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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9日，昌飞公司国庆升旗仪式。

2020年2月20日，复工复产后首次开飞。

2020年4月10日，欢迎驰援湖北抗疫英雄凯旋。

2020年8月29日，党课开讲现场。

2020年9月21日，AC313在中国航空产业大会
上应急救援演练。

昌飞公司总装厂职工正在进行发动机安装调试。

决战决胜试飞攻坚现场。

直8飞临国药控股湖北分公司仓库上空。

2020年，直10某型机外场靶试党员攻坚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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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昌飞决胜“十三五”收官 开启“十四五”征程

|| 本报通讯员　罗佳

极不平凡，因攻坚而刻骨铭心，因奋
斗而荡气回肠；一张答卷，写战斗风雨的
韧性，绘凯歌已行的壮阔。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辞旧迎新之
际，航空工业党组向航空工业昌飞发来贺
信，祝贺昌飞公司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生产
任务，实现均衡生产目标。这是对昌飞人
“决战 2020”最大的褒奖，也是昌飞人“奋
进 2021”的最强动力。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收官
之年，更是昌飞公司科研生产任务最为艰
巨的一年。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线作
战”；国内很多生产配套厂家因疫情无法
按期交付产品 ；直升机科研、批产任务高
度交叉 ；外场改装和备件交付数量多 ；接
受集团公司巡视，持续开展内部巡察……
一个个困难，一件件大事，注定了 2020
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困难和挑战，厂所军大力协同，
广大干部职工在航空工业党组和昌飞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发扬
“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全力以赴、
主动出击，与时间赛跑、与困难比拼，以“万
众一心加油干”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完成了看似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取得了“科研批产、外场改装、
备件交付”的全面胜利。

“十三五”期间，昌飞公司抢抓机遇、
聚焦型号发展、提升核心技术、创新管理
模式、优化人才体系，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得到快速增长、生产交付迈向新台阶、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企业文化深入人心，直
升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公司高质量
发展奠定基础。

守初心   汇聚前行力量

2020 年，昌飞人坚定航空报国初心、
笃行航空强国使命，紧密围绕航空工业“一
心、两融、三力、五化”发展战略，勇毅
前行。|

这一年，在昌飞党委坚强有力的领导
下，防控疫情工作取得重大成效，坚持常
态化做好疫情防控、抗疫宣传 ；直 8 大型
运输直升机从武汉出发，向襄阳、宜昌转
运应急防疫物资 ；2 名医护人员圆满完成
驰援湖北抗疫护理任务。

这一年，昌飞公司多个型号交付取得
重大进展。

这一年，昌飞公司发布高质量发展体
系 1.0 版本。

这一年，昌飞公司产业基础和核心能
力建设实现新突破，省部共建应急救援重
点实验室获批，民用直升机拥有更多应急
救援能力展示空间 ；智能加工车间获得国
防工业“十三五”优秀建设项目。

这一年，昌飞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号召，切实履行国有企
业社会责任，完成定点扶贫任务，都昌县
周溪镇周溪街居委会全面实现脱贫。

这一年，昌飞公司高级技师孙滨生当
选全国劳动模范。

这是砥砺奋进的一年，这是真抓实干
的一年，这也是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年。
昌飞人把|“全年目标不放松，不获全胜不
收兵”的铿锵誓言牢记心底，汇聚成“就
算迟进考场，也能准时交卷”的前行力量。

铸精品   是责任和担当

2020 年，昌飞人竭尽全力，顽强拼搏，

用责任和担当铸就精品，打造昌飞的基业
长青。

这一年，昌飞公司技术管理持续加强
顶层设计，构建了智能交互式故障知识共
享体系和关键技术集成管理系统，进一步
明确公司核心、关键技术目录、技术成熟
度等级评价标准，以及各专业核心关键技
术内生驱动的创新能力体系 ；成立了昌飞
清华制造研究院，加强顶层设计，牢固人
才根基，引导人才多打“粮食”。

昌飞公司核心技术能力建设日新月
异。“工程技术中心”16个系统工艺技术（实
验）室建设全面推进 ；电磁兼容试验室新
增 7 个测试项目，并通过国家国防认证审
查，至此，昌飞公司已覆盖直升机全部电
磁兼容测试能力，成就非凡。

昌飞公司专业技术久久为功，成果丰
硕。高速共轴、D 形梁桨叶等新工艺、新
技术不断突破，“国产化推进”“综合提效
工程”“标准提升工程”“三化项目”稳步
推进 ；AC311 系列直升机完成了国产搜
索灯、航拍设备、电力巡线等多个客户化
改装设计项目，进一步拓展了公司民机任
务功能，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这一年，昌飞公司实施全面质量提
升工程，质量体系不断完善，产品实物
稳步提升。公司拉条挂账问题按期归零
率达 98.75%、整机二级以上优良品率达
83.91%。

昌飞公司持续改进，通过修订质量体
系文件，加强审核监督力度，探索构建产
品安全管理体系（SMS），深入推进质量
绩效评价和专业化管控。各项质量指标稳
中向好，III 类及以上设计更改按期贯彻率
98.47%，单机故障下降率 18.8%。

昌飞公司系统思维，面向全员，厚植
质量诚信敬畏文化，推进品质提升工程，
深入推进等级品评定工作，持续实施产品
质量改进。2020 年共评定出质量信得过
个人 1168 人，其中 QT2 级 139 人，QT1
级 366 人，QT 级 663 人 ；发挥主机牵头
作用，加快技术质量问题归零，不断提高
供应商管控水平。

这一年，昌飞公司深化推进 AOS 管
理体系建设，完成公司 90% 以上业务流
程建模，将流程地图固化到 CPS 系统，实
现近 600 条业务流程自动化运行 ；开发流
程绩效报表、数据说话问题导向，全年完
成 1437 项（次）流程优化。

这一年，昌飞公司以满足部队备战打
仗、实战实训和贴近民机商业运营的要求
为着力点，牢固树立“强军首责、主机主责”
的责任意识。不断夯实“一个牵引、两个
提升、三个转变、四个到位”工作基础，
按照“抓规范、转机制、强能力、促保障”
的工作思路，积极推动直升机“巡检巡修”
等重点工作。

昌飞公司圆满完成了援鄂运输防疫医
疗物资、“和平使命 -2020”等各类专项
保障任务 ；深入开展了“军营巡讲带培”
之总师、机务进军营活动，并实现了各军
兵种、应急管理部等用户的全覆盖 ；着重
强化了片区服务中心的规范化建设 ；开拓
创新了“1+X”民机备件保障新模式，摸
索建立了“卖产品 + 卖服务”的有偿技术
服务业务市场化机制 ；综合保障效能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和发挥，树立了公司良好的
产品和品牌形象。

这一年，昌飞公司贯彻航空工业|“两
金压控年”要求，持续提升资产运营效
率和经济运行质量，改进经营绩效管理，
提高价值创造能力，扎实推动公司高质

量发展。
这一年，AC310、AC311、AC311A、

AC313等多型民用直升机参加航空应急救
援飞行演练，真实模拟了航空应急救援实
战科目，开创了最多单科目演练和多架次
国产直升机同台演练先河，进一步检验了
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实战运用效果，展示了
国产直升机多吨位、多系列化、多任务覆
盖的航空应急救援能力。

昌飞公司积极与江西省各地市沟通协
调，在全省完成了 62 个直升机起降点建
设，均已达到运行状态，为江西省进行航
空应急救援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打下良好基
础。

这一年，昌飞公司紧盯目标，克服重
重困难，排查供应商风险成品，实施三级
管控，多次协调组织召开关键成品军地协
调会，加大催交力度 ；开发并局部应用了
“供应商成品管控手机 APP 系统”，建立
了供应商成品生产过程管理能力及问题协
调平台，实现了公司供应链管理能力向上
游供应商的延伸，极大地提升了公司对成
品供应风险管控能力，实现了科研生产配
套及交付任务的全面完成。

每个日子都是一个激荡的音符，每个
年轮都回响着一段难忘的乐章。在昌飞这
片热土上，记录着昌飞人奋进的足迹，书
写昌飞人用智慧和汗水赢得的荣光。

凝党心   指引奋斗方向

2020 年，昌飞党委深知要实现企业
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高质量党建的引领。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筑牢
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才能充分发
挥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才能为干部职工
的奋斗指明方向。

这一年，党的建设精耕细耘，凝聚引
领前进力量。昌飞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推进基
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深化
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
导作用，创新党建工作和科研生产工作融
合模式，牢记航空报国初心，笃行航空强
国使命，公司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昌飞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航空
工业党组各项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推动全会
精神进车间、进班组。各单位用全会精神
指导冲刺大干，以党员先锋指数提升科研
生产效率指数、以组织力提升战斗力、以
支部向心力提升职工凝聚力，做到学习与
大干相互促进 ；纷纷成立了党员攻坚突击
队，党旗在哪里，大干就在哪里，激励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以更加饱满的激情，以时
不我待的精神和只争朝夕的干劲，促进生
产任务的完成。

这一年，昌飞党委认真落实党委主
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和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构建了公司一体推进的“三不”机制，高
质量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 ；进一步深
入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
设，接受航空工业党组的专项巡视 ；坚持
强化系统思维，推进监督体系化建设，综
合运用“1+2+M+N”专项督察工作法，
对公司直升机科研生产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开展监督 18 次 ；首次采取组建多个巡察
组同时开展巡察的工作模式，完成了对 6
个单位的内部巡察任务。

这一年，昌飞党委认真践行“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
任务，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守正创新、统

筹 推
进、服
务 发
展， 大
力 弘 扬
“忠诚奉
献、 逐 梦
蓝 天 ” 航
空 报 国 精
神，唱响主
旋 律、 凝 聚
正能量，培养
造就新时代国
有企业职工队
伍，为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
建设新时代航空
强国提供思想保
证、精神动力和文
化支撑。

这一年，昌飞
公司持续深化全国
文明单位创建，安全
生产、保密保卫、依
法治企、平安建设等
工作基础不断夯实，为
企业稳定健康发展保驾
护航 ；企业文化建设与
科研生产同频共振、相
融共进，企业凝聚力和战
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公
司通过国家保密资格“双
随机”复查、军工系统安全
生产标准化一级单位复评。

这一年，奋斗的昌飞人
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公司“夏
送清凉，冬送温暖”，开展以
“品质昌飞、快乐同行”为主
题、贯穿全年的系列文体活动，
设立“书香·航空”职工 24 小
时自助书屋，为 20 对青年举行
“情定昌飞、幸福启航”集体婚礼，
持续深入开展“微心愿达成”活动，
让昌飞人幸福感满满。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2020 年，挑战与机遇并存。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昌飞人
率先踏上了复工复产的征程，与时间
赛跑，与困难比拼，在困难中育新机，
在挑战中开新局。6 月和 11 月分别吹
响“奋战六十天，决胜‘十三五’”“决
战 2020、冲刺决胜”大干号角，两次打
响任务完成的“抢滩登陆战”，跑出了昌
飞速度，拼出了昌飞士气，干出了昌飞效
率，共同奏响携手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

2020 年， 光 荣 与 梦 想 同 在。 从
“十三五”圆满收官，到“十四五”全面
擘画，昌飞人始终以国家振兴与民族腾飞
为己任，将梦想放飞于蓝天之上，以废寝
忘食、顽强拼搏的作风践行初心使命，谱
写了砥砺奋进新时代的赞歌！

2021 年，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
史交汇点，奋斗的蓝图已经绘就，昌飞人
信心百倍，步履坚定，永葆“闯”的精神、
“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奋斗创造
历史，用实干成就未来，积极践行新发展
理念，立足发展新阶段，努力开创“十四五”
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