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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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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党建“铸心”工程
进行到底

详见 2版

新冠疫苗全球分发启动

回眸 2020，在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航发实
现疫情防控和科研生产双统筹、双胜利，背后始终高高飘扬的
是鲜红的党旗。展望 2021，这面鲜红的党旗必将引领中国航发
乘胜前进、接续奋斗，谱写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发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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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20十年成长瞬间

航空摄影
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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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2021年度工作会在珠海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覃俊娥）　1 月
9 日，大型灭火 / 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
机 AG600 项目 2021 年度工作会在广
东珠海召开。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
事长谭瑞松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党
组成员、副总经理何胜强主持会议，
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元先受邀参
加会议。

谭瑞松要求研制全线要继续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和两次中
央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牢记军

工央企首责，坚决服务国家战略全局，
满足国家应急救援体系与自然灾害防
治体系急需。

谭瑞松强调，2021 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研制全线要秉承为国铸器
信念，坚持新发展理念，沉着应对国
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全力全速推进项
目研制，坚决完成 AG600 飞机 2021
年研制任务，打赢首战。

何胜强要求研制全线要坚定理想
信念，勇于担当作为；主动适应新形势，

做好新规划 ；紧盯目标，统筹推进各
项工作，促进项目研制高质量发展。

会上，航空工业通飞华南、成飞
民机、西飞、起落架、上电所等单位
分别介绍了项目 2020 年度研制进展情
况及 2021 年度工作安排 ；21 家研制
单位代表向谭瑞松递交了 AG600 项目
研制责任书。行政总指挥、现场总指
挥分别就项目研制情况发言，表示在
航空工业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按
计划完成 2021 年度任务目标。

航空工业总工程师、AG600 行政
总指挥卢广山，民航上海审定中心，航
空工业总部有关部门及所属单位，中
电科所属单位及有关民企等 55 家单位
180 余人参加会议。

中国航发党组发文

加强航空发动机质量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雷）　贯

彻质量强国战略，扎实推进质量
制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近日，中国航发
党组印发 2021 年 1 号文，对加强
航空发动机质量工作作出《决定》，
从 8 个方面系统提出 20 项具体举
措，强调要严格质量管理、坚持
标本兼治、推进“一次做对”、提
升产品质量，夯实航空发动机事
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决定》指出，一要强化组织
领导。各单位党委要把质量工作作
为重要内容列入工作计划和议程，
按季度专题研究，做好规划、部
署和检查考核工作。各单位主要
领导切实担当起“质量第一责任
人”责任，带头抓好质量工作的
策划和部署。二要提升体系效能。
持续深化质量治本，推进 AEOS 
与质量管理体系深度融合 ；强化
质量体系的监督审核，监督追责
结果与干部考核评价、评优评先、
薪酬待遇挂钩。三要强化意识教
育。将“质量工作怎么看、怎么干”
全员大讨论作为常规活动纳入集
团“质量周”每年组织，推动形
成统一思想、转变作风、促进提
升的长效机制。四要强化考核导
向。明确各型号具体的可量化可
考核的质量目标，纳入科研生产
考核体系严格考核 ；在集团经营

业绩考核中增设质量表现专项分
值，拉动质量提升。五要加强问
题归零。健全台账，确保全收集、
全监控 ；严格履行归零职责，落
实双五归零标准 ；抓好专项攻关，
确保问题见底、技术吃透、质量
可靠 ；不断提升设计能力和水平，
确保设计源头质量 ；组建专家团
队，加快问题归零 ；有效提升科研
转批产型号产品质量 ；强化供应
商质量管理。六要强化基础管理。
深入推进先进质量工具方法普及
应用，提升管控能力 ；抓好成熟
产品的工艺固化，提升工艺水平
和管理水平 ；严格日常业务质量
管理，严格日常奖惩 ；完善用户
沟通机制，实现用户满意。七要
强化队伍建设。打造一支精通策
划、善于把关、敢于担当的专业队
伍，质量管理专业人员要敢于负
责、敢于碰硬。八要坚持党建引
领。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质
量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基层党支
部要每年专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要带头查找和解决质量问题，
推动党建与质量工作深度融合并
取得实效。

中飞租赁与中国商飞签署
60架ARJ21买卖协议

据中国商飞网站消息　1 月 8
日，中国光大集团与中国商飞在
北京签署专项合作协议。中国光
大集团旗下中飞租赁与中国商飞
签署 60 架 ARJ21 飞机买卖协议，
其中 30 架为确认订单，30 架为意
向订单。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中飞租赁与中国商飞客服公司签
署项目投资合作备忘录。

根据专项合作协议，中国光
大集团和中国商飞将发挥各自业
务优势，在 2018 年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以来取得的各项合作成果基

础上，继续在飞机资产管理、航空
后市场、产融结合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助力国内航空产业发展，
开拓东盟国际市场，积极融入“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飞租赁将以旗下航企运营
网点为平台，将 ARJ21 飞机定向
投放至东盟市场，打造 ARJ21 飞
机海外运营基地。中国商飞将与
中飞租赁共同支持该 ARJ21 飞机
机队运营，通过落户东南亚市场，
积累海外运营经验。

 （颜康植　郑小芳）

训令催征
向战而飞

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一场实兵对抗演练吹响新年度训
练号角。导演部态势屏幕显示，空战拦截、隐蔽突防、对
空抗击等课目紧张展开，配属红蓝方的 10 余支不同兵种力
量，在实兵交锋中探索新战法训法、磨砺体系利刃。

 空军新闻　王世莹　摄影报道

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在
中部战区某陆航旅机场跑道上，一
架架直升机以战斗队形向目标空域
飞去。
� 中部战区号角　余磊　摄影报道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开展新年第一次飞行训练。当前，疫情给人民带来的阴霾还未消散，但海军航
空兵将始终牢记使命、闻令而动、积极投身练兵备战，守护好祖国的海天安全。 东部战区　邓鹏　摄影报道

砥砺勇超越
  凌云再奋飞

——纪念歼20飞机首飞十周年

2011 年 1 月 11 日，中国航空工业
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首款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四代机歼 20 首飞
成功！

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航空
人专门树立了一座名为“一飞冲天”的
雕塑。雕塑设计灵感来源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下午 1 时 11 分歼 20 战斗机成
功首飞，八个“1”造型暗合“八一”，
彰显了航空人不忘初心、航空报国的军
工本色。

浩浩长空，看威龙列阵！遥遥大洋，
听剑啸海疆！

十年来，从首飞到首次公开亮相中
国航展，从亮剑朱日和到装备作战部队，
从形成战斗力到飞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
人民检阅，歼 20 以大国重器的姿态，
以逐梦蓝天的雄姿，诠释着航空人“航

空报国、航空强国”
的初心和使命。突破研发理
念、跨越研制能力、创新研制手段，歼
20 的研制成功和装备部队，实现了“打
造跨代新机、引领技术发展、创新研发
体系、建设卓越团队” 的工程目标，实
现了我国航空工业研制能力和航空武器
装备建设从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十
年砥砺，十年进取，航空人一次次把新
的奋斗书写在共和国的旗帜上。

百年复兴梦，强军正当时。
再一次出发， 我们坚信，祖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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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大气中的微生物，可以
帮助我们找到外星生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