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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链”动  质效双收精益“链”动  质效双收

 | 钟翔

安全稳健的供应链是任务全面推
进的关键。怎么稳？如何强？如何补
齐短板和弱项？问题叩击人心，健壮
供应链事关全局。

“以延伸推进精益管理为抓手，横
向拓展，聚焦解难点、疏堵点，加大
管理协同，强壮外部供应链，解决配
套难题……”航空工业导弹院党委作
出了健壮外部供应链，增强发展动能
的部署。

他们因何而去？

空空导弹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 需
要多方大力协同。某厂家配套的组件
质量问题频发，交付节点延期，致使
产品交付节点踏破红线，完成任务岌
岌可危。必须千方百计稳住供应链！

院领导挂帅出征 , 在任务一线打
头阵，到工作现场解难题，高位推动
督办，针对配套任务的重点、难点，

提出“要积极从‘保质、解堵、增效’
等方面识别问题，制定具体的、切实
可行的管控措施。”“要树立‘一盘棋’
思维，用家国情怀、报国使命维系彼
此情感，大力弘扬忠诚担当、干事成事、
刚性履约的作风。”这些要求无不体现
着院党委围绕配套端到端、专项攻关、
延伸管理，带动整条供应链稳定健壮
的信心和决心。

在导弹院院党委的全力推动下，
各部门迅速行动，全面启动相关工作，
刚性推动精益供应链管理新模式，以
期提升配套供应链稳定性，为产品交
付任务高质量完成注入新动能。

想提升？先理顺关系

“抢回落下的节点，提升配套厂家
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是我们的当务
之急。”由 18 分厂等单位组成的工作
专班进驻配套厂家，从生产计划制定、
生产过程控制、现场问题处理、产品
品质管理、产线能力建设、供应链管理、

工艺流程优化、安全生产管理8个维度，
把脉问诊，统计发现项目管理、现场
生产、安全管理、技术、工艺规程等 5
大类 70 余项问题。

指点迷津、建章立制，以提高和
稳定交付能力、降低交付风险为目标
的精益供应链管理新模式正式构筑起
来。

与配套厂家成立联合项目团队，
统筹管理某组件产线事宜。团队以交付
任务为牵引，建立项目管理看板，逐
步提升协作能力，解决信息滞后、传
递困难、决策低效、责任不清等问题，
快速提高交付能力。同时实行穿透式
管理，强化配套厂家主体责任，提升
齐套率。

生产计划严格按照“月计划管控、
周计划核实、日计划反馈”模式进行，
生产异常情况快速清零，保证计划执
行到位。同时借助院“百花齐放、众
智创新”项目平台，引入信息化云端
管控手段。

建立配套任务专线，引入院班组
管理经验，对生产班组进行安全轮训，
重新划分工艺布局，健全质量奖惩、
故障件现场管理等制度，确保标准作
业……

经过两个月的专项跟产，该配套
组件平均日产出量提升了 8 倍，返工
率下降 8 个百分点，配套交付速度大
幅提升，计划完成率已达到 100%。

透过“进度”看“力度”

以精益思维保刚性履约，一个个
瓶颈被突破，一项项任务在各方的通
力合作下按时完成。数据背后的那些
平凡人和平凡事，凸显着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新优势。

夜已深，配套厂家任务推进办公
室灯火通明。联合项目团队正在对工
艺布局规划进行激烈谈论。时间一点
点流逝，可结论迟迟定不下来。“干就
完了！”最后项目团队负责人，将手
重重地拍在图纸上，精益路上哪能优

柔寡断，只有跳出舒适区，正面困难，
解决困难，才能破而后立，达到理想
的彼岸。

说干就干，团队将精益生产线建
设分三个阶段实施 ：规划生产线布局，
搭建精益生产线总体框架 ；按工艺布
局方案在各站位增加基础设施 ；通过
工艺优化、改进提升、增加工艺装备
等手段，最终形成了按规定节拍连续
流转的精益生产线。

除了穿透管理、精准对接，通过
生产班组的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
党员骨干、班组长引领带头作用，让
党旗飘扬、劲头十足、成效显著，不
断提升着配套产品质量的稳定和可靠。

18 分厂总装工段 3 名职工临时担
任配套厂家的生产班组长，负责生产
现场管理，与配套厂家的职工共同工
作。他们把生产准备配送的理念植入
厂家班组，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
不断被肯定、接受、执行，现场组员
的精气神被调动起来，班组逐渐形成

了计划落地、制度建立、问题改善、
习惯养成的自觉。配套生产现场每一
个角落、每一寸空间、每一段路径都
悄然发生着变化。

不达目标 绝不收兵

“我们是一个团队一条心，一张时
间表，一站式服务零距离，一盘棋协
作无障碍。”配套组件交付能力提升阶
段总结上，8 个单位的责任领导、业务
负责人现场交流了各自业务工作情况
和体会，言谈话语间闪烁着许多振奋
人心的亮点。

下一步，导弹院将针对外协厂家
开展精益管理，为能力持续快速提升、
走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信心、激发了
动能。

任重道远，快马加鞭未下鞍。团
队已将目光投向更远处，向着质量最
优、效率最高、成本最低迈进，不达
目标绝不收兵。

从“国防绿”到“航空蓝” 
 | 赵嘉伟

25 年如一日地工作，李珂多次荣
获集团公司、航空工业新航劳动模范，
今年又荣获新乡市总工会五一劳动奖
章，是什么精神让他一往无前？

持续改善当先锋

1997 年，李珂带着在部队锤炼出
来的果敢坚毅、吃苦耐劳的品格，复
员进入航空工业新航平滤。角色的转
换，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短短几年，就成长为工段的“排头兵”。

2004 年，制造厂购置了新设备
M 型波纹折波机。厂家装机调试后生
产一直不顺利，滤纸牙型牙高参差不
齐，产品尺寸出了问题，一天下来班
产量只有二三十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珂每天下
班就和机修师傅钻到折波机下面一点
一点调试，慢慢掌握设备的“脾气”：“看
波纹往前趴，要调哪儿，高低牙高度
不够，要调哪儿……”就这样边调边试，
班产量达到每天 80 件。但李珂知道，
这离满足市场要求还差得很远。于是，
他又开始琢磨改进成双排出纸，让产
量翻倍。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刀具上
的一番琢磨，班产量提升至 240 件。

随着市场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李
珂和同事们经过无数次的摸索、调整，
最终改成同时三排滤纸拍波，班产量
达到 800 件，彻底满足了订单要求。

某机柴滤粘接件效率提升项目，
李珂带领团队做了一个 5 人“O”型
粘接线，自制注胶机实现了班产量从
80 件到 960 件的提升，类似的例子不
胜枚举。

急难险重显身影

2011 年左右，随着市场推崇轻量
化，塑壳产品开始量产，他所在的制
造厂引进热板焊机开始投入生产。热
板焊是将塑料壳体和底盖加热融化后，
两片工件并合“粘接”在一起。“一开
始没接触过，按工序焊接好，一掰就
开了。”李柯又是一番“望闻问切”。
检测后发现是产品的含水量有问题，
再一步研究，是客户要求的材料中添
加了增加产品强度的玻璃纤维，影响
产品的含水量，需要烘箱烤干。

李珂和他的团队昼夜不停地做试
验 ：从 1 小时到 6 小时，各种玻纤添
加比例 15% 到 30%，从小烘箱到大烘
箱……24 小时不停，终于满足了各种
产品的生产需求。“每个新产品上线，
都不会说产量特别稳定可靠，都是需

要小改小革，一点点琢
磨改善。”李珂说。

2017 年，为了保证
重要主机客户产量提升，
制 造 厂 1 天 2 班 12 小
时不停歇。“提产那段儿
时 间， 深 夜 10 点、11
点才走的情况太多了，
大家都在干活，如果没
有需要调整改善的地方，
那就看看现场谁累了，
谁的节奏跟不上，去搭把手，咱也不
能光看着不是？”李珂说。

当好表率带队伍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随着新产品和产量的增加，工作
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新鲜事儿”要
处理。李珂每天早晨 6:40 从家出来，
7:30 到厂，晚上最早是 7:30 下班。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几个段长、主任、
厂长都是这样。”他说，面对订单产品
种类越来越多，工艺越来越复杂，大
家都在努力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李柯每天早班会上都会观察员工
状态，谁有什么心事或者困难，尽量
帮忙、开导。他还注重多能工培养，
要求每一个新员工要在自己工位工作

至少半年以上，达到了熟练的水平，
再学习新岗位操作。目前各工段的职
工至少会 3 个以上工位作业。“哪个产
品有不同工位的需要，我们的员工马
上就能胜任，既保障了生产需要，也
保障了员工的收入。”

从刚进厂的初级钳工，到组长、
段长、总段长，和李珂一起成长起来
的还有很多。大热板焊班组长刘良青，
粘接组组长赵艳艳，任艳菊、朱艳梅
则是多工种“全能选手”，个个都是班
组、生产线上的顶梁柱，班组管理上
的骨干力量。

多年的不懈努力，荣誉纷至沓来，
“平滤公司优秀员工”、“新航集团劳动
模范”……作为制造厂的骨干员工，“年
轻”的李珂用奋斗续写使命担当。

“不打烊”的“服务员” 
 | 冯楠

在航空工业航宇各车间现场，
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工装
上佩戴着醒目的蓝色盾形臂章，或
在机床间穿梭，或手执一把量具观
察测量，或拿着图纸核对产品，他
们就是产品质量的守护卫士，生产
一线的产品质量“把关人”——航
宇检验人。

今年，航宇弹射座椅生产交付
任务异常艰巨，某型弹射座椅对于
生产系统各主制单位来说是今年最
难啃的“硬骨头”。面对各型弹射
座椅生产交付任务的严峻考验，各
主制单位没有退缩。作为弹射座椅
产品质量的守护卫士，座椅质量检
验人员也紧跟生产节奏，全力保障
弹射座椅保质、保量地顺利交付。

航宇从事座椅检验工作的班组
主要有器材检验组、外协检验组、
机加中心检验组、热表检验组和装
配检验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
节，检验人员都要严格把关、查验。
每一个环节要做到及时检验，保证
合格产品及时入库 ；一旦发现不合
格品，要及时处理，问题归零后放
行。

“假期不打烊”的
外协检验组

外协检验组负责所有外协厂家
产品的进厂复验，8 月初，由于外
协厂家不放假 , 航宇一线车间员工
也放弃了假期。生产不停，检验也
不停。为了保证外协件第一时间检
验、第一时间入库、第一时间放行，
外协检验组班长贾艳、副班长高清
明坚守岗位，严谨复验，当听到需
要留人检验时，贾艳和高清明二话
没说冲到最前面。

“我们是党员，为了大局，要
带头往前冲！我现在就住在厂区旁
的航宇幸福家园小区，平时下班后
有些事可以直接联系我，我过去
办。”高清明这样说。

“拼搏与温情不打烊”的
中心检验组

机加中心检验组分工序检、总
检、成检、精密测量三坐标检测。
中心检验组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队
伍。

“机加检验是最难干的检验工
种，今年任务这么重，特别是某系
列座椅交付数量多，时间周期特别
短，它不像其他座椅稍微好干些，
该型座椅不管大零件、小零件都特
别多，且结构复杂，机加这边不能
停，也停不了，我们要一直做好检
验。”中心检验组班长郝英说。

除做好本职外，为了生产大局，
其他检验组需要帮忙时中心检验组
也会伸出援手、仗义相助。一次，
中心检验组接到任务，由于特种防
护设备分公司搬迁，检验人手不足。
中心检验组便去帮助他们完成了十
几项产品的检验任务 ；前段时间为
赶制某型弹射座椅，中心检验组也
派出人员支援装配检验组完成检验
任务，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机加检验
组的团队协作精神。

“24 小时不打烊”的
装配检验组

前段时间，航宇一分厂为赶制
某型弹射座椅实行 24 小时轮班作
业，装配检验组也实行了 24 小时
轮班制，为保障座椅交付当好“不
打烊”的“服务员”。

“‘钻空子’的行为是绝对不允
许的，要走正常程序审理，不合格
就开《不合格审理单》，合格就开
合格证，该报废的还是得报废，我
们的产品是要上天的，公司也要追
责的，把关必须规范，而且谁都不
敢用‘钻空子’的产品，最后放在
资料里，原始记录都存档了，一查
谁都跑不掉！”正在弹射座椅脉动
生产线检验产品质量的装配检验组
班长王健这样解答，生产节点紧，
对于发现的质量问题绝不能私底下
联系相关人员，不走流程，就修改
放行。

刚刚入秋时，襄阳仍是连日
高温，酷热难耐，器材和热表检验
班组人员需要时常到各高温现场作
业，他们不敢有一丝松懈，严格按
照工艺规程进行产品检验，努力为
零件快速进入下一个环节把好关
卡。

踏实、认真、细心、勤恳、忙
个不停是弹射座椅各个检验组的工
作常态，座椅检验人员穿上蓝色工
装，佩戴盾形臂章，在各自平凡的
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航空工业导弹院的精益外协供应链管理探索

 | 覃俊娥

10 月 21 日凌晨 6 点，一辆载着
38 人的大巴在晨曦中从广东珠海出
发，目的地是1200公里外的湖北荆门，
这是 AG600M 飞机外场科研试飞所
在地，38 人的试飞保障团队又一次踏
上了旅途，前往外场执行试飞保障任
务。

为精准有效进行疫情防控，航空
工业通飞华南公司为保障试飞外场人
员安全，采取“点对点”定制运输、“两
点一线”管控区域等一系列专项防疫
措施，确保外场人员直接到达目的地，
仅在外场住地、试飞现场两区域间流
动。

“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逆行而上
了。说实话，确实不太舒服，这 20 个
小时的长途跋涉，几乎不能动弹。但
没办法，安全第一。”被问到坐大巴的
感受时，华南公司试飞中心副主任鹿
扬坦言。

另一边，湖北荆门新冠疫情态势
严峻，多日均有新增确诊病例。当日
22 时左右，距离荆门西高速路口还有
1 个小时左右车程的时候，鹿杨开始
与荆门当地防疫部门联系，配合做好
相关防疫检查和报备工作。

经过近 20 个小时奔波，团队一
行已无心风景，只盼着能早点下车
舒缓下身体，休息一晚后再投入到
AG600M 的科研试飞中。

为了保障外场科研试飞，他们拿
出了十足的干劲儿。虽然经历一次次
长时间在大巴车上的旅途，一次次远
离家人奔赴外地，每一个人只能把不
舍和思念寄托在 AG600M 上。只要
任务有需要，再远的距离、再大的困难，
也一定会克服，他们共同扛起了外场
试飞的大旗，用最平凡的姿态，在外
场演绎最生动的“鲲龙精神”。

一旦成为试飞保障团队的一员，
就意味着常常需要出差。“外场出差时
间不确定，但大家都毫无怨言。”工作

满 10 年的皮国良说。
10 月 25 日，是皮国良女儿的 4

岁生日，但他又一次缺席了。虽然出
差前他已经陪孩子挑选了喜欢的蛋糕
和礼物，生日当天通过手机视频给孩
子唱了生日歌，但内心总觉得对不起
孩子。缺席儿女成长的重要时刻，是
这群常年在外，在烈日狂风中与飞机
相处的男人们感到辛酸和无奈的事。

和皮国良一样，张朋飞、虞磊的
手机屏保、微信头像都是小宝贝的可
爱照片。长期在外，翻看手机里的照片，
是他们缓解思念之情的好方法。重任
在肩的航空人，有时会因孩子软糯的
那句“爸爸，我想你了”泪崩。皮国
良的小家也即将迎来第四位新成员，
妻子最需要陪伴和照顾的这段时光，
他仍在千里之外。“彼此都在成长吧，
我不在，她独立办事的能力明显提升，
这样算是另外的一种收获吧。”皮国良
有些愧疚地说。

当然，团队里还有那种只顾埋头
干活，鲜有表露心声的人。转业到试
飞中心的叶金辉是空军四级士官，曾

是歼 10 飞机机械师。沉默寡言的他
把纪律严明、干事利落做事风格带给
了这支不断成长进步的试飞保障团队，
即使他少有言语，但跟家里两个孩子
通电话时也是他少有的“温柔”时刻。

就出差来说，单身青年的优势能
体现出来——说走就走、了无牵挂让
他们每一次出差的脚步都异常坚定。
但看着周围那些“有所牵挂”的同事，
拿着手机与远方的爱人孩子视频时，
他们的内心还是有些怅然若失，比如
机械师王琛就还在继续寻找另一半的
路上。

有拼劲、能吃苦、还有“铁汉柔情”，
在 AG600M 研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试飞团队也逐渐成长为一支“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豪迈队伍。

又是一个凌晨时分，在漳河机场
保障试飞的设计师们仍在逐字逐句地
讨论着技术交底报告。这场讨论已经
进行了 5 个多小时了，却没有一个人
喊累，大家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问题要尽快解决，以便天亮时飞机可
以继续开展试飞试验。

型号工作时间紧、任务急，每一
次的争分夺秒都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工
作。夜空繁星点点，机库的灯与之相
互辉映，一直亮到很晚。处理数据、
撰写报告、下任务单，机库二楼成了“夜
猫子的聚集地”。设计师代表王斯才常
常劝大家早些休息，但他自己又何尝
不是忙碌到深夜。“住宿的地方和机库
不远，让人总能很快进入工作状态。”
王斯才乐观地说，“工作结束，在夜色
中走回酒店也是一种难得的放松。”

在荆门外场，试飞团队的故事讲
也讲不完 ：后勤保障岗位的同事不分
白昼黑夜，有求必应，为试飞工作提
供了最坚实的后勤保障 ；有人舍弃午
休时间，只为获取最新的气象数据和
空域情况，全力保障 AG600M 试飞
工作。只有夜深人静时，他们才会卸
掉“所向披靡”的铠甲，打开各自的
手机，与远方的“牵挂们”来一场“絮
絮叨叨”的通话，藏在手机里的浪漫
大概就是试飞团队的铁汉柔情吧。

手机里的浪漫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