲活力。可谓：“几番搏击，
几番欣喜。”

党旗引领，文化推进。安吉精铸始终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把企业文
化建设作为指导公司改革发展、队伍稳定的推
手，以“严格管理、严谨作风”的工作要求，
突出政治建设，聚焦经营管理，长期坚持“党
小组建班上”等特色党建工作，积极弘扬和打

造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调动职工群众干
劲，大力实施“铸魂兴企、文化聚心”的企业
文化，努力营造团结一心、积极进取的和谐氛
围，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技术突破，成果显赫。安吉精铸为适应现
代化发展需求，不断开展技术研发，打造一个
个新平台。公司以国家级技术中心（铸造研究
院、技术研发孵化中心）为核心，以航空精密
铸造产业园和航空材料产业园为两翼，引入资
本、人才等，进行体制机制变革，借助产业融
合平台，倾力打造“一中心两园区”发展新格
局。在传统铸造基础上，公司创新真空、旋力、
低压、3D 打印等多种及特种成型工艺；研制
了一些新材料，主要是高强度、高韧性、高刚
度的材料。安吉精铸在已有技术发展水平的基
础上展开积极探索，研制包括特种镁合金制备、
钛合金循环利用等，成功进行了产品试制及小
批生产，形成相应技术储备。

市场扩大，地位提升。安吉精铸产生的技
术成果，为其开拓高端市场奠定了基础。安吉
精铸研制市场上几乎所有型号，从而取得了较
为有利的市场地位。外界评价安吉精铸是从默
默无闻到|“安吉是国家队”，该公司也有了“铸
造是高科技”的美誉。此外，安吉精铸创新了
地方政府建产业园区、改革招商引进等发展模
式，更加符合用户需求，促使企业稳定发展。

社会责任，自觉担当。在搞好企业生产

经营的同时，安吉精铸积极
履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社会责
任，5 年间，派出 5 名扶贫干部，累计投
入 150 余万元；以党建扶贫、产业扶贫、教
育扶贫、消费扶贫等方式，助力国家扶贫攻坚
战。2021 年，安吉精铸荣获航空工业集团脱
贫攻坚集体二等功。

“十三五”期间，安吉精铸秉持“成为中
国高端精密铸造领航者”发展愿景，坚持“航
空报国、航空强国”初心使命，以精密铸件生
产及研发为核心，围绕“合金材料+部件 +设
计（机加）”铸件价值提升，进行产业布局；
围绕铸造专业化、产业化发展的研发、小批、
批产，进行产能布局；围绕新老区科研、批产，
进行功能布局。安吉精铸在改革改制、市场开
拓、型号研制、批产交付、技术创新、质量提
升、成本管理、党建文化、风险防控等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绩，先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国防
科学技术进步奖、2010 年中国国际铸件博览
会金奖、中国铸造协会排头兵企业奖、中国铸
造协会第七届副理事长单位、国家认定企业技
术中心、贵州省人才基地、贵州省五一劳动奖
状等荣誉；涌现出一批国家和贵州省级“劳动
模范”“铸造大工匠”等先进代表；公司原党
委书记、董事长冉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陈小林、卢阳获得中国“铸造大工匠”荣
誉称号，陈小林获得贵州省劳动模范、航空工

迈向新时代 奋力谱新篇
“十四五”规划新厂区。

钛合金真空凝壳炉。

贵州省劳动模范、全国“铸造大工

匠”陈小林。

全国劳动模范、原安吉精铸董事长、

总经理冉兴。

全国“铸造大工匠”卢阳。

业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和 2020 年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公司整体经济运行质量逐年攀升，公
司专业化精铸企业地位得到进一步夯实，为
“十四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几分定力   几分未来

思想定力决定行动，战略定力决定未来。
在新的发展征程上，安吉精铸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实航空工业“一心、两融、三力、五化”发展
战略，在航空工业通飞、中航重机的领导支持
下，坚持以精密铸造为核心，统筹推进产业布
局以及航空产业园集中布局，立足一次成型整
体功能部件和科技型企业建设，做强做大做实
航空铸造主业，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加快改革
步伐和数字化发展，激发广大员工创新活力，
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安
吉精铸高质量发展。

航空报国共奋进  聚焦数据铸利剑

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安吉精

铸调研指导。

航空工业千山

|| 本报通讯员　任松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作为我国飞行
参数及音视频采集记录系统的诞生地和专
业化研制企业，航空工业千山与新中国发
展同步伐，与新中国航空工业成长共命运，
已经走过了五十余载春秋。一路风雨一路
歌，几代千山人坚定“航空报国、航空强国”
初心使命，聚焦数据，创新发展，为中国
航空工业发展献出了青春和热血，为国防
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奋进之路 ：坚定初心，披荆斩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伴随着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几代
千山人书写了一曲航空报国的奋斗赞歌。||

1969 年 4 月 7 日，随着新中国航空
工业的战略布局，经三机部批准，千山技
校改建为“国营千山机械厂”，千山厂正
式诞生。历经 1969 年至 1979 年的初步
创业、专业探索与奠基，千山初步确立了
以数据采集、记录、防护及处理为专业的
发展方向。1980 年 3 月，经航空工业部
批准，千山厂改名为“国营千山电子仪器
厂”，确定了千山以电子产品研发生产的
专业定位。1980 年至 1989 年，迎着改
革开放的春风，千山坚持“航空为本”不
动摇，从仿制测绘到自主研发，第一代和
第二代国产飞参陆续研制成功，使千山正
式进入机载企业行列，专业定位有了更具
发展前景的新方向。

1990 年至 1998 年，千山成功研制
第三代飞参，产品技术达到了国外同类产
品水平，飞参成为飞行事故分析处理、飞
行安全管理、飞行训练不可或缺的设备，
飞参从“选装”成为“必装”。1991 年，
千山取得中国第一个机载设备适航证
书。历经十余年的努力，第四代飞
参陆续定型与批量列装，确立了千
山国内飞参研制生产专业化地位。
飞参受到用户高度关注和重视，
在飞机事故分析、飞机使用维
护、飞行训练评估等方面发
挥了“法官”“医官”“教官”

的重要作用。
2008 年 1 月，按照国家军调实施计

划安排，千山厂实施了公司制改造，注册
成立了“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成功进入国家保军企业行列。
为贯彻落实国防科工委“强化基础、提高
能力、军民结合、跨越发展”的发展战略，
千山果断决策，抢抓机遇，谋划研发团队
迁移西安，经过两年的努力，于 2008 年
11 月 28 日搬迁至西安高新区。2009 年，
千山将注册地转移至西安，开启跨越发展
的新征程。2010 年，公司重组进入中航
电子。自 2009 年至今，千山自主研制的
第五代飞参，顺利通过国际竞标，批量装
备国外战机，开创了我国航空机载产品装
备西方战机的先河。

创新之路 ：自立自强，积极开拓

创新是千山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五十
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千山坚持以飞参为核
心的产品技术发展思路，构建了飞参专业
发展技术体系，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善的飞
参标准，提升了飞参设计试验能力和集成
创新能力，形成了适装各类飞机平台的飞
参产品谱系，成为国内飞参专业化研制生
产单位。飞参受到用户高度关注和重视，
在飞机使用维护、飞行训练评估和飞机事
故分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使用维
护方面，部队利用飞参信息发现排除飞机
故障隐患，显著提高了装备质量安全水平；
在飞行训练评估方面，基于飞参信息的飞
行训练评估系统，能够真实客观再现飞行

过程，评估飞行训练质量，辅助提高飞行
训练效果 ；在飞机事故分析方面，100%
的数据幸存、100% 的数据安全、100%
的定位成功，为飞行事故分析调查提供了
重要客观证据。

聚焦主业，多元开拓，不断提升技
术实力。在军用航空领域，新一代飞参系
统系列产品、发动机指示和空勤告警系统、
机电管理系统、客货舱信息显示系统、综
合数据管理系统等航空电子核心分系统装
备飞机，满足了飞机先进航电的设计使用
要求。在民用航空领域，飞参产品覆盖“新
舟 ” 系 列、AG600、AC312 系 列、 运
12F 等国产民机型号项目，11 型产品已
获 CAAC 适航颁证，轻小型防护记录器
适航申请得到欧洲航空安全局受理；完成
民机抛放、PHM 等新技术产品预研，填
补国内空白；成功取得 ARJ21 飞机独立
电源换装合同，首次进入中国商飞供应商
名录。在非航业务领域，以“三同”为发
展原则，以“三高”为发展方向，释放航
空高技术溢出效应，构筑产业融合新发展
模式。舰艇航行数据记录仪成功列装海军
多类型舰船；轨道交通系列司法记录器、
数据无线传输装置已实现批量交付应用，
联合国铁集团开展我国列车司法记录器标
准研究，填补空白；民航地勤设备应用于
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截至目前，
千山共取得授权专利 189 项。

提质之路 ：提质增效，优质发展

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千山发展的主题。

千山在战略驱动、能力建设、运行质量、
队伍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
绩。

战略驱动坚强有力。贯彻新时代航
空工业发展战略，明确发展愿景，明晰技
术发展体系，提出“1个核心，2个拓展”
技术产品发展战略；完善公司治理架构，
落实“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专项推进。

能力建设成效显著。规划实施“1+6”
实验室建设蓝图，常宁新区高抗毁强冲击
实验室、航空客观信息应用联合实验室等
专业实验室相继建成和投入使用，二号综
合大楼建成即将投入使用，为科研生产经
营提供良好环境。

运行质量不断提升。贯彻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理念，推进内部结构调整、机制
创新、技术换代和管理升级，增强内生动
力，运营管控能力持续增强，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EVA实现同步增长目标。

队伍建设卓有成效。以科技创新型
企业为发展方向，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建
设并保持一支素质优良、精干高效的干部
职工队伍，科研技术人员占比 44.4%，公
司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为公司战略落地提供了坚实
保障。

党建质量持续提升。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
航空工业“1122”党建工作体系，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制定新时代千山加强党的
建设“三三二七”行动路径、基于麦肯锡
7S 模型的千山纪检监督精细化工作体系，

党的建设工作质效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
党不断推向深入，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未来之路 ：聚焦数据，逐梦蓝天

步入新发展阶段，千山发展既面临
着良好机遇，也面临着不足和挑战，使命
光荣、任务艰巨。千山将全面贯彻“一心、
两融、三力、五化”新时代航空强国战略，
始终坚持飞参 / 综合数管专业的核心和主
导地位，坚持创新驱动与改革发展两条主
线，聚焦“五大能力”建设，加快深化改
革和经营理念的转变，持续增强千山发展
动力和活力；坚持科技创新，增强核心技
术实力，不断提升产品研制能力；做强航
空主业市场，不断拓展新市场、新领域；
全面完成型号批生产交付保障任务；寻求
产业化途径，推动非航产业上规模见效益；
加强降本增收增效，狠抓“两金”压降，
着力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坚持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为千山健康
发展保驾护航。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
的路。千山人正以坚定的步伐，改革创新，
砥砺奋进，努力开创经营发展新局面，为
全面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贡献千山智慧和
力量。

国际民航组织记录器安全工作组到千山交流访问。 公司举办航空飞参 综合数据管理发展论坛。

航空工业安吉精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