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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唯一航空防护救生装
备研制专业机构的航空工业航宇，自
2003 年重组整合以来，不仅完成了
繁重的现代化航空装备配套科研生产
任务，而且在防护救生和空降空投专
业领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部分产
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可维护性等性
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已成为世
界防护救生空降空投专业领域的系统
级供应商。 

全力加强条件建设
为高质量发展“奠基”

基于打造世界级防护救生空降空
投现代化装备制造商战略定位，近年
来，公司积极推进固定资产投资由任
务能力型向体系效能型转变，通过试
验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等多种途径，
推进批产、研发条件建设，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集航空防护救生试验技术、
空降空投试验技术、内饰系统试验技
术研究及验证为一体的完整的试验验
证体系。同时，推动了防护救生 / 空

降空投、民机产业等设计仿真能力、
加工与装配等能力建设，已形成布局
合理、流程优化、配置科学、响应快
速、集试制和批生产于一体的制造体
系，具备金属、非金属、纺织品、火
工品、电子、特种加工等工艺门类齐
全的制造能力。

在产能建设方面，公司基于生产
任务交付需要，长期着力于软件、硬
件建设。随着 2021 年航宇航空工业
园军品区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望
实现机加、热处理、表面处理、装配、
物资供应、后勤保障等部门在新区的
集中，初步形成公司“四个一”的战
略布局，极大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
降低管理成本。

2020 年，公司完成了火工品新
生产区、新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设。
筹建了弹射座椅大修生产线，不仅提
高了服务国防、满足报国强军要求，
还拓展了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公司
初步搭建基于模型的研发设计、仿真、
数据管理和基础支撑系统框架，形成
了防护救生和空降空投的协同研制能
力，初步实现了从简单工况试验向复

杂条件下“人—机—环”系统试验的
转型升级，建成了满足四代装备需求
的研制生产试验能力。在生产保障方
面，实现了由简单产品加工能力向成
组化制造能力转变。

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
为高质量发展“插翅”

近年来，公司以战略发展为牵引，
坚持“以业务驱动信息化，以信息化
助推业务”的信息化建设思路，围绕
市场、研发、生产、售后和管理等业
务板块开展信息化能力建设。全面推
进了信息化系统建设和应用工作。

通过 PDM 系统、项目管理系统、
电子出版物系统、CAPP 系统、VPM
系统、档案等系统建设，打通了产品
设计阶段的产品模型的数字化传递通
道，实现了基于 PDM 系统为核心的
信息系统集成。通过 PDM 二期和三
维工艺系统等 15 个信息化项目的建
设，开展了 9 个型号 MBSE 的试点
工作，初步打通了以模型为载体的设
计—工艺的数据通道。 

在市场营销方面，通过建立市

场营销平台，实现销售合同管理、销
售计划、客户管理、产品库房管理功
能，打通市场订单—生产计划—产品
入库—产品发货的信息化通道。在生
产制造方面，实现了座椅、个体防护、
伞、被动、火工品等产品计划下达模
式、零组件 / 产品的库房管理、车间
执行计划、工装管理、制造过程中不
合格品等相关质量管理等管理和平台
的统一，实现零件级投产计划—车间
计划—工序计划—完工交库的闭环管
理。

在 构 建 数 字 化 车 间 上， 通 过
DNC 项目进行升级，实现车间物理
设备的数字化互联和运行监控，并利
用设计工艺平台与生产管控平台集
成，初步实现产品三维模型及其数字
量在车间的数字化应用。在项目管理
方面，公司统一了管理类计划的编
制、审批、下发、调整、WBS 分解、
任务进度反馈等，与此同时，实现了
物资库房系统的升级。完成了 OA 协
同办公系统的整体升级，实现了与
PDM 系统等近 10 个系统单点登录和
统一代办的信息化。

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公司整合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着
力在职工队伍成长成才方面想办法、
出实招 ：第一，搭建人才培养平台。
公司成立了由 3 位工程院院士领军的
专业学术委员会，建立了中
国科协授予的院士（专家）
工作站，着力培养高级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第二，畅通
人才成长渠道。公司制订并
实施了人才发展战略实施规
划，建立了员工“长、家、匠、
非”职业发展通道，完善了
公司各类人才成长成才的渠
道和机制。同时，公司面向
全员按需开展岗位培训，并
强化培训考核评估保证实效，
推动职工岗位胜任能力不断提升。第
三，构建人才创新发展激励机制。公
司在研发系统建立了项目管理运作模
式，将技术人员薪酬与创新成果直接
挂钩。

积极推进管理创新
为高质量发展“助力”

一是稳妥推进企业改革，公司投
资链条由 6 级压减至 5 级，优化了公

司产业结构布局 ；深入推进混合所有
制改革，有效激发投资企业的活力 ；
稳步推进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工作，
圆满完成“三供一业”和厂办大集体
企业改革专项工作 ；统筹推进事业单
位改革专项工作。

二是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在生产
组织方面，坚持以满足交付为核心进
行各项管理提升、组织优化。坚持“总
体生产均衡，主机交付准时，维修服
务及时，新品迭代快捷”的生产交付
总目标，实现生产全链条拉动，全业
务域管控。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初步
建立供应商评价模型。在财务管理方
面，全过程、全方位参与企业的运营
管理并及时提供企业各类财务运营信
息，促进了公司经营目标达成。在质
量管理方面，坚持以航空装备质量综
合提升工程实施计划为主线，质量工
作成绩显著。在安全保密管理方面，
顺利通过一级保密资格认定和复查。

三是着力推进管理创新。公司将
项目管理的思想及方法运用于管理创
新工作中，搭建管理创新工作体系，
推动全员创新 ；以项目推进为手段解
决突出问题，促进专业变革 ；以管理
创新成果的“孵化”促交流应用，推
动创新落地，实现管理创新从“育种”、

“深耕”到“孵化结果”的“三级推动”。

聚焦主责主业
为高质量发展“增效”

“十三五”期间，公司聚焦防护
救生空降空投核心主业，及时了解和
掌握世界航空防护装备领域科技创新
的脉搏，加强主动智能防护救生技术、
智能综合化适坠救生 / 防护技术、自
动弹射救生技术、防护救生系统数字
化仿真与评估技术等前沿技术研究，
推进核心技术开发与应用，不断满足
现役各型战机救生装备的配装需求。

公司依托航空防护救生和空降

空投专业优势，积极推动技术链的横
向拓展，不断突破固有列装领域，实
现了服务领域从单一服务航空向服务

“空、海、陆、天”全域拓展，形成
了核心技术产业同根产品集合群。15
年来，航宇研制的弹射救生座椅守护
着飞行员的宝贵生命。航宇弹射救生
座椅不仅实现了型号配套全覆盖，满
足了我军航空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需
求，还成功出口了 600 余台套。

在注重推进军用核心技术向民用
拓展的同时，公司以掌握的民机座椅
技术为基础，将民用航空座椅适坠性
技术运用到军机上，推进军民技术互
通融合，开创性地开展了中国被动救
生专业的建设。相继开发出武装直升
机的抗坠毁驾驶员座椅、运输类飞机
驾驶员座椅、伞兵座椅、操作员座椅
等，拓展了被动救生专业领域，完善
了公司的救生专业。

从 2003 年 到 2018 年， 整 合 重
组的航宇通过将军品核心技术拓展到
民品，在汽车座椅调角器和商用飞机
座椅专业成为了国内同行业的领军
者，并为中国航空工业培育并输送了
两家优质的企业。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为高质量发展“领航”

公司整合以来，航宇党委切实落
实管党治党责任，始终把政治建设放
在首位。在做实防护救生空降空投事

业部，推进型号研发、管
理创新以及航空产业园建
设、事业单位改制、剥离
办社会职能、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分子公司混合
所有制改革、“十四五”
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编制
等重大事项中，坚定不移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自觉将党中央和上级
党组织的重要精神和集团
公司发展战略，以及机载

系统的各项工作部署落实到推进改革
发展的各项举措中，推进了集团新发
展战略在航宇的落地落实落细。

同时，航宇积极推动党建工作转
型升级，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并努力将主题教育
成果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在岗位上守
初心、担使命、做贡献、谋发展的强
大动能，不断开拓了党建的价值创造
能力。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是国
内首家以中国冠名的地方通航公司，
他们用一纸的热情，记录了中国通航
的发展历史。从筚路蓝缕到情系蓝天，
中国飞龙人开着国产飞机丈量着祖国
的山川河流、高原沙漠。他们恪守使
命、自强自信、攻坚克难、敢为人先，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首次，他们把“做
中国国产民机应用的先锋队、做中国
通航产业发展的主力军”作为自己的
初心。40 年来，中国飞龙先后运营
国产民用定翼机、直升机 72 架，用
实际行动践行促进国产民机发展的历
史使命。 

1980 年 5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正式批复下达
文件，同意一二二厂成立运 11 农业
航空服务队。航空制造工厂办航空服
务队，在中国的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

1980 年 6 月 7 日，一二二厂和
国家地质部联合建立（运 11 飞机）
地质分队，执行地质探矿任务。 　　 

1981 年 5 月 8 日，一二二厂农
业航空服务队首次使用运 11 在黑龙
江五林、嫩江地区执行护林作业。在
黑龙江省乌裕尔河流域和扎龙进行丹
顶鹤种群数量考察，服务队飞行了
25 小时。这也是首次执行科学考察
任务。

1981 年 6 月 21 日，一二二厂农
业航空服务队使用运 11 飞机首次执
行农业作业，作业面积 10 万亩。

1981 年 9 月 21 日，一二二厂农
业航空服务队的驾驶运 11 飞机在牡
丹江镜泊湖首次执行航空摄影任务。

1982 年 4 月 7 日，使用运 11 飞
机在山东土山地区首次执行地质勘察
任务。

1982 年 4 月 29 日， 运 11 飞 机
首次飞越天山，挺进新疆执行农业任
务，完成施肥、灭虫作业 48 万亩。

1985 年 1 月，经时任国务院总
理李鹏签批、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
一二二厂与地质矿产部航空物探总队
组建中国飞龙专业航空公司。

1986 年 4 月，中国飞龙利用直
9 直升机首次执行航空护林任务。

1987 年 5 月 19 日，中国飞龙执
飞运 12 海监型飞机，首次执行海监
执法作业。

1987~1988 年 ，中国飞龙两架
运 12 飞机完成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探
测任务，首次穿越有“死亡之海”之
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创造了一次纵
深大漠 637 千米、切割线 700 千米
的新纪录。

1988 年 5 月 28 日，中国飞龙运
11 飞机首次执行大气环境检测飞行
任务。

1991 年，中国飞龙和运 12 飞机
第一次进入青海省格尔木地区进行高
高原地质作业。

1993 年 1 月 11 日，中国民用航
空局局长蒋祝平签署的《民航通企字
第 005 号》将飞龙专业航空公司规划

成通用航空公司，标志着飞龙航空公
司正式进入了规范的通用航空公司的
轨道。

1999 年 7 月至 8 月，中国飞龙
直 9 直升机远赴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
务。历时 70 天，飞行 67 架次 49 小
时 52 分钟，运送人员 627 人次、物
资 4500 千克，创造国产直升机首次
北极极地飞行、浮冰起降新纪录，中
国飞龙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极地的通
航公司。此后 10 年间，中国飞龙直
9 直升机三赴北极六赴南极，为中国
的极地科考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6 年 12 月 17 日， 中国飞龙
直 9 直升机完成浙江舟山西堠门大桥
先导索架设任务，刷新了国内建桥史
的一项新纪录。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国飞龙米
26 直升机在汶川地震救援中发挥重

要作用，营救灾民 500 余人，投送救
灾物资上百吨，成功排除唐家山堰塞
湖险情。

2009 年 6 月 7 日， 中 国 飞 龙
米 -26 直升机参加重庆武隆山体垮塌
救援。同年按照《公司法》规定，经
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国飞龙专业航空
公司更名为“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

2012 年 12 月 13 日，中国飞龙
执管海监运 12 飞机首次参与完成钓
鱼岛海域海空立体巡航任务。

2013 年，青海飞龙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成立。作为“国字头”的通航
企业，中国飞龙先后在 2014 年南京
青奥会、北京 APEC 峰会、2016 年

“9·3”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
以及数次亚运会、全运会等国内重大

活动、庆典、会议的保障任
务中充当“主力军”，圆满
完成了各项保障任务，受到
了国家多个部委的表彰。

2014 年，在黑龙江省
加格达奇地区正式成立中国
飞龙飞行学院，主营飞行培
训，兼顾通航运营项目。

自 此 中 国 飞 龙 取 得 了
民 航 局 颁 发 的 CCAR-91
部、CCAR-135 部、CCAR-141 部、
CCAR-145 部、CCAR-147 部， 所
有通航作业能力的资质。

2017 年，中国飞龙托管国产运
12F 飞机，成为国内首家执飞运 12F
飞机的通航公司。

2019 年，青海飞龙 AC311，首
次顺利完成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
县包机飞行任务。

2020 年 5 月 1 日，中国飞龙助
力珠峰高程测量，成为国内首家在万
米以上进行高空作业的通航公司。

2020 年 7 月 26 日，大型水陆两
栖飞机 AG600 成功完成海上首飞，
中国飞龙 B-7427 机组圆满完成伴飞
和航拍任务。

2020 年 9 月，中国飞
龙使用运 12F 飞机开通了
黑河—漠河—加格达奇短
途运输航线，这也标志着
运 12F 飞机首次投入到商
业运营。

2020 年 12 月， 开 通

哈尔滨平房区—伊春短途运输航线，
自此中国飞龙成为国内使用国产民机
最多的通航公司。

2020 年，协助航空工业哈飞完
成平房机场 A1 资质的取证工作。

大任于斯千里远，洗净风霜再出
征。中国飞龙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振兴民
族航空事业和发展通航产业为初心，
凝心聚力，锐意进取，坚定不移向着
既定目标持续奋进 ；以“黄沙百战穿
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毅力和决
心，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向着实现
航空强国宏伟蓝图奋力前行。

 （中国飞龙供稿）

中国飞龙通航，与国产民机一同腾飞

铸就世界防护救生空降空投
现代化装备制造业重要一极

 ——航空工业航宇为筑梦航空强国书写高质量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