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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随着塔台的一声令下，
搭载航空工业计算所研制的增雨机任
务系统的“新舟”60 飞机直冲云霄，
经过多日机载联试，最终所有测试项
目逐一通过，这意味着增雨机任务系
统项目取得第一阶段成功。

全力以赴  争取项目

2018 年 9 月，在第一次获取“新
舟”60 飞机增雨机任务系统的合作意
向后，课题组长缪炜涛意识到这是一
次占领通用飞机市场的绝佳机会，是
打开气象领域通用飞机的突破口。

于是，他带领团队开始与主机
厂所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沟通，终于在
2018 年 12 月第一轮竞标时拿出了一
套十分具有竞争力的设计方案，顺利
入局下一轮竞标。

入局的几家单位势均力敌，游戏
才真正开始。在这紧要关头，缪炜涛
认识到，要让用户认可你的实力，就
要取得用户最终的信任。增雨机团队
全力以赴开展资料翻译工作，花了短
短一周时间将几十篇专业英文资料翻
译成中文，当用户看到这些翻译好的
资料时，脸上终于露出了抑制不住的
喜悦。凭借扎实的技术优势和超强的
执行力，项目组在几个月之后的最后
一轮竞标过程中，拿出了一套令主机

方和最终用户惊喜的设计方案而一举
拿下了此项目。

攻坚克难  各个击破

记得总体单位在进行调研时，国
外专家曾表示 ：“我们两个团队，花了
5 年时间才完成，建议你们不要国产
化。”

对于刚入职的新人来说，从学生
的身份直接转变为项目组的核心成员，
有压力，更有动力。在第一次联试的
时候，刚入职不到半年的李昊昱随着
串口的状态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喜笑
颜开。很少接触硬件的她并没有退缩，
相反她体验到了挑战的快感 ：“我一定
要摸透它们的脾气。”从入职以来，她
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晚回家的人。

“小郭老师，快来看，这个探头解
析折线图数据不对。”这个大家口中的
“小郭老师”，就是郭玉洁，那些用户

眼中天书一样晦涩难懂的探头数据在
小郭老师这里变得简单清晰明了。

“必须在第一次联试的时候保证触
摸屏的正常使用。”主机单位提出了这
样的要求。“小伙子，这个任务就交给
你了。”李文军在给刘涛瑜讲完触摸屏
的原理后这样嘱咐道。刘涛瑜坚定啃
下技术硬骨头的决心，努力钻研触摸
屏技术难点，经过多次与触摸屏厂商
沟通，在第一次联试前就实现了触摸
屏的校准与测试验证。项目组成员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基本突破了所有的
技术瓶颈，从技术“小白”成长为一
个个小技术专家。|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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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民航十大变局

航空工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1 月 11 日，航空工业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
要讲话。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
谭瑞松主持学习。航空工业党组成员、
总助级高管参加学习，并围绕学习内
容开展深入研讨。

谭瑞松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中央
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为航空工业各级领导班子树立了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
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
和针对性，是航空工业加强党的建设
的重要遵循，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
强自身建设的思想指引。航空工业广
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握丰富内涵，领

悟精髓要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推进航空工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
成绩。

谭瑞松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点
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
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
形势变化，把握中华民族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
科学判断和重要要求，我们必须认真
学习准确理解这三种政治能力，在工
作中贯彻落实。在今后的各项工作安
排上，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领导干
部都要把讲政治放在首位，把是否讲
政治作为检验、评价各项工作的首要

标准。
谭瑞松强调，航空工业要向中央

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看齐，高标准、高
质量开好本次民主生活会。要严格程
序，严密组织，把开好民主生活会作
为一项政治任务，扫除思想灰尘、补
齐短板弱项，增强各级党组织凝聚力
和战斗力。集团公司民主生活会督导
组要以优良作风开展督导工作，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谭瑞松指出，航空工业要以民主
生活会的新成效推动航空工业高质量
发展。通过开好民主生活会，全面增
强政治能力，指导航空工业改革发展
实践。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坚持
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和
国家各项方针政策、重大部署。要进

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用新思维新理念
新举措应对新情况，全力抓好公司科
研生产经营任务。要进一步强化斗争
精神，提高对新形势新趋势的政治判
断力和敏锐度，保持只争朝夕、奋发
有为的斗争姿态，始终牢记军工央企
的初心使命，在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
的征程中取得更大突破、展现更大作
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贡献航空力量。| （航宣）

新起点  再出发

　　1月11日17时19分，某架份“山鹰”飞机在贵飞机场腾

空而起，全面开启航空工业贵飞2021年新年“第一飞”。随

后，在经过数十分钟的飞行后，飞行员驾驶飞机不断下降，

并在精准触地后稳稳滑停到停机坪上，标志着航空工业贵飞

全面完成新年首飞。� 张圣华　摄影报道

中国航发印发《实施方案》

对标世界一流
聚焦管理提升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国资委“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有关
要求，中国航发印发对标世界一
流管理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明
确抓好 8 大领域 44 个方向重点任
务落实，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
发步伐。

《实施方案》指出，开展对标
提升行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举
措，是建成世界一流航空发动机
集团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发展质
量效益的关键抓手。中国航发上
下要统一思想认识，坚持突出重
点、统筹推进，结合集团“12345”
战略框架体系，对照世界一流企
业、行业先进企业推进集团高质
量发展。

《实施方案》提出，加强战略
管理，提升战略引领能力。通过建
立和完善战略管理的制度及流程，
推进决策科学化 ；突出战略管理
的系统性，实现规划与计划紧密
衔接，打造纵向到底、上下贯通、
全流程闭环管理的战略管理体系。
加强组织管理，提升科学管控能
力。加大授权放权力度，进一步
压缩审批备案事项，动态更新审
批备案事项清单 ；加强企业文化
建设，持续推进集团“3+N”职能
文化建设。加强运营管理，提升
精益运营能力。开展产品研发流
程建设与优化 ；开发产品数据标
准和工程数据库、设计制造协同
流程 / 团队及相关标准、需求管理
流程及方法工具 ；试点建设协同
研发 IT 平台；健全生产计划体系，
强化生产过程管控 ；形成精益生
产组织方式，加快实现流动式生
产 ；提升采购物资质量和外部配
套率，加强用户培训规范化管理 ；
推进质量管理建设。强财务管理，

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改进全面预
算管理水平，推进成本管理、资
金管理、存货管理，加强资本运
营能力建设。加强科技管理，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开展创新战略
研究，规划航空发动机科技创新
发展 ；布局前沿先进技术探索 ；
系统推进标准化工作 ；深入开展
产学研合作，构筑协同创新网络 ；
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
权管理，加快成果转移转化。加
强风险管理，提升合规经营能力。
加强风险防控队伍建设和法律事
务管理，推进内控与合规管理体
系建设，提升内部审计信息化水
平。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科
学选人用人能力。科学谋划人力
资源规划，制定符合实际的干部
退出制度，推进劳动用工制度和
收入分配改革，建立基于全面薪
酬理念的人才激励机制，推进人
才文化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和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等工作。加
强信息化管理，提升系统集成能
力。开展战略、价值创造等业务
应用信息化建设，统筹数据中心
资源规划与建设，采用新信息技
术实现工具创新。

《实施方案》强调，各单位要
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主要负
责人要亲自挂帅、靠前指挥、推
动落实，建立全面过程管控和有
效沟通机制，实施“计划上墙，
挂图作战”，实现纵向到底、上下
贯通、一体行动，确保“任务完成、
目标达成”。| （杭发轩）

内蒙古通航与呼伦贝尔海事局
签订应急搜救合作协议

本报讯（通讯员　戴海滨）　
近日，航空工业通飞所属内蒙古通
航与呼伦贝尔海事局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为呼伦贝尔地区通
航水域安全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创新、精进、务实、高效、平安”
的企业精神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
服务于全国各族人民。

目前内蒙古通航已经实现呼
伦贝尔地区 4 座支线机场（海拉
尔、满洲里、扎兰屯、鄂伦春）和
4 座通用机场（根河机场、阿荣旗
机场、莫旗机场、新巴尔虎右旗机
场）无差别、全天候短途运输飞行，
实现了岭南与岭北地区空中交通枢
纽的无缝衔接。随着呼伦贝尔地区
“4+6”（4 个支线机场，6 个通用
机场）布局的实施，未来内蒙古通

航将实现呼伦贝尔地区内全天候应
急响应，充分利用通用航空灵活快
速的优势，最大限度协助保护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
使内蒙古通航成为国内通用航空
水上救援的新试点，并将优秀成
果以及宝贵经验推广到全自治区
甚至全国，开创了由政府督导、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水陆空一体
化救援体系的形成。

未来内蒙古通航将进一步与
呼伦贝尔海事局展开深度合作，
开展水上救援培训，以及水上救
援演练，尽快打造一支精干、专
业的水上救援队，并且积极总结
经验，为国内通航水上救援事业
提供宝贵经验。 让飞机装上中国的航电系统 

　　1月14日，航空工业沈飞迎来2021年首个飞行日。发动机阵阵的轰鸣声在跑道上空响起，地面准备工

作一切就绪，飞机加力起飞，在完成试飞科目后，平稳着陆，沈飞新一年的试飞任务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针对地区疫情的严峻形势，沈飞认真做好员工行程轨迹排查，增加人员测温和消杀频次，重点做好试

飞员休息室、飞行员专用车辆、飞行保障人员休息室等部位的消杀工作，营造良好安全的试飞工作环境，

全力确保2021年开年“第一飞”顺利实现。� 邓琳　陈阳　摄影报道

　　1月14日上午8时，数架初教6飞机滑入瑶湖机场跑

道南端，随后顺利起飞转场，标志着航空工业洪都打

响了2021年飞机转场交付第一枪。� 许伟　摄影报道

　　近日，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迎来了新年后

首个飞行日。某型直升机和“小鹰”700飞机

先后腾空而起，拉开了试飞中心新一年的科

研试飞序幕。� 郭乔乔　摄影报道

　　在密集的线路中、在狭小的空间里、在难以触及的地方……
　　不放过每一个角落，不落下每一道工序，航空人用高难度
动作保证每一架飞机的高飞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