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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大家谈

坚持新时代安全发展理念
筑牢创建一流企业基石

	| 蒋敏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安全发展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绝不能只重
发展不顾安全，更不能将其视作
无关痛痒的事，搞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航空工业成飞作为航空
工业第一类安全生产风险企业，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发展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安全
保障能力，用安全发展的新成效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
安全发展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围绕安全生产，多次发表重
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要
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尤其
是在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作中，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心人民群众
安危，提出了“发展决不能以牺
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
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等系列重
要指示。时值“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和国家
对安全生产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人民群众对安全发展的期盼更多、
对安全感的要求更高。

航空工业党组历来高度重视
安全生产工作，曾多次亲自研究
和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并要求各
层级单位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实现安全发展的重要性。
成飞领导班子充分认识到安全发
展的重要性，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和国家的指示精神、集团党
组的工作部署上来。成飞将安全
列入企业快速发展必须坚守的“六
条红线”之一，组织发布了《安
全生产红线手册》，通过公司职代
会、党代会、全委会、干部大会、

安委会、班组会等各种途径，反
复宣讲坚持安全发展理念、严守
安全红线的极端重要性，引导干
部职工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持续
强化安全红线意识，并将执行情
况作为干部任免、员工岗位晋升、
绩效评价、福利发放、单位评先
评优等各项工作的先决条件。

二、从企业战略高度深刻认识
安全发展的必要性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
安全的保障。当前，成飞产品产
业呈现新发展格局，科技创新取
得新突破，经济规模快速提升。
近年国内外发生的系列安全生产
事故告诫我们，要持续稳定保持
企业发展，就必须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正确应对安全发展带
来的风险挑战，否则势必影响企
业的生存和发展。

成飞以“零事故、零伤害”
为目标，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
坚持安全发展原则，并贯穿于企
业建设规划、科研生产的全过程，
严格落实集团党组提出的“隐患
即事故”的安全准则，不断提升
企业发现隐患、解决隐患、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能力。

三、对标一流，着力构建
高水平安全保障能力

新时代有新梦想，作为核心
主机单位，成飞的愿景目标是建
成技术领先、管理卓越的世界一
流航空制造企业。目前，成飞正
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对
新的历史性任务和目标，成飞将
对标一流，着力构建高水平安全
保障能力，保障企业的高质量发
展、快速发展。

构建立体化源头安全风险预
控能力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

于将来。”成飞科研生产涉及机械
加工、复材加工、表面处理、装
配等各项工艺，技术体系复杂，
通过构建立体化源头安全风险预
控能力，强化“最初一公里”风
险防控，筑牢安全防护网。

在流程维度，成飞在科研生产
项目论证、建议书编制、初设、详
设等环节嵌入安全风险审查流程，
严把项目准入关 ；在专业能力维度
（工艺设计完整性），推行工艺安全
风险管理，在策划工艺总方案时，
全面识别一级专业和二级专业的工
艺安全风险，开展工艺项目安全风
险等级判定，实施工艺安全风险控
制措施融入工艺文件，确保工艺设
计时安全要素的完整性和高质量 ；
在任务 / 项目维度，全面推进绿色
制造工程，成立由总经理担任组长
的领导小组，以及工艺优化、工业
合作优化、精益制造等 5 个专业组。
通过实施制造工艺优化、生产组织
方式转型、精益物流建设等主题任
务，从源头上大幅改善安全指标。

构建高度保障产品制造过程
的风险监管能力

成飞作为制造型企业，不仅存
在较大基数的危险点、重点防火部
位等重点管控场所，同时在生产制
造环节也存在机械伤害、触电、高
处坠落、物体打击等众多危险因素。
这些风险环节一旦管控不力，极易
发生“灰犀牛”事件和“黑天鹅”
事件。为确保安全发展底线牢固可
靠，保障产品制造稳定、持续有
序地开展，成飞建立了基于流程的
安全管理体系，将安全管理体系要
素、要求融入产品制造各业务流程
中，推行了领导班子安全“区长制”，
切实落实“业务谁主管，安全谁负
责”；建立了三层级的安全风险预
警指标体系和预警模型，对各类安
全生产风险进行定量计算和分析，
开发了基于风险的安全综合信息管

理平台，有的放矢地管控安全风险；
组织研发智能监控技术，实现了作
业人员未戴安全帽、未戴口罩，人
员超员等违章行为的智能识别和监
控，有力监管了人员的不安全行为。

 构建激发员工安全主观能动
性的安全文化影响力

根据事故调查统计，90% 的
安全事故都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
为导致的，单纯靠改善作业条件
并不能完全保证企业安全、高效、
有序运行，还必须有高素养的职
工队伍，即人员的本质安全。人
员的本质安全化，要求操作者有
较好的心理、生理、技术素质，
即要有想（具有强烈的安全意识）、
会（安全技能 + 专业岗位知识）、
能（能遵守制度 + 能创造安全环
境 + 能正确操作设备）的素养。

瞄准未来，成飞将通过实施
系列改进措施，着力提高人员本
质安全能力和安全主观能动性。
如通过实施全员安全能力提升工
程，提升管理人员安全履职能力、
工艺人员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作
业人员安全操作能力 ；通过建设
三级安全文化建设标准，推进 5
个全员安全理念，促进“要我安全”
到“我要安全”“我们要安全”文
化氛围的形成。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下，
“十四五”大幕已经开启，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安全发展潮流浩浩
荡荡，不可阻挡，不可逆转，成
飞将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树牢
新时代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着力构建高水
平的安全保障能力，不断筑牢企
业发展基石，为公司建成世界一
流航空制造企业、支撑世界一流
军队建设保驾护航。

（本文作者系航空工业成飞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

“质量+安全”两手抓两手硬
——中国航发各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生命。中国
航发各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
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全面排
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认真贯彻落实
集团党组一号文要求，举一反三、压
实责任，坚决抓好质量提升，切实保
障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推动集团高
质量发展，为庆祝建党百年营造良好
氛围。

抓好安全基础管理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
懈。中国航发商发紧紧围绕“学党史、
提质量、讲安全、促发展”关键词，
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抓手，学习
党史知识、宣讲安全理论、促进质量
提升、推动企业发展，引导全体员工
增强安全和质量意识，毫不放松确保
生产安全，提升商用航空发动机质量。

航空发动机控制器研制过程中，
需要通过试验模拟各种气候环境条
件。中国航发动控所环境试验党支部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专门组织全
员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系统梳理
环境试验中的安全薄弱点和风险点，
全员参与专项整治，并将整改措施落
实到制度中、固化到流程中，保障试
验全流程安全。

保安全就是保质量，中国航发黎
明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组织生

产制造厂开展“保安全生产、促质量
提升”专项行动，防患于未然。各生
产制造单位结合实际，一方面系统梳
理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点，制定风
险控制清单，杜绝安全问题发生 ；另
一方面着力推进现场可视化方法及防
错手段应用，强化过程监督检查，构
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安全风险隐患整治，要从根本上
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近日，中国航发涡轮院组织开展消防
演练，聚焦科研现场、生产一线、易
燃易爆品存储车间等重点领域，全面
开展消防演练，宣讲安全消防知识。
通过演练，员工的消防实战技能和应
急处置能力得到了提升，生产现场的
组织疏散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践行质量提升行动 
夯实安全发展基础

质量管理体系是保证产品质量的
基础，是产品使用安全的重要保障。
中国航发成发近期针对产品结构转型
升级的特点，开展了质量管理体系流
程的优化再造。坚持用系统观念指导
质量管控，将质量管理体系与 AEOS
四个子体系有机结合，保障设计、生
产、制造、供应全流程质量可控，确
保产品使用安全。

只有过硬的质量才能保障产品安
全可靠。连日来，中国航发西航机匣
中心以零件风险管控为切入点，聚焦

加工制造全过程制定改进措施，围绕
加强自检强责任、细化点检消隐患、
可视化树标准三个环节开展改善，加
强过程管控，全面排查安全隐患，促
进质量稳步提升。

时间紧、任务重，也给安全和质
量带来了挑战。中国航发东安坚持安
全是生命线的思维，制定新版现场加
工岗位操作规范。新版操作规范中涵
盖了“质量工作怎么看、怎么干”大
讨论成果，新增了安全整治三年行动
的典型问题整改措施，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要求更加细致、指导
更加具体，促进现场生产安全。

只有保证安全才能实现高质量发
展。中国航发动研所发动机燃烧室将
安全生产工作作为管理提升的重要部
分、纳入 AEOS 生产制造体系中。围
绕现场环境、5S 管理、标准作业、可
视化等方面开展安全管理提升专项工
作，建立风险预防控制体系，强化源
头治理，系统识别、分析研判风险，
保障试验现场试验安全、试验效率和
质量提升。

强化质量安全意识 
赢得用户真心满意

质量安全工作，需要“苦”功夫，
也需要“笨”功夫。中国航发黎阳抓
实质量管理、夯实安全责任。加强质
量管控力度，推进各项整治工作落地，
将监督业务做在日常经常，确保现场

“Q”指标稳步提升 ；完善安全生产责
任体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注重
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中国航发红林深化开展“质量提
升 + 安全生产”专项工作，以“信息
化”强管控，不断提升质量管控能力；
以“流程化”强沟通，深入客户保障
运行安全 ；以“制度化”强意识，引
导员工养成依规办事习惯 ；以“日常
化”强巡查，提升质量管理、保障生
产安全，用实际行动赢得用户认可。

安全和质量主战场，就是“铸心”
主阵地。中国航发中传充分发挥科研
生产一线党员“头雁效应”，以“铸心”
新长征党员突击队为载体，带头推进
“提质量、保安全”行动。针对产品
防护关键环节，突击队启动产品防护
体系建设专项工作，制定产品防护工
作标准和作业指导书，推进产品防护
向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管理迈进，
给零件一个“安全”的家，让用户满意，
让用户放心。

为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保安全、提质量”实实在在的工作
成效，中国航发西控组织生产、技术、
质量、安全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生
产制造一线开展“为群众办实事”行
动。围绕质量提升、生产管理、安全
管理等方面开展调研，并就需要协调
解决的问题拉条挂账、立项解决，帮
助生产制造一线员工解除后顾之忧。
� （杭发轩）

中国商飞全国首个客户
培训研究中心落户郑州

据河南日报消息　近日，中国
商飞（郑州）客户培训研究中心（简
称 ：研究中心）正式揭牌。这是中
国商飞在全国合作设立的第一个也
是目前唯一一个客户培训研究中心，
重点围绕国产大飞机开展专业培训
和相关设备、技术、标准的研究，
以满足多种国产机型的交付和培训
需求，为河南航空人才培养体系带
来新的发展引擎。

在揭牌现场，河南省发改委与
中国商飞签署《大飞机产业合作备
忘录》。河南航投与中国商飞分别签
署了货运飞机、模拟机《采购合作

协议》，此协议是对双方 2020 年 11
月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深化，
进一步明确了飞机的具体交付计划、
付款节奏、飞机交付的技术要求、
适航要求等相对具体的条件。

据悉，河南航投作为启动用户，
向中国商飞采购 50 架货运型飞机，
其中 25 架为确认订单，共同打造国
产货机机队的标杆性航空货运企业。
在此基础上，中国商飞支持河南航
投开展飞行员培训、飞机租赁、飞
机维修、零部件制造等航空产业项
目。� （冯芸）

波音737-10飞机
完成首次飞行

据民航资源网消息　6 月 19 日，
波音 737�MAX 家族中的最大机型
737-10 成功完成首飞。该机于上午
10时 07分从华盛顿州的伦顿机场起
飞，下午 12 时 38 分降落在西雅图
的波音机场。

波音 737 总飞行师詹妮弗·亨
德森机长表示 ：“飞机表现得很好。
我们的飞行包线对飞机的机载系统、
飞行控制和操纵品质进行了测试，
所有结果都符合预期。”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斯坦·迪尔表示 ：“波音
737-10 飞机可以带来更大的运力、
更高的燃油效率和单通道飞机中最

佳的经济性。”
据悉，波音 737-10 飞机可以运

载多达 230 名乘客。它还应用了改
进的环保技术，与当今的新一代波
音 737 飞机相比，可以降低 14% 的
碳排放和 50% 的噪声。

此次首飞成功标志着波音 737-
10 飞机全面测试项目的开启，该机
计划在 2023 年投入使用。

目前世界各地已有 173 个国家
和地区对波音 737�MAX 系列飞机
开放了空域，24 家航空公司恢复了
737�MAX 的运营，复飞以来其机队
执飞了超过了 5.5 万个商业航班。

� （欣文）

民航局：我国将进一步
拓展中小机场覆盖面

本报讯　日前，在山东省临沂
市召开的第四届民航中小机场与区
域经济发展论坛上，中国民航局副
局长董志毅指出，近年来中小机场
发展呈现出数量越来越多、运量越
来越大、分布越来越广的特点，在
民航运输和综合运输体系中作用更
加重要，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更加
凸显。中小机场的持续快速发展，
大大完善了我国现代化机场网络体
系，有力支撑了我国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提高了民航运输的贡献
度、融合度和便捷度。

董志毅说，今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要进一步完善中小机场
安全监管体系，确保中小机场安全
运行 ；要突出规划引领作用，完善
机场布局，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机场
项目纳入民航发展“十四五”规划
重点项目 ；要凸显中小机场的公益
属性职能定位，要深化中小机场属
地化改革，系统研究符合我国国情
的机场运营管理模式 ；要坚持完善
财经政策支持体系，支持中小机场
建设发展，尤其是支持脱贫地区机
场建设。

据悉，“十三五”期间，我国新
建、迁建运输机场 43 个，大部分
都是中小机场。2020 年，全国 241
个颁证运输机场中，年旅客吞吐量
在 200 万人次以下的中小机场占到
78%。同年，我国中小机场共完成
旅客吞吐量 9415.8 万人次，占全国
运输机场总量的 11%，较“十三五”
初期提高了 3 个百分点。民航局机
场司副司长张锐说，得益于中小机
场的快速发展，我国初步构建形成
了覆盖广泛、分布合理、功能完善、
集约环保的现代化机场网络体系。

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司长韩钧表
示，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角度
出发，“十四五”时期要高度重视中
小机场服务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作用，
着力推进中小机场建设，推动机场
布局和保障能力取得新突破 ；注重
航线航班培育，努力拓展和完善国
内航空运输网络 ；创新机场管理运
行模式，为中小机场持续健康发展
注入新活力 ；强化政策支持，为中
小机场高质量建设发展提供基础保
障。� （孟夏）

空客在德国和法国分别
设立零排放研发中心

据民航资源网消息　6月 14 日，
空客公司宣布，在其位于德国不来
梅和法国南特的基地建立零排放研
发中心（ZEDC），主要工作是金属
储氢罐的研发。两个 ZEDC 都将在
2023 年全面投入使用，并计划于
2025年进行储氢罐的首次飞行测试。

空客认为储氢罐的结构设计和
集成对于氢能飞机的性能至关重要，

ZEDC 的目标是实现具有成本竞争
力的低温储氢罐制造，以配合空客
的 ZEROe 氢能飞机的研发，并加快
氢能航空技术的总体发展。

空客将通过这两个 ZEDC 的设
立，促进跨行业合作，以支持向氢
能航空技术的整体过渡，以及该地
区相关的地面基础设施的建设。

� （杭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