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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十三五” 蓄力奋进“十四五”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圆满完成年度科研试飞任务

2020 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至关重要
的一年，是“十三五”收官、“十四五”谋篇
之年，也是试飞事业跨越甲子接续奋斗再出发
的关键一年。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党委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决贯彻落实集团公司新发展战略和试飞中心新
时代发展规划，全年聚焦“战‘疫’必赢、任
务必胜”总目标，高擎旗帜，团结和带领全体
干部职工坚守初心使命，直面大战大考，坚持

“双线作战”，坚持打好型号任务攻坚战、规划
编制谋略战，汇聚起了奋斗“十三五”、奋进
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疫情防控 ：
“阻击战”加“常态化作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2020 年初疫情发生以来，试飞中心党委

迅速行动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以“抗疫
优先、安全第一”为原则，以“战‘疫’必
赢，任务必胜”为总目标，以“不让一名职工
感染”为努力方向，切实扛起防控疫情的政治
责任，坚决落实上级指示批示精神。中心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使党旗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2 月，试飞中心党
委统筹部署推进疫情防控和科研试飞工作“双
线作战”，中心上下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
科研试飞迅速按下“启动键”。疫情防控阻击
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后逐步转入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在试飞中心党委的统一部署下，航
空试飞人始终绷紧疫情防控弦，坚持“双线作
战”，坚定“战‘疫’必赢，任务必胜”总目标。

自 2020 年初至今，试飞中心组织核酸检
测 200 余次、12000 余人次，检测结果全部
为阴性，中心职工及离退休老同志无一例感染。
这些数字反映着试飞中心疫情防控取得的显著
成效，背后是无数“最美逆行者”的无畏前行、
无私奉献，是全体航空试飞人的众志成城、担
当作为。

任务收官 ：
“攻坚战”加“歼灭战”

精准管控，年度科研试飞任务超额完成，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我们开始在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两条
战线上进入一线作战状态。”2 月以来，试
飞中心积极响应集团公司号召，聚焦重大工

程、重大装备、重大项目，全力投入“双线作
战”。面对疫情影响和型号任务压力，试飞中
心不断提升科研工作的科学化和精细化，以

“315+4161”科研任务管控模式为抓手，抓好
试验机完好率和出勤率，科研试飞按下“快进
键”、跑出“加速度”，上半年“双线作战”成
效显著，本场架次数及本场日平均架次创五年
新高。下半年，试飞中心进一步突出目标导向
和问题导向，发出“全力实现各项考核目标”
动员令，在四季度掀起冲刺年度任务大干热潮，
统筹本场外场任务，将主要精力主要时间聚焦
到主要任务上，确保打赢打好收官之战。11 月，
起飞线传来捷报，试飞中心科研架次数突破年
度规划下限！

2020 年，面对疫情挑战，面对“收官”压力，
试飞中心“迟进考场、准时交卷、成绩优异”。
首次在本场组织完成自然结冰试飞，首次开展
大强度专项试飞，圆满完成 AG600 海上首飞
保障任务……月份科研试飞架次完成率 8 月达
114%、9 月达 119.3%、11 月达 104.2%、12
月达 139.4%，全年科研试飞架次数达年初规
划上限的 107%，其中本场完成架次数创历史
新高，本场月份完成科研架次数创新纪录……

累累硕果无不体现着航空试飞人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展现着航空试飞人的担当
精神和战斗能力。

从全年重点任务“攻坚战”，到四季度集
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试飞中心党委强化
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激活“党
建 +”平台，砥砺初心，鼓舞斗志，凝聚力量，
为圆满实现全年任务收官和“十三五”收官提
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十四五”规划 ：
“主动战”加“提升战”

 坚持需求牵引、立足长远、总揽全局，
把外部发展需求转化为内升动力和能力。

2020 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试飞
中心科学识变、主动应变、积极求变，全面贯
彻党中央战略部署以及集团航空强国战略，持
续深化“一体两翼、开放共赢、改革创新、协
调发展”的总体发展思路，紧紧围绕“一流两
步走、三力三平台、四个全方位”的新时代发
展规划，打主动仗、下先手棋，集智聚力，全
面推进中心“十四五”及 2035 年发展规划论

证，科学擘画以“治理体系 + 治理能力”为
重点的“十四五”规划蓝图，打好“主动战”“提
升战”，为“十四五”行稳致远积蓄力量。 

试飞中心加快加速能力建设步伐，不断
加强管理体系建设，高分通过 AOS 管理体系
集团试评价 ；加强科技创新，一大批预研项目
取得关键技术突破 ；加速条件建设，国家民机
试飞基地建设项目、总体规划建设项目等取得
新进展；提升信息化和数字化试飞能力，“5G+
智慧试验”赋能新发展。此外人力资源、经营
管控、综合保障、风险防范等能力均稳步提升，
为奋进“十四五”积蓄起强大力量。

蓝图已绘风正劲，正是扬帆博浪时。阔
步“十四五”，试飞中心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保持昂扬的战斗姿
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保持战略定
力，提升战斗能力，汇聚磅礴动力，向着美好
蓝图奋勇前进，为打造世界一流试飞机构，为
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不懈奋斗。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供稿）

勇担使命  逆势奋进
中航技以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践行航空报国初心

2020 年，疫情及延伸出的全球
经济问题，成为影响航空军贸发展
的最大“黑天鹅”。人员流动被阻隔、
重大项目被搁置、产品交付通道收窄、
资金回流出现预警，航空军贸事业处
于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逆境中，中航技人“忠诚、低
调、高效”的本色愈加凸显，航空军
贸队伍“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拼
搏精神更加强化。中航技全体干部员
工牢记航空报国初心、铭记集团党组
重托，团结一心、奋勇拼搏，实现营
业收入增长 10%，利润、EVA 增长
8%，各项主要考核指标和重点管控
指标全面完成了集团“1 号文”下达
的任务。全年累计出口交付近 14 亿
美元，创历史新高，重点市场开拓持
续深入、关键项目取得重大突破，为
航空军贸“十四五”的持续快速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迎难而上    坚定履约
彰显航空工业大义担当

航空军贸合同执行直接关系到航
空工业作为负责任的中国企业，对契
约的敬畏和恪守，也关系到用户战斗
力生成和国防建设。中航技从航空工
业大义担当和品牌形象的高度，开拓
思路、创新方法、多措并举，竭力做
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的交付和服
务保障工作。

云端验收，力保交付。因为疫情
阻隔，国外用户无法来到国内生产现
场完成交付前的产品验收工作。面临
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航技向客户大胆
提出“云验收”方案，即通过授权和
视频连线完成验收任务。制定验收方
案、预先演练验收流程、与客户密切
沟通、细致完成验收工作……一系列

超常规的努力下，多项产品在云端完
成出厂验收，走出国门。某国某项目
14 天完成 6 架飞机地面检查与检验试
飞全部工作，10 大项 58 个附件的验
收报告、42 个验收视频，获得用户一
次审核通过，顺利交付海关发运。“云
验收”成功实践的背后是航空工业人
的创新与自信，是国外用户的信任与
合作，更是航空军贸的责任与担当。

突破困境，打通物流。各国疫情
防控不断升级、国际物流运输全面停
滞，航空军贸产品物流运输和用户地
交付受到了全球疫情的直接冲击。如
何有效整合疫情封锁态势下的物流资
源，尽早恢复、打通物流通道，实现
产品交付、保障产品出境，成为摆在
中航技面前的急迫任务。专机发运、
空陆联运、特资海运、四地三程航空
转运……一条路走不通，再换一条路，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不懈的努力，凭
借着全年 70 余次的专机发运和海陆
空协同的“组合拳”，中航技完成全
年海关交付逾 20 亿美元，实现了疫
情之下的艰难突破。

关注客户，肝胆相照。疫情在蔓
延，但国外用户的需求并没有停滞。
面对客户不断提出的产品推介、生产
配套、备件保障、现场维护、大修建
线、靶试验证等诸多方面的业务需求，
航空军贸人责无旁贷，挺身而出，急
用户所急、想用户所想，全年派遣出
境团组 84 个、465 人次，奔赴海外
一线推进各项业务的开展。他们用最
美的“逆行”身影实现着航空工业对
海外客户的庄严承诺。

忠诚奉献　海外坚守
践行航空军贸使命责任

2020 年，航空军贸共有 81 名海
外代表、500 余名现场专家，远离祖
国和亲人，在境外疫情不断蔓延的危
险环境中，持续坚守海外。他们中，
有的已连续 687 天未曾与家人团聚，
有的本已回到国内又再次出征海外。
他们，用坚强与乐观、用奉献与牺牲，
书写着航空军贸的海外诗篇。

采购物资，驰援国内。疫情初期，
国内医疗卫生资源极度紧张，口罩的
短缺成为疫情防控的重大难题。中航
技各驻外机构主动担当，利用常年耕

耘海外积累的经验和建立起的人脉关
系，累计采购 30 余万只口罩，克服
重重困难发往国内，有效支援了国内
的疫情防控工作。

带疫解封，双线作战。航空军贸
海外代表、驻外专家组、服务组以极
强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带疫解封，双
线作战。2020 年，海外在役机种商
保期内完好率达到了 90%，有效保障
了用户的使用。危难之时的不离不弃、
主动作为，有效提升了中国航空工业
的品牌形象、增强了用户粘性。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国驻巴
基斯坦大使在“枭龙”战机双座完工
仪式上对航空工业境外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 ：“中巴双方有关人员共同克服
疫情不利影响等各种困难，按期高质

量完成生产任务，创造了并肩奋战、
共渡难关的新历史。”

党建引领，思想保障。航空军贸
每个境外项目现场和出境工作团组中
的党组织，在落实疫情防控、组织现
场工作、凝聚团队力量、稳定人员队
伍中持续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 ；他
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力保工作
节点、突发情况处置、急难险重突围
中成为先锋骨干。一名荣获集团公司
战“疫”三等功的中航技海外党员说：

“一年的时间里，疫情肆虐危机四伏，
海外现场厂所专家顶着巨大的心理压
力坚持工作，两名专家家人去世都无
法回国，作为中航技海外代表我深知
责任重大。采购物资支援国内、保障
专家工作生活、协调客户现场工作、
安排专家安全回国、代表航空工业向
用户捐赠防疫物资……这些难忘的记
忆就是我的 2020 年，这些艰难中的
前行就是我的职责所在。”航空军贸
人以坚定顽强的意志、不畏艰险的态
度、精湛过硬的本领，在遥远的异国
他乡、在携手并肩的客户面前，树起
了航空工业人的良好形象。

 
以人为本　生命至上

确保境外防控扎实有效

中航技作为境外航空军贸项目的
牵头单位，深刻理解集团公司和人员

派出单位对境外人员安全的关切，认
真组织落实境外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境外专家的身心健康。

作业指导，有章可循。中航技坚
持境外疫情防控工作与国内同部署、
同要求，层层落实境外疫情防控工作
责任。为切实保障境外人员在突发情
况下做到心中有数、有章可循，中航
技制定《境外疫情防控作业指导书》，
建立疫情防控分级管理机制，从组织
领导机构、信息报告、物资准备、每
日工作、应急准备、人员回国、应急
处置等方面应采取的有关措施进行了
明确梳理和要求，为境外疫情防控工
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

防患未然，监督指导。中航技各
驻外机构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并通过演练防患未然 ；
积极协调用户，全面落实外方防控措
施 ；开展视频巡检，连线专家培训，
提供远程指导，努力做到海内外防控
从认知到行动上的一致。

前方付出，后方保障。高度关注
境外人员及家属的身心健康情况 ：积
极筹措防疫物资和药品运往海外，确
保海外防疫物资充足稳定 ；搭建身心
健康咨询路径 ；向驻外人员家属发去

《一封家书》；为驻外人员解决家庭实
际困难……“你们为祖国付出，我们
为你们护航”，中航技努力让所有驻
外人员无后顾之忧。

2020 年，是航空军贸艰难中奋
进的一年。2021 年，“十四五”的征
程已经开启。中航技必将牢记使命
职责，以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果践行航
空报国初心、服务航空强国使命，为
2035 年成为世界一流航空工业集团
贡献重要力量。           （中航技供稿）

创新方式，出厂验收。

突破疫情，专机发运。

逆行出征，奔赴海外。

海外物资，驰援国内。

身在海外，心系祖国。双线作战，持续推进现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