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经管 Management
责任编辑：马宁　联系电话 ：010-58354188　美术编辑：钟军

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智慧西飞

守
则
创
新智慧西飞

守
则
创
新

风正帆满再启航风正帆满再启航

| 本报通讯员　徐卿扬　张嘉琦

有这样一种姿态，是青春奋进 ；
有这样一股力量，是青春勇敢 ；有
这样一种声音，是青春坚毅 ；有这
样一种担当，是中航西飞“领航机
身”C919 飞机技术保障青年突击队 !
　　“领航机身”C919 飞机技术保障
青年突击队是机身装配厂一支平均年
龄不足 30 岁，朝气蓬勃、团结向上、
敢想敢闯敢拼的青年团队。突击队自
组建以来潜心学习，毫不懈怠，积极
投身于 C919 大型客机中机身、中央
翼的装配技术工作，面对飞机装配过
程中的各类问题，积极应对，充分发
挥了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攻克“急、难、重”任务，尽显
奋斗青年本色。自 C919 大型客机进
入装配以来，围绕装配环节“急、难、重”
任务，他们勇于吃苦，顽强拼搏。在
C919 飞机中央翼前梁制孔的工作中，
需要用到之前从未使用过的制孔设备。
尽管正式制孔之前，队员们已经调试
模拟了多次，但当真正把前梁吊到设
备上时，每一位队员的内心都无比紧

张。面对巨大的调试工作，任何一个
环节出错，所有的孔位都将出现差错。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青年突击
队的身影。队员们面对艰巨任务，做
好人员、部位分工，有条不紊地开始
调试起来。天渐渐转黑，厂房里面的
灯光陆续熄灭，最后只剩下制孔设备
那里还一直亮着……经过将近一天的
调试，各项数据均准确无误，中央翼

前梁的自动制孔也如期开始。中央翼
前梁是 C919 飞机装配的第一个组件，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着这里，青年
突击队队员们顶住了压力，克服了困
难，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创 新、 创 效， 展 现 智 慧 青 年 风
采。为了不断提升青年突击队员们的
业务能力水平，加快青年人员成长成
才，高质量地完成 C919 大型客机的

装配任务，突击队内部创新性开展
了“师带徒，老带新，日日学，天天
用”的工作新模式，对青年队员们分
别从现场进度、产品质量、成本效
益、安全目标、6S 管理等各方面进行
系统提升，充分整合内部资源，发挥
内部优势，增强突击队的整体战斗力。
     在飞机铆装的过程中，往往需要
工艺方法的不断优化，才能提高现场
的工作效率，保证产品的质量。C919
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不断学习，深入
现场实地调研，在涂胶难点部位多次
研讨、多地实地、反复验证，推翻重
来，再推翻再重来。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联合制定出了高效高质的涂胶工
艺流程，解决了生产现场一大难题。
　　砥砺奋进正当时，风正帆满再启
航。在技术不断进步，模式不断创新
的今天，只有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奋
勇搏击、相时而动，才能在千磨万击
中拥有前行底气！中航西飞“领航机
身”C919 飞机技术保障青年突击队
将一如既往，乘风破浪，在航空强国
的征程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记中航西飞“领航机身”C919飞机技术保障青年突击队

哈飞：融合发展  共创未来
| 黄海月

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是企业竞争力
提升的重要来源。近年来，航空工业
哈飞坚持打造“利益共同体”的合作
理念，与供应商共享发展机遇，做优
做强核心能力，持续提高一般能力社
会化配套率。在合作中不断推动思想
融合、体系融合，形成实现战略目标
的强大合力，为航空装备建设和地区
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思想融合    凝聚发展合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哈飞与供应
商党组织结对共建，促进供应商提高
政治站位，树立为国防做贡献的价值
观，达到思想融合、目标融合，凝聚
发展的强劲力量。

2020 年 9 月，一场知识与智慧的
较量在哈飞宾馆拉开帷幕。哈飞邀请
结对共建供应商联合举办“知党恩报

国情爱航空”知识竞赛，在“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旗帜的引领下，相互交流，
促进思想相通。

这是哈飞以结对共建促进共同发
展的一个缩影。哈飞不断总结结对共
建经验，加强制度建设，修订结对共
建方案，建立党组织书记例会制度，
推进结对共建制度化、规范化。2020 年，
哈飞将政治理论学习、党组织书记培
训经验推广到共建党组织，帮助供应
商提升党建工作水平。与供应商策划
庆祝建党 99 周年排球赛、送人玫瑰手
有余香荐书赠书、“愿望 2020”雪景
创作等共建系列活动，厚植航空情怀。

有了共通的思想和情怀，就更容
易目标一致，携手共进。哈飞每年通
过召开供应商大会的方式，就发展形
势、发展目标以及外协任务等情况与
供应商沟通交流，共商合作发展思路，
方便供应商按照发展需要配备产能和
资源，提供高质量服务，共同助力航

空事业发展。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侵袭使不

少民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哈飞坚持
与供应商结成“利益共同体”，积极履
行央企社会责任，主动作为，克服多
方困难，采取提前拨付款项、加大付
款比例、缩短付款周期等措施，缓解
供应商的资金压力，为供应商经营提
供了极大支持。

这些合作中的善意支持使双方更
加目标坚定，奋发向前。2020 年四季
度，当哈飞“大干一百天、突破一百亿”
的年末收官之战在厂区如火如荼进行
之时，另一边，为了保证配套供应进
度，供应商也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冲
刺 2020，共赢 2021”等生产大干活动，
双方同频共振，并肩战斗，不仅圆满
完成了各项科研生产任务，也实现了
企业“十三五”经营业绩的显著提升。

体系融合    强化过程管控

哈飞基于 AOS 体系建设，创新外
协管理办法，通过向供应商持续输出
技术、质量标准，强化供应商绩效评
价考核，实现供应链全过程管控能力
提升，达到体系融合、管理融合，保
证配套产品的高质高效供应。

哈飞持续输出技术、质量标准，
保证公司体系要求落地。按供应商能
力水平分层级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育，
通过开展培训、集中学习、现场指导、
审核监督等方式，推动外协管理体系
落地，同时帮助供应商找出薄弱环节，
完善管理流程，全面提升综合实力。
在工艺技术方面，不断向供应商输出

技术标准，采取联合技术攻关、工艺
评审等举措，促进供应商技术能力提
升。在质量体系方面，不断向供应商
输出质量标准、质量理念，推动供应
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满足哈
飞质量要求，保证外协产品质量稳定。
2020 年，双方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提
升管理水平，实现降成本 700 余万元，
推动供应商产能大幅提升。

哈飞不断加大供应商监督考核管
理力度，每年对供应商的产品质量、
交付进度、服务水平等进行综合绩效
评价，对表现突出的供应商给予表彰
和优待，强化考核结果应用，督促供
应商提高服务水平。在质量管控方面，
定期对供应商资质有效性、设备管理、
首件检验、不合格品控制、内部审核、
管理评审等方面工作进行评审，及时
跟踪指导供应商整改并进行有效性验
证，确保供应商具备资格，持续提升
外协供应商质量管控能力。在计划执
行方面，依托外协计划完成确认机制，
强化供应商对任务计划的重视程度，
畅通供应商问题沟通渠道，让供应商
能够及时高效地完成计划的任务。同
时采取约谈、下发催缴函、调度命令、
违约追究等方式，督促供应商承诺践
诺、履行职责。

未来，哈飞将继续与外协供应商
携手并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提升
制造管理水平，构建互惠共赢的外协
供应链新格局，在深度合作中共创美
好未来，为祖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贡献
新的力量。

“说走就走”的市场开拓能手
| 王小妮

从周阳“说走就走”的出差行程中 ,
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常态。在中航电测近
期的《党建工作简讯》中，有一条关
于中航电测营销分公司党总支聚力冲
刺年度工作任务的报道中曾这样写道 ：

“入党积极分子周阳忘我奋战，连续出
差 2 个多月，单月拿下订单 1500 多万
元……”行业从零出发、用户从零起步、
产品从零开始，周阳越是艰难越向前。

周阳是中航电测营销分公司产品
发展与推广部的拓展室主任，主要负
责流程工业客户开发和产品销售工作。
从事市场开发工作 10 余年，他的销售
业绩始终名列前茅，敬业的精神和骄
人的业绩。2020 年度被评为中航电测

“优秀市场开拓者”，这已经是他第二
次获得该荣誉称号。

令人叹服的“实力派”

周阳以“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严
格要求自己，勤于学习，勇于开拓，
积极掌握营销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
潜心研究市场和用户，不断创新工作
思路和方法。

2020 年， 周 阳 收 入 指 标 的 完 成
率为个人所承担的发货、收入指标的

完成率为 102.3%、103%，同比 2019
年增长率为 66%、51% ；他负责管理
的拓展室发货、收入指标完成率均为
104%， 同 比 2019 年 同 比 增 长 97%、
80%，实现了个人和拓展室两个层面
业绩指标的快速增长和全面飘红。与
此同时，周阳在 2020 年共开发 10 万
元以上的新客户 24 家，其中 100 万元
以上客户 7 家；完成新兴行业开拓 3 个，
新兴产品、系统产品销售 4 种并当期
实现销售收入，增长率同比增长 40%，
为部门经营指标的完成，公司新兴业
务流程工业市场拓展做出重要贡献。

深耕细作的“行动派”

周阳的业务特点最典型的就是一
切从无到有、从零出发。销售人员面向
新行业新市场，依据客户需求构建全
新产品形态，最终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达成订单。这就意味着行业从零出发，
业务从无到有 ；客户从零开始，因客
户的招标性质，今年做完明年就没有
了，很难形成重复购买；产品从零开始，
每个行业的需求都是定制化产品解决
方案，市场开发难度可见一斑。

周阳通过流程工业项目收集，电
话拜访千余家客户，在锂电、农药、
化肥、医药、石油化工行业完成基础

客户信息积累，扩大公司在细分领域
知名度。梳理出细分行业重点客户排
名前十终端用户，制定了严格缜密的
市场开发计划，通过对终端用户做企
业介绍、产品推广，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在终端用户的认知里面植入中航电测
品牌基因，并使其认知企业、认可产品、
满意方案。 

在疫情居家办公时期，周阳参与
了某集团的战略采购招标，同时面向
市场大力推广无人值守汽车衡、物联
网称猪秤、畜牧行业无线系统解决方
案等。最终，在畜牧行业内成功推广
称重终端手机 APP 采集软件，实现称
重数据采集软件的销售 ；在养禽行业
获取最新的精准饲喂需求报告，引领
研发团队导入产品开发 ；在涂料化工
行业跟进大型 PLC 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为后期提升产品配套层级打好基础。

超出预期的“潜力派”

周阳在畜牧业市场开拓中“注重
引导终端用户选型”的有效策略，使
公司成为畜牧行业产品及验收标准的
制定者，让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愈
发强大。

他从自身引领新产品销售，逐步
加强对称重原件 - 称重设备 - 称重系

统 - 控制软件应用场景的了解，不断
优化公司流程从原料入场—成品出厂
产业链的称重解决方案建设，为无人
自动化工厂提供一站式称重系统解放
方案做足功夫。

与此同时，他通过推介和各类培
训，不断引导终端用户选型，让用户
选定公司品牌，通过终端用户的条件
限制，使系统集成商 /EPC 供应商等上
游供应商，必须选用中航电测品牌才
能完成配套，由此带动市场销售、扩
大市场影响力。 

周阳坦言，在营销这个没有硝烟
的战场，容不得丝毫懈怠。只有以更
具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眼光和敏锐的市
场洞察力，才能在的市场竞争中出奇
制胜、攻无不克。周阳觉得自己很幸运，
在公司搭建的成长平台上，他将这些
年的知识积累逐一在市场开发的一次
次实站中得到映射和验证，业务日益
精进的同时，他对自身所肩负的使命
和责任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
周阳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能在自
己喜欢的岗位上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陪着企业壮大，看着自己成长。

企业管理

十年磨一剑
昌飞管理创新再出发

| 程晓敏　雒孟刚

近年来，航空工业昌飞在航
空报国精神引领下，履行强军首
责，聚焦航空主业，改革创新，
在型号发展、生产能力、产品质
量、经营效益等方面均得到较大
提升，公司得到稳步发展。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持续开展管理创新
工作。公司大刀阔斧实施管理变
革，将管理理念融入信息化应用，
依托信息化推进先进管理思想落
地，构建了面向精益的高效拉式
生产体系。

回 顾 近 10 年 的 发 展 历 程，
昌飞公司经历了从科研到大批量
生产的发展过程，从粗放式管理
到精细化管理的转变，从依靠局
部绩效到整体绩效的转变，在这
个转变过程中，碰到很多传统科
研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这
些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实施改革
创新，进行管理变革，推行基于
信息化的精益管理模式、塑造先
进的管理文化等举措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

导入精益理念和
信息化管理工具

昌飞公司产能发展从科研到
大批量生产，传统的科研生产体
系制约企业发展因素日渐凸显，
问题不断暴露，从计划协调性差、
信息传递效率低、计划执行困难、
生产组织难度大等方面表现出
来。公司对于企业发展面临的问
题有清醒的认识，并有针对性地
改革求变，应用靶向思维，以期
通过导入精益理念和信息化管理
工具解决新体系的基础问题。

昌飞公司在 2008 年提出“三
年精益建基业”目标及目标顺利
实现的基础上，2010 年提出“精
益昌飞”战略，以管理为突破口
和重要手段，以自我革命的勇气
和担当，坚持问题导向、自上而
下，全方位系统开展管理变革与
创新。

早在十年前，公司就导入和
推行先进管理理念，改变全员观
念。公司先后推行 6S 管理，改
善现场管理环境 ；创新设备管
理推行 TPM，探索形成以自主
保全和专业保全相结合的管理方
式 ；导入精益理念，开展以“识
别浪费，消除浪费”为主题的精
益推进活动，眼睛向内查找分析
浪费现象，精益理念逐步被大家
所认识 ；以建章立制、班组长能
力提升和班组管理标准化为重点
探索班组建设新途径、新方法，
夯实科研生产基石。

加快技术改造，构建专业化
生产基础。直10研制的国家投入，
为公司专业化生产能力的建设，
犹如“久旱”之“甘露”，特别
是机加、复材等专业需要的高精
尖加工设备，形成了直升机专业
化生产的基础。

自主开发信息化系统，构建
新生产体系的基础。借助国际合
作和某型机研制，自主开发应用
了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CHPM，实
现了技术状态的信息化管理。开
发科研计划管理系统等，实现项
目管理的信息化，为科研生产提
供强有力保障。开展基于条码的
生产 / 质量管理系统（ERP）的
开发与应用，条码管理系统的开
发应用，重点解决了配套组织、
过程控制、状态管理、质量追溯
等问题，使批生产达到稳定、有
序、可控的状态。后又逐步应用
到所有型号项目上，为公司拉式
生产体系构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重构科研生产和
绩效评价体系

先进管理理念、管理工具的
推广应用为昌飞公司夯基、蓄能
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
公司系统谋划从单一生产能力建
设到生产线整体能力建设。

2010 年引入拉式生产模式，
运用 PDM、条码管理等信息化
管理手段，将直升机复杂、离散
的生产过程虚拟成一条数字化生
产线，实施拉式节拍生产，促进
了生产效率提升，直升机产品年
生产交付连创新高，实现产能释
放。

2014 年， 公 司 根 据 未 来 5

年排产规划，提出铆装节拍生产
线、总装脉动生产线以及核心零
部件生产线上批量需求，对生产
线布局进行调整，不断升级构建
基于节拍的拉式生产线，破除能
力提升瓶颈。

传 统 部 门 分 工 一 定 存 在 边
界问题，也会因自身利益，不愿
过多暴露问题或在原有管理成果
上，不愿进取创新的情况。在保
证企业经营活力和持续改善条件
下，公司从组织架构上解决“谁
决策、谁归口、谁主管、谁执行、
谁监督”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组
织与管理架构。

“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如
何解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
饭，激活全员激情，成为发展过
程中必须尽快解决的紧迫问题。
公司从组织绩效方面、个人绩效
方面分别开展了研究与实践，引
入综合平衡计分卡（IBSC），全
面实施 KPI 考核，开始对以计件
制为核心的经济责任制考核模式
进行变革，逐步形成了经济责任
制考核和 KPI 考核联动的组织绩
效考核体系 ；持续构建完善工资
增长与效率联动机制，建立基于
岗位、能力和组织绩效为基准的
薪酬体系，实现薪酬的增值、激
励、调节和保障功能，尤其在员
工薪酬体系改进和干部绩效考核
方面取得了突破，从而解决分配
基础，重构分配体系的问题。

从管理治企到文化强企

昌飞公司坚持“技术、管理、
文化”三轮驱动发展模式，通过
多年的三轮驱动，取得了较为快
速的发展，连续多年实现产值超
百亿元，直升机生产能力稳步提
升，管理创新、信息化建设及劳
动生产率、人均产值跃居集团公
司前列。

2016 年 公 司 提 出“ 品 牌、
质量、诚信、创新”企业方针，
几年来，按照这一工作方针，以

“质量至上、客户满意、形象一流”
为目标开展品牌建设，从产品到
品牌，提升客户满意度。

2018 年公司提出“向高质
量发展转变”，全面推进以产品
为主线的品质提升和 B 流程改
善。同时根据集团公司统一部署
和要求，运用全生命周期建设方
法，按照“分析、设计、构建、
部署 / 实施、运行 / 维护、持续
改善”六个阶段，在全业务域重
点开展流程显性化构建、多要素
深度融合、流程自动化运行三个
方面工作，全面推进 AOS 管理
体系建设试点和落地。经过几年
发展，以 AOS 管理体系建设为
平台的企业管理与信息化建设深
度融合，有效实现管理提升效益
和素养。

系统性构建企业文化的顶层
架构，以集团先进文化力建设“思
想引领力、价值支撑力、行为导
向 力、 团 队 凝 聚 力、 社 会 影 响
力”“五力”目标为统领，以集
团“报国·航空”“责任·航空”“创
新·航空”“风采·航空”四个“·航
空”为平台 , 以“精益文化、问
题文化、数据文化、执行力文化、
团队文化、品质文化、客户文化”
七个企业文化特质为抓手，以“不
伤人、不烦人、服务人”员工价
值观为根基，以“执行第一、表
单办事、问题透明、日清日毕、
数据说话、持续改善”员工岗位
行准则为规范，促使广大员工形
成共同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
打造先进文化力，实现从管理治
企到文化强企，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既是发
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新发展
理 念、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夯 基
蓄能走实新时代航空强国发展之
路，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体系落
实落地的必然选择。昌飞公司始
终坚持以管理创新助推企业发展
进步，通过管理创新苦练‘内功’，
向管理要效益要效率。通过系列
举措、制度，以管理创新的手段，
推进建设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全
面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助力高质
量发展，助推公司向产品一流、
技术先进、管理科学、核心竞争
力强，世界领先的直升机企业迈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