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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场日志

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要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
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
强调

“打造领先　　力”大家谈
创
新

杨伟到航空工业机载
座舱系统事业部调研

本报讯　5 月 11 日，航空工业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杨伟对航空工
业机载座舱系统事业部“十四五”科
技创新规划进行专题调研。座舱系
统事业部展示了近年来技术及产品
创新成果，并以面向装备发展需求、
技术发展驱动、现有能力提升、薄
弱专业开拓为总体思路，对“十四五”
核心技术谱系、产品谱系、能力提
升等创新项目、创新活动进行汇报，
参会领导及专家开展了深入交流研
讨。

杨伟对机载座舱系统事业部创
新规划提出了具体要求 ：要始终面
向航空产业发展需求，关注跨平台

协同、全链路、指挥控制等方向，
深入研究增强装备能力与基于机理
的技术问题，为航空装备发展做出
贡献。聚焦关键专业领域，系统谋
划，面向市场需求持续开展务实创
新，创新的成果要体现在具有先进
功能、性能的原理样机、工程样机上。
要不断深化研究核心产品、技术和
能力清单，做进一步归类和迭代，
准确定义未来科技创新项目及活动，
真正提升事业部技术和产品的核心
竞争力。机载系统公司有关领导参
加调研。

� （杨景卓）

创新 成就科技自立
	| 雷宏杰

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战略
全局出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吹响了向“世界主要科
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冲锋的号角，
航空工业党组“创新决定 30 条”
发布和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
长谭瑞松《担负重任�做好科技创
新排头兵�履行使命�抢占航空科
技新高地》的署名文章，为航空
工业持续优化创新机制、激发创
新活力指明了方向。

航空工业自控所作为航空工
业导航制导与控制（GNC）专业
的研发中心及机载 GNC 事业部
的牵头单位，近年来虽然在技术
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对标国家和集团发展
要求，在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方
面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战
鼓催征，需要我们正视差距、快
速行动、三管齐下，着力打造
GNC“领先创新力”。

做实发展规划��总结“十三五”
规划实施，分析国内外 GNC 技
术发展现状与趋势，明晰新形势
下装备发展需求，围绕提升 GNC
专业技术和产品核心能力，制定
“十四五”技术发展规划。GNC
系统技术面向背景项目，提取共
性需求，构建新一代产品平台，
同时围绕产品平台，梳理关键技
术需求，不断提升系统关键技术
成熟度。围绕系统需求，结合专
业发展，做好元、部件产品的整
体布局，加速产品升级换代，保
持竞争优势。

激活创新队伍� �打破传统以
业务相似性为组织单元的模式，
推行首席负责制，自主进行团队
组建。人才招聘拓宽渠道，不拘
一格。在 GNC 事业部内吸纳优
秀技术人员到创新中心挂职。加
大校企合作，扩大交流分享。多
渠道引进招募成熟人才、适配人

才。基于贡献价值，加大多元化
激励力度。坚持多层次、多频次、
多种类原则，采用基本收入加绩
效奖金、专项奖金、岗位分红、
项目分红、职务晋升等灵活多变、
有竞争性的激励方式，激发员工
创新动力，激励优秀的技术人员
参与创新型研究。以创新目标为
导向，建立灵活的考核机制。

做优创新管理� �打破部门壁
垒，压缩组织层级。尊重、发挥
专家作用，打造国内一流开放赋
能平台，构建与多方共建共享的
创新组织。坚持“开放、协同”
理念，有效整合 GNC 事业部、
集团乃至国内外资源，借鉴 P2P
配置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创新
管理机制，重新定义技术创新与
型号研制的流程边界，聚焦“快
速性”“市场化”，构建敏捷高效
的研发体系。培育果敢担当的创
新文化，坚持科学严谨，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实现英雄个人与
智慧集体的统一。

一整套加速创新的组合拳，
有效地推动了自控所创新能力的
提升，GNC 事业部创新中心作为
开放式创新平台，获得了事业部
各成员单位和入住创新团队的广
泛认同。新布局的智能感知、智
能控制等多个技术方向获得了国
家的认可与支持。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
不来、讨不来的。距离战略目标，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坚定
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重
要论述，紧紧扭住GNC核心技术，
赓续奋斗，久久为功，以创新成
就科技自立，不负重托，不辱使
命。

（本文作者系航空工业自控所
所长）

小链接：在今年 2 月 26 日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
部长王志刚表示，面向“十四五”，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
作用。一是围绕推动产业链高端化的问题，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
技术，强化前沿技术部署。二是围绕支撑实体经济发展，大规模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三是围绕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创新药物
等研发应用。四是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大力推进污染防
治等技术攻关和应用推广。五是围绕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激
发人才活力为重点，启动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

坚持目标导向  树立领跑思维
提升企业创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王金岩�

航空装备朝“信息化、智能化、
网络化、体系化”特征发展，航空
电子持续向复杂性、开放式、智能
化方向演进，机载技术创新成为装
备发展角力主战场。充分利用人工
智能、智慧座舱、电磁空间一体化
前沿科学技术创新，推动航空装备
新质能力生成是航空工业上电所建
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的主责主业。建
设“国际一流、国内领先”航空电
子系统供应商，是上电所坚定不移
的目标，在航空工业“领先创新力”
体系框架下，推动产业融合新举国
体制，打造自主完整、协同高效、
充满活力的基层企业创新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成为贯彻“创新决定 30
条”的首要任务。�

上电所秉承“战略导向、市场
导向、应用导向”创新治理原则，
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承接市场需要，
推动应用创新，利用科技创新产业
溢出效应，实现了从单一座舱显示
控制类产品向航电系列产品、特种
飞机任务系统、无人机指挥控制、
空管系统装备发展的新跨越。上电
所倡导“体系创新、过程创新、产
品创新”创新治理模式，积极推动
“平台创新战略”，打造以航空科技
重点实验室、航空专业实验室、航
空产品技术平台、重点型号项目为
主体的“四位一体”创新治理体系，
全面推动复杂系统正向设计和系统
工程过程创新，打造技术创新与产
品创新分离且高效协同创新体系。
上电所坚持“过程可重复、成果可
复用、创新可迭代”自主创新理念，
把企业研发生态建设作为线索、创
新能力提升作为核心、沉淀知识资
产作为要义、实现持续创新作为目

标，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

上电所坚持用管理创新推动技
术创新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创新特
区管理、人才激励、成果转化机制，
建立“强军首责、国家至上”发展
理念，落实“忠诚奉献、逐梦蓝天”
精神，倡导“严谨细实、守正创新”
创新文化，建立“航空报国、航空
强国”的价值体系。广泛建立高校、
研究院所、企业、员工等多方利益
创新共同体，用契约精神落实合作
机制，用市场机制建立分享规则，
用科学态度化解矛盾冲突。聚焦企
业创新体系赋能作用、员工创新主
体能动作用、规划创新指南指引作
用、创新成果转化激励作用，全面
提升企业创新治理能力水平，打造
机制健全、公平聚智、激情创新、
共享共赢的创新生态。

上电所坚持以开放合作提升技
术创新领先能力。突破企业内部封
闭创新模式，倡导新型举国体制，
融入新时代航空强国科技创新体
系。利用重大市场项目做实座舱系
统事业部联合创新中心 ；利用航空
装备体系论证项目实现与航空研究
院、主机和专业厂所无缝对接 ；利
用国家科学技术重大专项推动与高
校、行业外研究机构和民营企业广
泛合作，发起“先进航空电子架构”
技术联盟，建立长三角地区创新联
合体，整合国内领先技术，实现航
空电子技术创新超越。聚焦航空装
备体系建设、新质能力生成，聚焦
创新生态建设、创新能力提升，全
面优化创新治理能力体系，建设能
力强大、自主完整、协同高效、充
满活力的创新力量。

（本文作者系航空工业上电所
所长）

西锐SR系列飞机
交付量超8000架

本报讯（通讯员　戴海滨　廖
文峰　钱硕）　近日，航空工业通飞
所属西锐公司宣布，SR 系列仍是 19
年来最畅销的高性能活塞飞机，其
SR 系列飞机交付量已超过 8000 架，
实现新的里程碑。“愿景”SF50 喷
气机也连续第二年成为通航界最畅
销的喷气式飞机。

2020 年，除了交付 346 架 SR
系列飞机和�73 架 SF50 喷气机之外，
西锐公司在 SF50 上提供的“安全返
回紧急自动着陆系统”取得美国联
邦航空局（FAA）认证，并将内容
全面的 VisionAir 喷气机所有权解
决方案引入私人航空领域。

西 锐 公 司 首 席 执 行 官 Zean�
Nielsen 表示 ：“过去一年突出展
示了我们团队在前所未有的挑战中

坚持不懈的能力。随着人们对产品
和服务的需求逐年增长，我们会继
续在全球范围内向航空业引进新人
才，并将致力于继续为全球 8000 多
架 SR 系列飞机用户和超过 245 架
SF50 喷气机运营商提供世界级的航
空体验。”

2020 年是 SR 系列飞机交付
量连续第七年超过 300 架。此外，
SF50 继续打入新的全球市场，目
前全球范围内的 SF50 机队已超过
245 架。如今，已有超过 450 名飞
行员获得了 FAA 签署的 SF50 机型
驾驶认证。西锐服务的扩展也推动
了企业发展，包括 Cirrus�Direct 引
入了新的西锐认证产品以及 Cirrus�
Finance 向国际市场的扩展。

首台“中国制造”737MAX
全动飞行模拟机通过过渡C级鉴定

本报讯　5 月 12 日，柯林斯宇
航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安胜（天
津）飞行模拟系统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胜公司”）研发制造的首台
“中国制造”波音 737MAX 全动飞
行模拟机通过中国民航局过渡 C 级
鉴定。

波音 737�MAX 飞机复飞问题
备受关注，过渡 C 级是当前局方鉴
定该机型全动飞行模拟机所能批准
的最高等级。该模拟机采用了波音
公司认可的满足 D 级鉴定标准的数
据包。随着飞机复飞的进展，安胜

公司随时做好了进行 D 级鉴定的准
备，充分配合局方最大限度地保障
飞行安全。

此前，安胜公司研发制造的 737�
NG、A320ceo、A320neo 全 动 飞
行模拟机先后通过了中国民航局 D
级鉴定并交付客户投入训练。迄今
为止，安胜公司仍然是唯一一家能
够同时为波音和空客主流飞机平台
设计、认证和交付全动飞行模拟机
解决方案的中国本土培训设备制造
商。� （杭文）

中国航空公司委员会
在京正式成立

据中国民航网消息　近日，国
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宣布中国
航空公司委员会正式成立。此举旨
在通过建立正反馈机制，进一步加
强国际航协结算服务和中国 BSP 的
高效运作，更好地满足中国航空公
司关于提升国内特别是国际市场分
销渠道资金管理和风险监控的需求。

中国航空公司委员会由中国大
陆国际航协会员航空公司组成，旨
在强化中国航空公司与国际航协直
接合作，共同优化和加强面向中国
国内市场的结算系统（ISS），以及
确定中国航空公司对国内市场国际
航协结算服务的新增和增强服务决
定优先级的角色和职责。

国际航协客户金融数字服务部

高级副总裁默罕默德·阿尔巴克里
表示 ：“中国航空公司委员会的建立
对于国际航协和中国航空公司而言
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
国航空公司将对创新项目和新产品
在中国市场的实施有更多的主导权
和决定权，对优化和发展中国 BSP
和 CASS、增强中国航空公司在国际
舞台上的影响力、推进中国航空公
司国际化进程和提高中国航空公司
的国际地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后，中国航空公司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在国际航协北亚区办公室
召开，43 家中国航空公司高管（包
括 28 家国际航协会员航空公司和 15
家非会员航空公司）共计 100 多人
参加了会议。� （杭辛）

保障线上的“尖刀连”
�| 本报通讯员　赵鲜娜

在航空工业郑飞，有这样一支
年轻的队伍，他们个个生龙活虎、
激情四射。走进他们的办公室，墙
壁上挂满了各式锦旗，每面锦旗背
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提起这些，
公司客服中心主任李宽的脸上洋溢
着由衷的自豪感——“我们是一支
敢打硬仗的‘尖刀连’！”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郑飞精心筹划，迎难而
上，以“关注用户需求，提高外场
应急保障能力”为导向，灵活机动
适应战备需要，组建外场服务攻坚
突击团队，开展跨区域全方位巡检
巡修保障，提升新型作战战备安全
性，100% 完成了战备飞机实弹演
训保障任务。

作为外场保障经验丰富的管理
人员，李宽结合多年外场服务实践，
不断改进保障能力体系建设，总结
完善了“3+1”�保障模式。“3”代表
定点服务、伴随服务和远程专家支
持服务三种服务模式 ；“1”代表外
场产品重大紧急故障应急处置程序。
该模式把片区负责、专人定点、现
场常驻、远程指导、全员行动的服
务理念贯穿于日常服务保障中，急
用户之所急，想用户之所想。他出
差频繁，去年在第四季度冒着严寒
两次带队上高原边境，高反严重到
眼肿脸肿呼吸窘迫，但也没有影响
任务的按时完成。他以身作则，一
心扑在工作上，尽管很年轻，但把
客服队伍带得好，大家都心服口服。

“我们每个人都是郑飞的一面旗
帜，要确保党的力量始终战斗在外

场保障的最前沿！”这是支部书记
周翔做工作动员时常说的话。

某天中午接到紧急来电，有产
品在空中出现突发故障。经过紧急
准备，当晚 6 时周翔便带领由设计
专家、产品装配骨干等组成的问题

处理团队出发，经过辗转乘坐飞机、
汽车，于次日凌晨 5 时到达目的地。
大家来不及休整，立即赶赴现场开
展问题排查。夏季的南方潮湿闷热，
大家在接近 40 摄氏度的机舱里拖着
疲惫的身躯一直忙到深夜。凌晨时
分产品最终通电检查正常，保障了
当天重大演训任务顺利进行，部队
对郑飞的快速反应速度和问题处理
能力给予高度赞赏。

多年来，没有人统计他们总共
紧急出动了多少次，每个外场的紧
急任务，就是他们不折不扣的最高
指示，更是他们披荆斩棘的动力引
擎。

面对分布在大江南北的陆海空
军和主机厂所，随时可能发生因产
品使用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客服团
队要在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及时排故。
发动机轰鸣的外场，蚊虫叮咬的偏
僻海岛，寒风肆虐的大漠边关随处
可见他们的身影。这支团队平均年
龄 38 岁，一手背负着赡养的义务，
一手承担着抚养的责任，奔波之苦
可以克服，但不能在父母身旁尽孝、
不能照顾孩子、不能陪伴爱人的内
疚却成了挥之不去的痛。

唐跃武，一名 34 年党龄的老
党员，辗转奔波了一个多月，在刚
完成多地巡检巡修任务准备返回时，
突然接到紧急任务。为确保部队正
常飞行训练，他二话没说就退掉了
回家的车票，从 7 月底至 8 月初的
10天时间内，连续辗转了11个地区，
顶着酷暑，深入一线，排除隐患。

郑强在客服工作已经 5 年了，
他的一句“把活干好才是真的好”
道出了航空人的本色。从 2016 年

开始，他每年驻外场保障 300 多天，
白净的小伙变成黑里透红的汉子。
外场最大的困难是交通，如果纯粹
靠步行，会因效率低而误事。为此
他自己买了辆电动车，以 30 年的丰
富技术经验，及时为用户排忧解难，
年均完成保障任务 20 多项，执行技
术贯改产品近百套，给多个部队开
展培训近百次。

王明华拿着 4 页的行程报销单
去财务报销，财务人员惊讶了，每
页 8 个地方，看着都眼花缭乱，怎
么出差一次去这么多地方啊？这个
老党员只是淡淡一笑 ：“跨区作战对
我们来说太平常了，全国各地马不
停蹄地跑，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
我们。”从夏季离开，也许到冬天才
能回来，他们的办公室里常备着洗
漱用品，急事随时会来，随时就得
听从安排出发。

外场千条线，内勤一根针。千
头万绪的外场信息随时反馈到郑飞
客服信息处理室，杨超和蔡军涛两
人承担着外场信息的收集、处理、
传递、反馈，以及外场备件的计划
调度等工作，每天要及时向有关部
门反馈，并督促问题归零。

就是这样一支尽忠职守的“尖
刀”团队，始终牢记“讲技术，不
讲困难，讲奉献，不讲条件”的使
命责任，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忠诚
奉献、逐梦蓝天”的铮铮誓言，顽
强拼搏、砥砺奋进，为航空武器装
备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
得赢”提供坚强的技术保障，用智
慧、汗水和担当助力国防建设扬帆
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