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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签署民航维修合作执行程序

4 月 30 日，中国民航局与新加坡民航
局正式签署《中国民用航空局和新加坡民
航局维修合作执行程序》。该执行程序是在
2019 年 8 月签署的《中国民用航空局和新
加坡民航局航空维修合作技术安排》框架
下，明确具体操作程序的执行文件，为双
方相关航空维修企业开始申请对方民航局
的维修许可提供了具体指导。目前，新加
坡有 43 家维修企业取得了中国民航维修
许可证件，中国有 26 家维修企业持有新加
坡民航维修许可证件，包含机体、发动机、
部件等各类维修单位。根据执行程序，两
国航空维修企业可直接向对方民航局提交
申请，通过补充文件审查程序即可取得对
方民航局的维修许可证，无需接受现场审
查。根据执行程序，中新两国民航局将每
年举行定期交流，讨论支持维修行业发展
和提升安全监管效能的相关议题，共同促
进两国民航维修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白云机场T3将接入广河高铁、
广珠（澳）高铁

4 月 29 日，广州发改委正式批复白云
国际机场 T3 交通枢纽轨道预留工程可研报
告。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广从城际（广河高
铁）、广州至珠海（澳门）高铁及芳村至白
云机场城际 T3 枢纽车站、车场以及东西两
侧区间的土建预留工程，车场总规模为 5
台 12 线，车站总建筑面积 17.46 万平方米，
地下隧道总长度约 9.47 千米。项目估算总
投资为 919283 万元，由广州地铁集团负责
建设管理。

我国首台套 30兆瓦级燃气轮机
驱动压缩机组通过国家验收

4 月 24 日，由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〇三研究所牵头研制的我国首台套 30
兆瓦级燃气轮机驱动压缩机组顺利通过国
家验收。经鉴定，机组性能完全可以满足
建设与运行要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
现了我国能源装备领域的重大突破。该机
组于 2010 年启动研制，2018 年 12 月正式
投入工业性考核运行，至 2020 年 1 月累计
运行时间达 4000 小时，圆满完成工业性考
核。截至目前，机组累计运行时间已超过
8000 小时。该机组的成功研制和应用，打
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基
本建立了我国 30 兆瓦级燃气轮机驱动压缩
机组设计、生产及试验验证体系，对于保
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首批50架“宜宾造”5G无人机飞往美国

4 月 30 日，由四川一电航空技术有限
公司最新研发生产的首批 50 架 5G 无人机
被装上集装箱，将踏上飞往美国的征程。
此次出口美国的 5G 无人机主要用于消防、
应急救援、疫情防控等行业领域，其最大
续航时间接近 50 分钟、续航公里数接近
10 千米，还挂载了 10 倍变焦 4K 相机以及
喊话器等。

山西将以“飞起来”为核心建通航强省

近日，山西省印发《关于印发山西省
国家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建设 2021 年度
工作任务的通知》。通知指出，山西 2021
年工作任务的主要目标，以“飞起来”为
核心，推动通航短途运输、低空旅游、航
空体育、人工影响天气等通航业务更加丰
富多元，初步构建航空应急救援和航空医
学救援体系，提高通用航空飞行服务保障
能力，进一步探索推进低空空域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多层级通航基础设施加快组团
成网，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全
省通用航空业发展政策支持和统计体系基
本形成，通航强省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西南无人机适航审定联合研究中心
揭牌成立

4 月 29 日，以“创新发展路、航空新
时代”为主题的无人机适航与应用创新论
坛在四川什邡举行。论坛上，“西南无人机
适航审定联合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什邡
明确了通航产业为“1+3+2”现代产业体系
核心支撑，培育引进了天域航通、爱思达
等一批知名通航企业，总投资超 50 亿元的
通航产业园和什邡通用机场拔地而起，什
邡正朝着四川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示范区
目标阔步前进。此次共建的西南无人机适
航审定联合研究中心，将开展无人机适航
标准研究、无人机审定实验试飞验证、适
航审定专业人才培养等，为民用无人机产
业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李梦依　整理）

攻坚克难显担当  开拓创新谱华章攻坚克难显担当  开拓创新谱华章
——中航西飞国际航空部件厂AG600项目研制纪实

 | 本报通讯员　赵爽

2017 年 12 月 24 日，AG600 陆 上 首
飞 成 功 ；2018 年 10 月 20 日，AG600 水
上首飞成功 ；2020 年 7 月 26 日，AG600
海上首飞成功。AG600 飞机每一个重大里
程碑节点的背后，都离不开航空人日夜兼
程的努力。对于中航西飞国际航空部件厂

（以下简称“国航厂”）而言，对于亲手参
与了飞机装配的大家而言，这些值得纪念
的日子更令人自豪。

2020 年，国航厂接到某架 AG600 中
机身和机翼的研制任务。厂里立即成立了
AG600 项目研制团队，团队中一半以上是

“85 后”的青年，这是一支朝气蓬勃、激情
进取、勇于担当、攻坚克难的队伍。他们
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智慧力量，唱响一
曲“航空报国”的凯歌。

举旗扛鼎担重任

AG600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 /
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承载着国家使命。
中机身作为 AG600 最大的部件，由 4000
多项零组件、27 万多个紧固件组成，是
AG600 汲水、投水最核心的部件，直接影
响着飞机灭火、救援等任务的执行。而翼
展近 40 米，由 5000 多项零组件、27 万多
个紧固件组成的庞大机翼，也是飞机装配
生产中最复杂的结构。产品船体密封性要
求高、尺寸大、外形要求控制严，以及船
体部分结构新、汲水排水管路结构复杂并

存在大量的高精度孔和一些特殊材料等问
题，无疑是对研制团队的严峻挑战。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AG600 项
目研制团队深知，承担 AG600 项目装配研
制工作，面对新型的结构、繁重的任务和
紧迫的研制工期，大家不能退缩，必须奋
勇担当、迎难而上、集智攻坚，充分展示
航空人团结协作的力量。为保证研制工作
顺利进行，研制团队 10 天内就发出全部状
态表 4000 余份，陆续申请装配工装 500 余
项，编发技术文件千余份。

精益理念贯始终

AG600 项目采用了很多的前沿技术，
在仅有 10 个月的研制周期中，研制团队工
艺人员进行工艺方案策划时，用精益理念
武装头脑，缩短装配周期，简化装配工艺
流程，采用“一次做好”的质量理念和工
艺方法调整工序，将精益理念贯穿项目研
制全过程。

研制团队从产品的尺寸、产量及项目
管理角度出发，运用数字化仿真技术、三
维厂房精益布局等方法，提供了全新的评
估方案和分析手段，节约了大量实物模拟
所需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达到了生产线
设计布局最优化目的。在装配工艺设计过
程中，团队大胆采用三维数模进行模拟装
配，采用模拟仿真手段在生产装配过程中
发现工艺设计不合理之处，最大可能降低
产品的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为后续
顺利开工打下基础。

集智攻坚新思路

寒夜，技术室，AG600 项目研制团队
依然在挑灯鏖战。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夜
战”已成常态。柔和的灯光下，忙碌的参
研员工正进行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战。
溢水管组件由整体焊接件改为铆接装配组
件，大大提高了装配难度。溢水管管壁为
双曲的钣金蒙皮，卡箍为机加的环形工字
梁，两类零件在组合制孔时会出现贴合面
不能紧贴的情况及以蒙皮易起皱甚至破裂
等问题。高级工程师、也是研制团队的骨
干徐波带领团队集智攻坚，用工装定位器
定位卡箍，采用前后蒙皮分开定位的方式
解决了蒙皮与卡箍无法贴合的问题。每每
遇到难题，研制团队就会进行热烈讨论，
通过思想火花的碰撞，最终将难题各个击
破。

全力奋进保节点

寒冬时节，单元长白晓辉已经进驻新
厂房 AG600 装配现场。“什么都没有，我
们要准备很多东西。”微微落寞之后，阳
光、积极的神态又浮现在他的脸上。继而
他笑着对工人说 ：“既然知道后面有 100 步
要走，那就先踏出我们征程的第一步吧！”
说干就干，杨战锋、王红博、赵毅、王智
强是第一批参与 AG600 装配试制的工人，
也是国航厂从不同单元抽调来的骨干。在

“零故障”装配完成首个组件之后，现场还
多出了很多创新工具。针对 AG600 项目闭

斜角多、无法使用垂直钻套的情况，王智
强设计制造了一项钻孔垂直参考器，获得
了大家的好评。随着更多组、部件的开工，
现场的“微创新”工具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这是中航西飞工人素养的体现，更是他们
在思考中干活的有力印证。

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万胜强负责整
个项目现场装配难点的攻关，哪里有难点
他就出现在哪里。涂胶困难，他就去做实
验分析原因 ；复材对缝难以控制，他就来
回上架四五次调整最佳状态。干活间隙，
他还不忘给年轻工人总结经验。他是大家
最信任的人，也是 AG600 现场装配团队心
里的“压舱石”。

2021 年 AG600 项 目 正 式 开 铆， 项
目研制全线迅速掀起大干热潮。国航厂党
委、团委分别为 AG600 项目成立了党员先
锋队、青年突击队，提高全员的政治站位，
坚定首战必胜的决心 ；汇聚团队的智慧力
量，树立首战必胜的信心 ；发挥党员的先
锋作用，筑牢首战必胜的核心。冲锋号角
已吹响，AG600 现场全体研制人员不分昼
夜、全力攻坚，某架机顺利下架交付。

国航厂这支年轻的 AG600 项目研制
团队，践行和发扬“颠覆现实、挑战极限”
的极客精神 、“精益求精、志成大家”的工
匠精神，用激情、智慧和担当激发探索创
新的力量，彰显航空人勇攀科技高峰的精
神风貌，也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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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7 日，航空工
业陕飞部件厂开展首届“青创未
来、必定有我”创新创效大赛，
15 个参赛作品参加了激烈的角
逐，最终决出一、二、三等奖。

此次参赛作品涵盖自动钻铆、
3D 打印、人工配修、铆接、电路
控制等多个工种。全国劳模赵平、
陕飞部件厂三级技术专家楚卫平
及相关单位领导出席比赛。

比赛现场，来自部件厂各岗
位的 60 余名青年职工齐聚一堂。
15 支参赛队分别围绕团队构成、
项目亮点、作品寓意，依次展示
参赛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参赛作品多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一主题，立意鲜明、
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精工巧匠
队”呈现的是一个纯手工打造的
缩小版直升机，作品可 360 度旋
转 ；“众志队”现场制作了一个小
型云中舸，通过钻孔、铆接、对
合等工艺方法，展示了高超的铆
接技术 ；“超越队”制造了一辆小
型版“勇士”牌汽车，蒙皮铆接
车身，结合数控技术实现手机遥
控，令人惊叹；“破壳小队”和“快
乐师徒队”则分别采用 3D 打印
技术和石膏倒模，分别制作出战
舰和运输机模型，将现代技术应
用呈现于大家眼前……

计分期间，一场小型的党史

学习教育问答活动再次掀起比赛
现场的热潮，大家争先恐后答题，
将此次活动推向高潮。

此次由陕飞公司团委策划开
展的“青创未来、必定有我”首
届创新创效大赛，以项目申报评
审、试点单位现场赛为主要形式，
全方位、多维度推进创新创效，
受到基层单位的热议。截至目前，
累计征集到 10 余家基层单位的创
新创效项目 80 余项，内容涵盖科
研、生产、管理等多个层面，目
前公司正组织专家进行专项评审。

（朱瑾　郭懂懂　秦浩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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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瑾　朱瑾　摄摄

瞄准目标　奋勇拼搏
进入二季度，航空工业进入二季度，航空工业

沈飞各单位归位尽责、主动沈飞各单位归位尽责、主动

作为，瞄准上半年科研生产作为，瞄准上半年科研生产

任务目标，积极组织、细致任务目标，积极组织、细致

谋划，掀起了新一轮攻坚热谋划，掀起了新一轮攻坚热

潮，全力确保公司上半年科潮，全力确保公司上半年科

研生产任务顺利完成。研生产任务顺利完成。

张可　陈阳　张可　陈阳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新航豫新开展“师带徒”课题评价
本报讯　近日，航空工业新

航豫新公司开展 2020 年度“师
带徒”课题过程评价。与以往不
同的是，本次评价采用“360 度
评估反馈”，保证了课题方向不走
偏、效果实绩更扎实，帮助新员
工在学生与职场人的角色中有效

“切换”。
评估从课题计划、课题进度、

培养计划及效果、意见及建议 4
个维度进行评价。参与评估的 26

项课题反映了部门、岗位的难点、
卡点问题，内容涉及工艺流程优
化、工艺研究、产品设计开发，
产品合格率提升、产品 J 成本精
益等。活动中，师徒以 QC 活动、
J 成本等精益管理工具展示分析、
解决问题的思路与举措。主管领
导、平级同事进行评价建议，师
徒根据专业知识和技能运用情况、
课题实施情况、日常表现等方面
展开互评。

评估最重要的环节在于反馈。
对于评估过程中提出的建议，现
场发出“成长反馈单”，师徒根据
反馈意见，理清整改举措，作出“阶
段性成长承诺”和支援需求，从
而促进更深层次地钻研课题、系
统地锻炼思考能力，同时也扩大
了课题的参与面，更多职工以支
持者的身份加入进来，集中力量
实现价值最大化。

（王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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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金盛，航空工业昌飞钳焊厂焊工
班班长、高级技师。自 1993 年参加工
作以来，他一直在生产一线从事焊接工
作。凭着手中的一杆焊枪，他解决了军
品线上相关的疑难杂症，充分发挥一名
优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昌飞
公司直升机批产交付作出了重要贡献、
获得了不平凡的业绩。

刻苦钻研、创新进取的“拓荒牛”

工作近 30 年来，方金盛初心不改，
扎实工作、刻苦钻研，以强烈的责任心
坚守焊工岗位。氩弧焊焊接是一项需要
手工操作的技术，操作难度大、劳动强
度高，极易出现焊接缺陷，没有数年的
基本功很难焊出合格的产品。他凭着坚
韧的毅力和顽强的干劲，很快跻身焊工
技师行列，焊接出的产品让检验员放心、
让用户满意。

翼尖蒙皮一直是厂里的瓶颈零件，
气焊焊接的工艺方法使其生产周期与特

殊过程不易控制，生产合格率也较低，严重影响产品交付节点。方
金盛主动带领班组对翼尖蒙皮不合格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经过不懈
努力和反复练习，终于攻克了这一难关，使翼尖蒙皮合格率达 90%
以上。不仅满足了当年的备件需求，还将以前尾欠的生产任务全部
完成。

2020 年 11 月，某型机前发进气道需加装防护网。由于防护网
结构复杂，需要把 21 根管子焊接成撑杆组件后再进行编织，而且
产品节点紧、没有暂焊夹具，只能依靠配套胎的型面进行焊接，过
程中还要避免焊接变形。方金盛主动请缨承接任务。凭借丰富的焊
接经验，他与设计员、工艺员、导管工一起讨论焊接顺序和校形方法，
并经过几天加班加点的努力，保证了防护网的产品质量和交付节点。
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改进意见，将防护网的编织更改为焊接，极
大提高了产品的表面质量和美观程度，解决了用户提出的编织接头
较多、影响美观等问题。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老黄牛”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方金盛愈加注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
心扑在热爱的岗位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以献身航空的一腔热
忱，舍小家顾大家，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加班加点毫无怨言，总能
克服诸多困难出色完成生产任务。

方金盛参与了昌飞公司所有型号的焊接工作，在各型机关重件
焊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某金属材料的焊接性能较差，极易产生气
孔、未焊透等缺陷，但主减撑杆、发动机支架等关重件均采用该材料。
针对此问题，方金盛通过不懈钻研、刻苦练习、反复操作，做到了
焊接后的零件一次性通过产品质量检验，并将焊接报废率降到最低。
2020 年，在焊工班人员紧张的情况下，他带领班组成员加班加点，
全年交付主减撑杆较 2019 年提高 26.67%、发动机支架提高 6.3%。

为做好技术传承，他总是鼓励年轻人大胆实践，并从旁手把手
进行现场带教。他不仅热心帮助年轻人技术进步，同时还从思想上
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帮助他们解决学习、思想以及生活等方面遇
到的实际问题。在他的带动下，班组涌现出了一批技术骨干。目前，
焊工班已有 3 名高级技师、5 名技师。

“每每看到公司生产的直升机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想到自己
焊接的零件在飞机上发挥着作用，我的内心便涌动着骄傲与自豪。”
朴实的话语、坚韧的态度、奔跑的精神，方金盛用一根根焊丝焊接
出一件件精品，在航空报国的征程中谱写奋斗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