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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国会见于旭波一行
本报讯　9 月 11 日，中国航发董

事长、党组书记曹建国在京会见了来
访的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党组
书记于旭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陆
益民一行，双方围绕进一步加强战略
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
航空发动机事业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航发党组副书记刘林宗，副总经
理、党组成员陈少洋，副总经理、党
组成员王之林，纪检监察组组长、党
组成员戴晖，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李
宏新参加会见。

曹建国介绍了中国航发发展战略、
改革成效等情况，回顾了双方的合作

历程，他表示，希望双方在战略合作
协议的指引下，开展更广泛、更深入
的合作，共同为建设航空强国作出应
有贡献。

于旭波介绍了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的有关情况，他表示，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将继续为中国航发提供服务保障，

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协同，加强合作
项目研发，积极助力航空发动机事业
发展。

中国航发总部有关部门及单位负
责人参加会见。 （李明）

中国航发党组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方学　杨雷） 　
9 月 14 日，中国航发召开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上级
机关有关会议精神和要求，研究集团
贯彻落实思路举措。中国航发党组书
记、董事长曹建国主持会议，党组副
书记、总经理李方勇，党组成员、副
总经理陈少洋、王之林，纪检监察组
组长、党组成员戴晖，党组成员、副
总经理李宏新，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唐斌，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向巧出席
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先
后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
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2020 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

峰会、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明确提出了在历史交汇点上不断开创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工作要求，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我们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
定海神针和根本保证。

会议强调，中国航发作为肩负重
要使命的军工央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重在领会核心要义、
把握运用方法、落实落细工作。要提
高政治站位，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要结
合航空发动机事业特点，重点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蕴含的科学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要结合集团工作

实际，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中需要具体落实的工作要求，全力
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出明确要求。一要
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坚决
扛起职责使命。全集团要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大力弘扬伟
大抗疫精神、伟大抗战精神，毫不动
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更高
站位、更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奋力
夺取国防武器装备自主研发新成绩。
二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坚定不
移推进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实业
报国、精忠报国思想，充分发挥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
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
升产业链水平，大力培养和引进一流
人才和科研团队，不断增强科技实力

和创新能力，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
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三要坚定
信心决心，扎实推进各项目标任务落
实。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航空发动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认真落实集团战略研
讨会部署，编制好集团“十四五”规划，
加强型号攻关，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航空发动机事
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国资委中央企业退休人员
社会化管理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郭美辰　通
讯员　陈庆辉）　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加
快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工作，9 月 14 日，国务院国
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唐祖君带
队在航空工业组织召开中央企业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座谈会。

航空工业、中国船舶、兵器
工业、中国电信、鞍钢、中国五
矿和中国电建等 7 家央企集团公
司代表参加会议并就有关情况作
汇报。

今年是国有企业改革在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
的关键之年，全面完成剥离国有
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决定性

成果的重要标志。本次会议深入
了解了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
工作进展情况，研究了重点难点
问题。

针对下一步工作，唐祖君表
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工作涉及面广、涉及人员多、工
作难度大，要做到实事求是抓重
点，集中各集团主要力量抓统筹，
做好和地方上的协调，协同推进，
平稳过渡，将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落细 ；推动各单位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
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把推进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抓紧抓
好，一鼓作气、全力以赴，坚决
打好攻坚战。

　　初秋时节，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战鹰列阵，练兵

正酣。停机坪上，飞行员正认真进行升空前检查，机务官兵有

序完成出动前的保障工作。倾刻，战机短暂加力，翼尖划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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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鹰警巡海天

　　初秋九月，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

战鹰身披霞光，依次升空，一场多机种、长航

时、跨昼夜飞行训练正式拉开战幕。实战环境

检查提升了多型特种机全天候、全时域侦察警

巡作战能力。� ��马超　王政迪　摄影报道

多项经济指标增速
实现年内首次转正

据经济日报消息  9 月 15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 8 月份国民经济
运行情况显示，我国多项经济指
标同比增速实现由负转正。1 ～ 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货
物出口同比累计增速实现年内首
次转正，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
接近转正。8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付凌晖表示，8 月国民经济保
持了稳定复苏态势，积极变化增
多。不过，当前经济运行出现的
变化主要还是恢复性增长，多数
主要指标增速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一些指标累计增速处于下降区间，
因此仍要全力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复苏，努力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 8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0.4%，增速实现
由负转正。8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增速比
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41 个大
类行业中，实现增长的行业超过
七成；同时，六成产品实现了增长。

付凌晖认为，工业生产出现
积极变化，主要原因在于需求对
生产的拉动在提升。一方面，随

着投资稳步回升，相关行业保持
较快增长，8 月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8%。另一方面，随着
居民消费恢复，消费品工业的带
动作用也在增强。8 月消费品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0.8%，降幅较
上月收窄 0.3 个百分点。

随着消费品制造业、装备制
造业改善，下游行业对于上游行
业的带动作用增强。8 月原材料行
业同比增长 6.6%，增速比上月加
快 2 个百分点。付凌晖指出，目
前工业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
常状态，不少行业和企业还比较
困难，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经营
困难问题比较突出。下一阶段要
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着力疏通产
业链循环，着力稳定产业链和供
应链，促进工业经济稳定恢复。

 （熊丽）

赤子丹心 为“国之重器”保驾护航
 | 本报通讯员　郑佳丽

“试验圆满成功！”5 月 24
日，随着最后一次流场噪声测
量试验结束，由航空工业气动
院自主研发的“国之重器”——
FL-62 风洞顺利完成了首次型
号试验。试验数据显示，风洞的

流场品质和标模测力试验数据
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指标。

FL-62 风洞作为国际上最
先进的大型连续式跨声速风洞
之一，实现了我国大尺寸跨声速
风洞从暂冲式向连续式的跨越。
该风洞的流场品质、试验数据质
量、试验效率均定位国际先进指

标，8 万千瓦主驱动压缩机、先
进的流场控制等多项技术填补
了国内空白，是新时代中国航空
工业诞生的“国之重器”，是中
国下一代战机气动试验的关键
试验设施。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