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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4 日，由中国科协、科
技部、天津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0
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在线上
成功举办，这是该赛事首次搬上“云
端”。航空工业成飞、洪都、青云、
南京机电等单位多个参赛项目在总
决赛中荣获奖项。

11 月 23 日，贵州省人民
政府正式批准紫云等 9 县脱贫

“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这
标志着贵州省安顺市最后一个
全国深度贫困县紫云县完成脱
贫摘帽任务，与全国一起进入
全面小康社会。此外，紫云县
猴场镇小湾村还荣获第六届“全
国文明村”荣誉称号。由此，
航空工业定点扶贫贵州镇宁、
普定、关岭、紫云， 陕西西乡
五县成功完成了脱贫“摘帽”，
告别绝对贫困，航空工业精准
扶贫取得重要成果。

7 月 15 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布
了第二十一届中国
专利奖评审结果，歼
20“升力体边条翼鸭
式布局飞机”外观设
计专利荣获中国专
利奖外观设计金奖。
这是航空工业成都
所首次获得专利领
域的国家级奖项，标
志着成都所知识产
权管理从提高专利
数量进入提升专利
质量的新阶段。

9 月 21 日，在纪念中国航空事业
111 周年之际，由航空工业与扬州市共
同建设的扬州航空馆在位于扬州市生
态科技新城的科技创新中心正式建成
开馆。该项目是航空工业和扬州市地
方政府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四
个自信”，协同发展文化事业、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点合作项
目，更是展现中国航空人文化自信、
展示扬州高科技产业发展形象的标杆
示范工程。

释放活力
协同创新

9 月 21 日，
在纪念中国航空
事 业 111 周 年 之
际，中国航空研究
院研究生院在扬
州举行揭牌仪式
暨 2020 年开学典
礼。自国家教育
部 1978 年正式授
予中国航空研究
院研究生培养资
格以来，研究院与
各研究生培养单
位一道，为中国航
空事业培养了近
4000 名 硕 士、 博
士高层次人才。

10 月 19 日，
“2020 世 界 VR 产
业大会云峰会”在
江西南昌绿地国
际博览中心拉开
帷幕。中国航空
工业虚拟现实产
业联盟整体亮相
大会同期开幕的
2020 VR/AR 产品和
应用展览会。航空
工业光电所、航空
工业上电所、中航
远景、像航科技、
影创科技等 5 家联
盟理事单位 11 项
展品参展，涵盖数
字孪生、航空虚拟
维修、军事仿真、
汽车显示、全息交
互、虚拟旅游等多
个虚拟现实应用
领域。

10 月 20 日，以“航空
赋能融通发展”为主题的
2020 年航空工业“融通创
新”主题日活动在深圳火
热开启。在主题日活动上，
航空工业发布了《航空工业
双创共享资源目录》和《航
空工业技术产品合作需求
目录》，面向社会公布 6 类
共 581 项可开放共享的双
创资源，以及 103 项技术产
品合作需求，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面对广大市场主体，
寻求资源的共享和融通，助
力创新创业。

11 月 27 日， 中 国
航空工业与山西省人民
政府在京举行第三届中
国通用航空创新创业大
赛启动仪式。

12 月 3 日，国家工
信部公布 2020 年国家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
航空工业凯天、航标、
富士达、万里凭借完善
的创新机制、一流的创
新人才、丰硕的创新成
果等优势脱颖而出，成
功获批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

12 月 12 日，由航空
工业指导、中国航空研究
院主办的航空科技创新
论坛在京举办。本次航空
科技创新论坛主题为“打
造领先创新力，建设航空
强国”。论坛上，15 位航
空科技领军人物进行基
础技术系列报告，展现了
航空科技创新在推动中
国飞机、发动机等重点装
备研制中跃升的最新成
果。

航空大爱
彰显担当

2 月 27 日和 3 月 3 日， 陕西
省人民政府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发
布公告，经两省政府批复同意，
陕西西乡等 29 个县（区）及贵州
关岭等 24 个县（区）符合国家
贫困县退出标准， 同意退出贫困
县序列，标志着航空工业定点扶
贫的陕西西乡县、贵州关岭县正
式脱贫“摘帽”。此前，2019 年 4
月 24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业已批
准航空工业定点扶贫贵州镇宁县、
普定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3 月 31 日，在航空工业的统筹组
织下， 由航空工业定点扶贫贵州现场指
挥部积极组织协调，两台由航空工业自
主研制的“1 出 2 型”全自动高端口罩
机从航空工业制造院跨越万水千山，辗
转落户航空工业定点扶贫贵州安顺市
紫云县，助力脱贫攻坚。

4 月 15 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通报
2019 年 286 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成效评价
情况，航空工业成效评价结果再次获得最高等
次“好”，名列央企前列。

5 月 14 ～ 15 日，航空工业党组书记、
董事长谭瑞松，党组副书记李本正一行
赴贵州地区调研航空工业定点扶贫工作
情况，深入紫云县的口罩、防护服生产
现场、食用菌种植基地、四大寨乡 500 亩
青枣 / 香瓜套种种植点等产业扶贫项目及
紫云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了解扶贫
援建项目进展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扶
贫一线的干部职工并交流座谈。

6 月 3 日，航空工业党组副书
记、总经理罗荣怀赴陕西省西乡
县调研定点扶贫工作情况，深入
察看骆家坝镇回龙村茶叶、木耳、
红色教育基地等产业扶贫、文化
扶贫项目，走访当地贫困群众， 看
望慰问挂职、驻村扶贫干部，并
与西乡县和航空工业在汉扶贫干
部进行了座谈交流，对下一步航
空工业定点扶贫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

9 月 4 ～ 5 日，航空工业“北京博士团”赴
贵州安顺紫云县开展精准医疗扶贫活动。此次
活动联合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共同组织，来自
航空总医院、安贞医院、广安门中医院、应急
总医院的 16 名专家组成“北京博士团”在紫云
进行了为期 2 天的义诊、学术讲座和儿童先天
性心脏病筛查、治疗等工作。这是航空工业“北
京博士团”连续第三年赴贫困地区开展医疗扶
贫。

10 月 17 日，2020 年 全
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在北
京召开。航空工业派驻贵州
省普定县水井村驻村第一书
记王泽勇荣获 2020 年全国脱
贫攻坚奖贡献奖。

11 月 13 日，航空工业向陕西西乡
县骆家坝景区捐赠的退役歼7飞机落成。
歼 7 飞机将在这片热土上，载着航空人
的责任和使命，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自 7 月开始，
航空工业工会陆
续为 2019 年决定
命名的试飞中心
范小东劳模创新
工作室、导弹院刘
昌军劳模创新工
作室、制动周蕊劳
模创新工作室、宝
成王惜平劳模创
新工作室、航宇吴
峰劳模创新工作
室等 5 个创新工作
室颁发奖牌。

11 月 26 日，航空工业通飞在广东
珠海举办“通航中国”合作发展论坛。
通飞正式对外发布国内首个通航资源
共享、协同发展平台——“通航中国”
互联网平台，并与 60 多家通航企业、
政府平台单位、民航院校等共同成立
了“中国通航产业生态圈联盟”。11 月 27 日，航

空工业通飞在广东
珠海召开通航研发
制造协同创新产业
联盟研讨会，旨在汇
聚技术资源和行业
翘楚，凝聚通航发展
大智慧，围绕技术协
同创新、供应链自主
集成，构建通航研发
制造协同创新产业
联盟。来自 30 多家
整机企业、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专业
技术提供商、供应链
配套企业和重点用
户的相关领导和专
家代表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