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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场日志

中航国际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航空供应链集成服务商

中航供应链是中航国际按照航空工业战略部署，汇聚原中航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优势资源整合而成，旨在成为世界

一流的航空供应链集成服务商。

中航供应链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宗旨，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借鉴国际

先进的供应链集成服务经验，以专业化的核心能力为支撑，为客户提供采

购、运输、仓储配送、转包生产、设备采购、工程能力提升、自动化装配

等供应链集成服务。

公司官网：http://www.avicsupply.com.cn

全员参与 自觉降本全员参与 自觉降本
——中国航发大力开展成本文化建设

推动成本工程向深层次、细末节、
规范化纵深突破，需要大力培育成本
文化，全方位营造成本文化氛围，着
力提升全体职工的成本意识，形成“人
人讲成本，事事问成本”的工作氛围。
今年，中国航发各单位在成本文化培
育方面开展了各项举措，不仅提升成
本工程管理水平，还强化了员工们的
成本意识。

中国航发商发在成本文化氛围营造
方面，利用媒体平台宣传成本文化理念
及先进典型，建立以成本观、成本方针、
成本目标为核心的成本文化体系；在融
合管理职能和业务工作方面，建立了一
支由3名专职人员和20名兼职人员构
成的成本工程师队伍；在成本控制制度
完善方面，发布《成本控制措施指引》，
形成48条成本控制要点，优化成本工
程考核细则，兼顾当期降本与建立长效
机制，更好发挥考核引导作用；在员工
激励方面，落地成本工程先进典型奖励
机制；在成本工程项目推进方面，结合
“为航发尽责、为专项建功”主题劳动
竞赛，征集50个成本工程项目，提高
成本控制成效。

中国航发涡轮院在发动机设计试
验全流程开展成本工程重点改善项目
活动，“自上而下”组建成本工程工
作小组，承接重点改善项目选题，“自
下而上”激励各单位主动开展重点改
善项目申报，激发研制人员自主降本
的内驱力 ；组建院级成本改善项目团
队，并开展一对一定向督导，在完成
项目的同时，提升科研人员对成本及
经费管理的认识和理解，培养一批既
精通业务又熟悉成本经费管理的复合
型人才。

中国航发西航以“融入一个中

心、树立一种成本理念、形成一套工
作机制”的“三个一”为指导，建立
落实项目负责人、项目控制目标、项
目具体举措、项目考评办法的“四落
实”工作机制，融合党建督查和业务
巡察“双介入”的督察机制，逐步形
成了“党建 + 成本”的双轮驱动成本
文化管控体系。通过推进项目管理模
式，让参与者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增强了员工共同寻求降本增效空间的
热情，强化了成本文化的执行力。

中国航发中传财务管理部党支
部与生产单位党支部结对共建，成立
“成本工程助攻队”，瞄准成本工作主
要方面精准发力。通过支部月度成本
工程风险评估反馈，实施日常改进改
善，开展支部间季度交叉检查，带动
党员群众积极参与、相互交流、学习
提升。各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借助精益学院开展系统培训，

定期举办改善周现场发布会，引领全
员改善。

中国航发黎明在提升员工成本意
识方面，利用在线培训平台开展 900
学时的成本管理知识培训和 20 场现
场培训交流，并进行学习分享 ；在提
升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能力方面，财务
部选取行业内降本增效优秀案例向各
单位宣贯讲解 ；在推进班组业财融合
方面，16 家生产单位组织成本工程试
点班组和财务分室业务骨干进行头脑
风暴，交流成本管控改进经验。

中国航发东安立足 AEOS 各业务
域，坚持“三有”原则（只有能带来
价值的行为才能进入体系流程，只有
进入流程的业务与要素才应该保留，
只有保留下来的业务才能得到资源投
入和保障），鼓励员工从本岗位工作
出发，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控制成本，
实现价值创造 ；各基层单位围绕创新

创效、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开展
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集思广益，在
各业务域梳理成本控制点，制定控制
类型与控制策略，打造“两化”（潜
移默化、常态化）控制业务体系，增
强成本文化的执行力。

中国航发西控为实现“时间成本”
的压减，实施了“30 秒快速精准取物”
定制化管理，现场操作人员可凭借吸
附在箱体上的取物引导表格图标，快
速从定置区工具箱取物、还物。通过
流程中的小改进引导职工进行思想上
的大变革，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
强化了员工成本意识。

中国航发轻动组建成本工程师队
伍，从工程角度认识和解释成本，策
划、规划和设计产品成本水平。主要
参与产品前期成本调研，实施方案比
选，提出成本控制要求，开展科研产
品目标成本编制、评审等工作，致力
于建立健全成本工程管理体系，提升
成本工程管理水平。

中国航发黎阳通过系列成本管理
举措强化员工成本意识，如通过会议、
简报等途径坚持指标晾晒通报 ；在班
组建设中加强“C”指标的考核评价
和班组改善项目的推广 ；通过宣传媒
体开展成本案例解析，营造浓厚成本
文化氛围。

中国航发南方深入推进成本工程
管理提升项目申报和“五小”活动评
选，激发生产现场员工的改善活力，
增强员工对于成本优化、效率提升的
认同。

中国航发贵阳所为进一步营造成
本文化氛围，开展了成本工程指标看
板设计，通报成本工程定量指标并实
时跟踪更新、控制进展。� （杭发轩）

国资委发布178项
央企科技创新成果

本报讯� �5 月 30 日，国务院国
资委向全社会发布《中央企业科技
创新成果推荐目录（2020 年版）》，
包括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零部件、
分析测试仪器、基础软件、关键材料、
先进工艺、高端装备以及其他等 8
个领域共 178 项技术产品。

去年以来，为促进中央企业科
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成
果应用推广，国资委组织开展中央企
业科技创新成果征集工作，通过征
集遴选、专家评估、专利审核等环
节形成目录。这是国资央企践行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实现科技自
立自强的重要举措，是央企坚持在
“用”上下功夫的标志性成果，是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的具体实践。

其中，在核心电子元器件领域
有“魂芯”系列数字信号处理器、
高速安全芯片等，在基础软件领域
有“九天”人工智能平台、麒麟操
作系统、BIMBase 建模软件等，在

关键零部件领域有特高压直流换流
变压器、核级温度传感器、重载车
轮、轨道交通驱动齿轮装置等，在
关键材料领域有纳米气凝胶复合材
料、对位芳纶、超细高纯锗粉、钽
靶材、T8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等，在
先进工艺领域有芳烃成套技术、集
成电路制造 BCD 工艺、飞机内饰件
3D 打印技术、电子束处理工业废水
技术等，在高端装备领域有高动态
宽频带五轴飞行仿真转台、重型 H
型钢精轧机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
特种型钢万能轧机等。

下一步，国资委将建立促进科
技创新成果应用推广相关工作机制，
组织开展各类成果推介活动，促进
供需深度对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
在中央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广泛应
用，加快迭代更新，不断提升技术
产品可靠性和市场竞争力，努力在
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中更好发挥国资
央企的战略支撑作用。� （杭文）

第六届民用航空培训
产业国际论坛举办

本报讯（记者　武晨）　5 月 26
日，由中国航空学会民用飞机运行
支持技术分会、上海市航空学会与
上海航宇科普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六
届民用航空培训产业国际论坛在廊
坊召开。

本次论坛以“凝心聚力，推动
国产客机飞行人才培养”为主题，
共有来自国内各航空制造主机厂所、
航空公司、模拟器、航校 / 培训公司、
协会、院校、政府、技术厂家等行
业共计 200 余人出席。

会上，来自国内外知名重要航
司、飞培行业企业以及监管机构的
20 余位行业专家分别针对国产飞机
培训体系建设，飞行技术管理及提
升培训实效等三大板块展开讨论。

其中，已经交付国航、东航、南航
以及成都航空、华夏航空等多家航
司的国产客机 ARJ21 的运行情况
成为论坛的热点议题之一。来自成
都航空的 ARJ21 飞机机长分享了
ARJ21 飞行人员队伍建设的相关经
验 ；来自华夏航空的飞行干部代表
则分享了 ARJ21 在市场运行中的表
现与管理经验。

在论坛现场，河北临空集团有
限公司还与安胜（天津）飞行模拟
系统有限公司、北京蓝天航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模科技有限
公司等 6 家航空飞行模拟器生产、
研发、培训等相关企业签订合作备
忘录，项目总投资额达 26 亿元。

空客公司向供应商发布
飞机生产更新计划

据空客官方网站消息　5 月 27
日，空客公司表示在单通道飞机这
一细分市场的带动下，民用飞机市
场将于 2023 年至 2025 年之间恢复
至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

空客公司向供应商提供其生产
计划的更新信息，与预期的恢复计
划保持一致。A320 系列飞机：�2021
年第四季度 A320 系列飞机的平均
产量为 45 架 / 月，在 2023 年第二
季度前产量提高至 64 架 / 月。鉴于
市场将继续恢复，空客还要求供应

商在 2024 年第一季度能够实现 70
架 / 月的生产率。从长远来看，有望
于�2025 年将生产率提高至 75 架 /
月。A220 系列飞机 ：目前的生产率
约为 5 架 / 月，明确将于 2022 年初
提升至 6 架 / 月左右。并预计 2025
年左右生产率将提高至 14 架 / 月。
A350 系列飞机 ：目前生产率为 5 架
/ 月，预期到 2022 年秋提高至每月
6 架。A330 系列飞机 ：生产率继续
保持在 2 架 / 月。

以变革管理为抓手 构建新运营模式
	| 孟东　周鑫　李远征

在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的进程
中，航空工业南京机电一直坚持以霍
尼韦尔、华为等一流企业为标杆，在
AOS、IPD 等管理应用上不遗余力。
2020 年以来，南京机电进一步开展以
流程架构为基础的组织变革，以项目
管理为核心构建新运营模式，更以变
革管理为抓手推进体系落地。通过以
流程架构为基础的组织变革，南京机
电在顶层确立了流程为纲的导向，为
向流程型组织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京机电 AIPD 项目自 2016 年
启动以来，逐步从局部试点走向全面
推行。随着深入实践，型号项目中的
一些成效逐渐显现。某机型是 AIPD
推行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自 2018 年
开始应用 AIPD 的流程方法进行项目
管理和产品开发以来，取得了一系列
显著成效。

在需求管理成效上，产品项目
团队深入开展需求收集和需求分析工
作，通过在设计前期与主机进行充分

的沟通和需求澄清，至少减少 30%
的设计变更，改变以往只依赖协议进
行产品设计的思维习惯，避免后期有
可能产生颠覆性的更改 ；对内部干系
人在可测试性、可采购性、可保障性、
可制造性的需求等方面开展全面需求
捕获，补充需求条目 32%，有效降低
了对项目进度、成本、易用性方面产
生的影响。

在项目管理成效上，项目管理团
队通过项目例会，识别风险和问题，
制定行动项后，型号总师牵头项目管
理团队致力于解决产品开发团队问
题，项目阶段问题关闭率达到 72%，
有力地保障项目按计划进行推进。

2020 年 8 月，某机型 6 个项目
参加主机第一轮方案 PK，荣获 5 个
第一，1 个第二，取得南京机电机型
PK 历史最好成绩。主机反馈南京机
电得分高的主要原因是产品研发的系
统工程过程规范、逻辑清晰，显示出
AIPD 体系的独特优势。

自稳步推进 AIPD 以来，南京机
电建立了覆盖产品研制全过程的项目

管理流程，并在若干型号项目上推进
运行。因原有的以职能管理为主导的
组织框架未变，项目管理始终未能发
挥最大作用。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
题，2020 年初，南京机电基于主价值
链流程，推行以项目管理为核心，运
营管总、片区（项目）主战、部门主
建的新运营体系。

成立运营管理部，并下设 PMO，
负责承接企业战略和外部要求，编制
综合计划分解落实，对市场开发、产
品开发、批产、服务进行项目组合管
理，承担企业管总的职能。

做实片区（项目），履行片区主
战的职能 ：片区以虚拟实体承接经营
指标，由总经理与片区领导（副总
经理）签订经营业绩合同 ；片区管
理包含市场开发、型号项目研制、批
产等在内的主价值链业务，以强项目
管理方式开展工作，通过项目整合企
业资源，由片区领导与项目经理签订
项目合同，并授予项目经理绩效考核
权，共签订了型号、预研、民机科研、
专项共 188 个项目，设立项目绩效

1800 万元，通过落实项目绩效，提
升了项目管理的凝聚力。

做实系统分部，作为虚拟子公司
进行管理，一方面，由总经理与分部
领导签订业绩合同，从价值与目标、
客户与评价、流程与标准、学习和成
长四个维度承担各项指标；另一方面，
通过职能下层提升分部自身管理能
力，在片区主导的型号项目中承担各
子项目（PDT 项目），提供资源、能
力并创造价值，完成各项经营指标。

职能部门从管控和服务两个维度
出发，建设自身管理能力，在管控上，
承接企业战略和外部要求，对片区、
项目、分部进行职能管控；在服务上，
将职能尽可能前移到片区、项目、分
部上，做实片区、项目、分部，让职
能服务更加及时、准确。

经过以项目管理为核心的新运营
模式变革，南京机电从根本上改变了
以往强职能、弱项目的格局，企业真
正以项目管理整合资源、开展运营，
大大提升了组织运营效率。

伴着他们远航
	| 陈赓

伴着他们远航，就要承受密闭空
间工作生活。

伴着他们远航，就要感受黑白颠
倒昼夜不分。

伴着他们远航，就要忍受不间断
的噪音轰鸣。

伴着他们远航，就更能懂得一缕
阳光的珍贵。

作为航空工业沈阳所舰载机的技
术保障人员，他们经常体验着这样的
生活。很多人纷纷羡慕，能跟随航母
一同出海远航，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但实际上可远没有那么轻松。

舰上保障是客户与研究所之间
的纽带和桥梁，肩负着协调客户、研
究所、生产厂、配套单位等重任。尤
其在舰上，由于通讯受限，无法像其
他外场任务一样可以随时进行沟通协
调，获得各专业领域的技术支持。因
此，每个人都要掌握更加全面的专业
知识，因为他们经常要在现场作出决
策，只有当遇到特殊复杂的难题，凭
借个人经验已无法解决时，才能申请
一次通话机会，得到所里的技术支持。

“外场人绝对心向党”

老刘今年 48 岁，1996 年从南航

毕业到所里工作，到今年已经是第 25
个年头了。“外场人绝对心向党。航
母离开码头，到了公海上就相当于到
了前线，谁都不能预料将要发生什
么。”他表示，歼 15 舰载机是航母的
核心装备，是拳头力量，容不得一点
闪失。“我在家的时候，晚上沾枕头就
能睡着，但在舰上经常要到半夜 2 点
才能睡着。一是完全的密闭空间不利
于睡眠 ；二是关灯以后的黑暗，让人
分不清昼夜 ；三是通风设备的噪音会
造成人失眠，开始几天还不明显，等
到10天以后身体就开始出现反应了。”
我有时经常会扪心自问 ：“还能坚持
吗？”最后也都咬牙挺了下来，因为
我们深知，国家的舰载机起步晚，想
要赶超先进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舰上保障第一人”

崔哥今年 36 岁，�2010 年从西工
大毕业到所里工作，也已经 11 年了。
在参与舰上保障的 8 年时间里，他被
称为“沈阳地区上舰保障第一人”，。
他笑着说 ：“现代人对于手机的依赖
度是很高的，在舰上手机都要进行集
中管理，人一定是会焦虑的，好像是
一下子回到了 80 年代。”他表示，在
舰上的生活久了，人会极度想念阳光
和陆地，这就需要个人拥有比较好的

自我调节能力，否则很可能任务还没
完成，心态就先崩溃了。

再加上航母在海上一直晃动，有
人刚上来生龙活虎的，晃两天就蔫了。
睡觉的时候也经常不由自主地一会儿
往这边歪，一会儿往那边歪，对大家
来说，这都是每天的考验。

“家人们心也得大”

“不光要我们心大，家人也得心
大。”他们通常都是在上舰之前给家
里打一个电话，说是要出差，等到靠
岸之后再跟家里报个平安，期间是没
有办法跟家里取得联系的。有时因为
离家时间太久了，也只能在跟所里汇
报情况的时候让所里帮忙给家里报个
平安。之前也发生过家里很长时间联
系不到人，急得找同事打听的情况。
为此，他们每个人都有其他同事家里
的联系方式，代报平安已成为了常态，
内容也很简单，“人安好，请放心”。

采访过程中，崔哥接到电话，是
同事小韦打来的，想让他帮忙联系一
下女友和父母，报个平安。小韦是刚
刚入职不久的新员工，从 2020 年西
工大毕业后来到所里工作，就一直负
责外场保障。面对上舰任务他没有犹
豫，但是女友的担心着实让他“头疼”。
崔哥便成了“传声筒”，定期帮他跟

家人报平安。

家国情怀不是大话

家国情怀在外场保障人身上不是
一句大话，“为国家舍小家”，一项任
务的完成，不仅是一个团队的付出，
后面还有无数个家庭的支撑和保障。

崔哥那一年刚结婚不久就被派上
舰进行保障，之后孩子出生不到 2 个
月他又接到了上舰保障任务，其中的
艰辛难以言说，直到现在，他都深感
亏欠家庭。2017 年 7 月 9 日，他接
到任务，随辽宁舰驶入维多利亚港，
参加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暨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 20 周年活动。
他们在舰上见证了那一历史时刻，身
为航空人的荣誉感油然而生，国家力
量在血液中汹涌澎湃。那一刻，也成
为他人生中最难忘的瞬间。

伴着歼 15 飞机远航，让它成为
大国重器、海天利剑 ；

伴着航母远航，守卫祖国的碧海
蓝天 ；

伴着海军战士们远航，他们是海
上的卫士，是刀尖上的舞者，是最可
爱的人。

伴着大国威风远航，让世界见识
中国力量！无怨无悔，誓言响亮！

（上接一版）
谭瑞松强调，下一阶段，航空

工业科技委系统要内强筋骨，外重
协同，加强与外部的联系，扩大外
部影响力 ；加强与总部的联系，增
强咨询研究的及时性和针对性 ；加
强与基层单位科技委的联系，指导
好基层单位科技委工作 ；加强与航
空工业内其他咨询机构的联系，处
理好相互关系。同时，他还希望航
空工业科技委系统能够不辱使命，
履行好使命与担当 ；激发创新活力，
提升咨询研究质量与水平 ；强化科
技委系统的发展保障 ；加强科技委
系统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党建和廉
政建设，为航空工业改革创新发展、
航空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就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何
胜强要求，要继续承接好中央关于新

型智库建设的要求，强化科技委在建
设航空强国征程上的决策支持作用，
要有具体落实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机
制；要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围绕航空
工业战略工作和“十四五”规划纲要，
找出科技创新、产业布局和改革发
展的难点和突破口，充分发挥科技
委高位、全面、系统、客观的工作
优势，打造高端智库，肩扛起国家
安全、经济发展、人民福祉的使命，
为航空强国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上，中航西飞、航空工业成
飞和光电所分别做交流发言。本次会
议采用“现场 + 视频”的形式，总
部各部门有关领导，航空工业科技
委领导班子成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
航空工业直属单位、直属业务单位、
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和科技委相关人
员在视频分会场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