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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南京机电：振翅翱翔  因为梦想
 2020 年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中国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艰难曲折，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人间奇迹。回望奋进路，波澜壮阔的“十三五”
完美收官，航空工业南京机电全体干部职工
不忘航空报国初心，牢记航空强国使命，积
极践行集团“一心、两融、三力、五化”新
时代发展战略，为完成全年任务锐意进取、
奋勇前行，四季里始终与星夜一起闪烁的灯
光让我们记忆犹新。展望新征程，蓝图如画
的“十四五”已经拉开帷幕，南京机电人又
开始背起行囊奔向下一个星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首 2020，我们收
获了无数感动。一年来，全体南京机电人共
克时艰，交出了一份“抗疫大考”的优秀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元旦致辞中说，
过去的一年，每个人都很了不起。在 2020 年
年初疫情阻击最艰苦的时刻，全体干部职工
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集团、机载的安排部署，按
照南京机电党委“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和科研生产攻坚战”的动员令要求，战疫情、
防风险、保稳定、促发展，在疫情防控形势
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坚决守住了零感染、零
传播、零死亡。

在复工后，我们进一步召开打赢两大战
役誓师大会，围绕重难点任务签署了责任状，
全员上下组织掀起了“打赢阻击战、誓夺开
门红”专项竞赛活动和“聚力攻难关、再上
新台阶”主题竞赛、技术比武和岗位练兵活
动的热潮。广大职工咬紧牙关，拼尽全力把
被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坚决打赢两大
战役克服了许多困难，付出了许多不为人知
的艰苦努力。

在此，我们要向 2020 年初为疫情防控昼
夜不休、顽强作战，英勇抗击疫情的广大职

工和全体志愿者们致敬，也向每一个为航空
事业努力工作的同志致敬。致敬了不起的航
空人用忠诚、青春、汗水和热血，换来了山
河无恙、经济发展、职工安康，致敬广大党
员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经受考验，让党旗
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极大提升
了全体干部职工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首 2020，我们收
获了自信坚毅。一年来，全体南京机电人凝
心聚力，书写了“十三五”收官的奋进之笔。

广大干部职工将智慧和汗水融化进时间
的车轮，超额完成上级“一号文”考核任务，
增长均超过 10%。

在数十个项目中，南京机电承担了百余
项新研 / 改进机载成品的研制任务，2020 年
各项科研工作有序进行，按照各机型研制计
划开展了设计评审、鉴定试验、技术攻关、
成品交付等研制工作，研制进展满足主机需
求。2020 年由总师牵头，全体副总师参与，
南京机电组建 15 个项目团队开展了“总师工
程”研发能力建设。技术开发项目管理卓越，
所有项目的计划执行率达到 100%。

在制造领域，我们完成入库工时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22%，满足了研制产品交付要求。
返修齐套率较 2019 年增长 4%，产值同比增
长 14%。在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 ,
南京机电实现了军民品航空产业的高速发展，
有力推动了各类新机型逐梦高天。

我们坚信，一切挑战和困难都终将会被
踩在脚下，迎接航空人的一定会是高天之上
跃动着希望的曙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首 2020，我们收
获了众志成城。

走出疫情，南京机电第一时间按下重启
键，各条战线迅速启动，迸发出磅礴的力量。
广大奋斗者大力弘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
的航空报国精神，铆足劲把被疫情耽误的时
间抢回来，各类党员突击队、攻关团队在攻
坚克难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徽在
各岗位熠熠生辉。思想文化步步引领，推动
南京机电品牌形象日益提升。

我们着力淬炼党员作用发挥实践品牌。
持续开展“三亮四比一争先”等主题竞赛活动，
建立了技术、技能、管理等五类人员 22 个维
度“先锋指数”评价体系，并结合党员承诺
落地落实，年度党员考核排名进入前列的比
重由 47.34% 上升至 52.16%，南京机电一线

党员年产出是普通员工的 125%，废品率相当
于普通员工的 24%。

我们着力围绕科研生产中心任务加强思
想引领。在复工后每季度开展系列专题宣传，
组织专题策划 20 次，撰写系列特稿、专稿、
评论共百余篇，开展新闻竞赛收稿 70 余篇。
全年发布 OA 新闻共 2435 篇，较 2019 年增
长 35%。开展了 15 次视频主题策划，组织拍
摄视频 20 余部，拍摄视频 40 余次，多个视
频、主题照片被媒体转载。制作航空科普短片，
组织开展“9·21 就爱你”航空主题短视频创
作大赛。

我们着力淬炼宣传文化新媒体品牌。成
立新媒体专项团队，通过周例会加强专题策
划及大局的把握，把各类宣传平台运营成为
一个融媒体集成体提升宣传效果。南京机电
新视线的粉丝人数较去年增长 25%。新视线
发布数量及阅读次数提升明显。南京机电新
视线全年完成专题策划 67 期。共计发布信
息 190 期， 612 条，原创头条阅读量破千率达
90% 以上。各项指标较 2019 年增长 30% 以上。

我们持续与沈阳所、沈飞、西飞公司党
委开展结对共建活动，累计开展技术交流 113
次，联合立项 67 项，促进了科研生产任务的
全面完成。在沈阳方向共建中开展三方劳动
竞赛项目 13 项，党员工程 34 项，进一步强
化了与主机厂所全面合作、高效协同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在文化建设上，我们深入推进敏捷文化
的落地实践，形成以道德讲堂为主导的“视

听”文化，以人文关怀为主导的“暖心”文化，
以文体活动为主导的“健康”文化，以履行
社会责任为主导的“形象”文化。持续围绕

“报国、创新、责任、风采”等文化建设工作。
围绕子文化建设开展“航空故事”征集。

在群团工作中，我们组织了三个劳模工
作室和技能大师工作室交流会、孙晓阳劳模

创新工作室技术交流、程卫国劳模创新工作
室劳模故事分享会，并赴航空工业洪都和昌
飞学习交流劳模创新工作室先进经验。我们
全面开展“青年大学习”活动。线上组织团
员青年参与“青年大学习”网络课堂 ；线下
通过“青听形势、青聚力量”平台集中学习。
积极推进“号、岗、队、手”团组织传统品
牌工作的开展。成立“青年突击队”20 支，
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20 项。

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南京机电连续
三年选聘优秀青年志愿者到张圩乡九年制学
校挂职副校长 ；向学校捐赠 15 万元，支持

学校建设 ；持续开展航空科普进校园、航空
科普夏利营、航空科普云课堂等三部曲活动。
捐赠 72 万元援建温控果蔬大棚和黄蜀葵基地
建设 ；采购对口扶贫农产品等过节福利共计
446 万余元。

在事业部层面，我们制定了《事业部党
群工作协同联动工作实施办法》等制度文件，
以“云平台”形式开展了事业部双线作战经
验交流和 2020 年事业部党建工作研讨 ；建
立了事业部微信矩阵，以“党旗耀征程”等
为主题共同发声 ；通过支部共建、人才交流、
党员突击队等形式，联合进行人才培养、市
场开发，破解难题。探索草拟了事业部所属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授权管理的办法等制度文
件。在机载系统党委领导下，组织开展了对
事业部内 3 家单位领导班子的现场考核和 2
家单位有关班子成员选拔配备的前期工作等。

在 2020 年滚石上山的砥砺前行中完成的
这些工作，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全体职工共同
努力的真实写照和智慧结晶，每个人真的都很
了不起！

经过寒冬，方知春天之明媚 ；经过泥泞，
方知坦途之可贵。没有党和国家的关怀，就没
有每一个个体的幸福 ；没有中国梦想，就没有
每一个脚步的坚实。南京机电身处改革巨变之
时代，正在遥看无限光明之未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 2021，我们意气
风发，豪情满怀。

航空工业机载液压、燃油与环控系统事业
部创新中心正式挂牌，预示着一个机制健全、
共享共赢的事业部创新生态环境正在阔步向前。

在民用航空领域，航空工业民机产业南京
基地正式开业，标志着新的民机产业研发生产
制造格局正在形成和投入运转，标志着航空工
业民机产业南京基地核心制造能力跨上更高的
台阶。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进百尺杆。2021
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南京机
电已在第二个一百年的新起点上开启“十四五”
新的征程。

此时此刻，我们握紧双手 ；此时此刻，我
们脉搏相通。我们一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曙
光摇曳的大海，我们一起沐浴建党 100 周年那
照亮世界的光芒。航空工业 70 年，我们行稳
致远 ；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共享荣光。

让我们一起 ：振翅翱翔，为国图强！无怨
无悔，因为梦想！

（航空工业南京机电供稿）

航空工业宝成：2020“双线作战”逆势而上 

2020 年，航空工业宝成经济运
行规模持续增长。2020 年营业收入
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9%，军品收入
同比增长 16% 以上，其中军用航空
收入同比增长 10 %，非航空防务收
入同比增长 55%。

经济运行质量大幅改善。利润增
速大于收入增速，净利润实现同比改
善 45 %，EVA 同比改善 53%，两金
规模 ( 原值 ) 同比下降 13%，两金 ( 原
值 ) 占营业收入比率同比下降 42.2 个
百分点，成本费用占比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

军品科研生产交付达到了高质量
均衡生产交付节奏。关键产品技术攻
关成效显著，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公

司生产交付的老大难问题，并从技术
层面上彻底固化；合同订货持续增长，
尤其是非航空防务订货增长及新型业
务培育成效显著。全年共完成 13 项
产品鉴定。2020 年军航市场开发新
签订技术协议 16 项，取得三项实物
竞标项目的胜利，为公司后续持续发
展奠定了项目基础 ；集团供应商评价
明显提升。

高效开展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双线作战”

在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春节期间，

宝成党委第一时间制定了坚持“最短
时间执行上级要求、最小化原则组织
会议、最少人数安排加班”的“三最”
工作原则。制定了 宝成“1+5”疫情
防控工作体系。在打赢疫情防疫战的
同时，全力确保科研生产不断线，为
国防事业贡献力量。2 月 19 日，公司
经过六天不舍昼夜的紧急攻关，提前
3 天完成集团口罩机胶辊研制生产任
务，最大限度为集团公司防疫设备生
产争取了时间，为决胜疫情防控阻击
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生产保障。3 月
16 日，公司助力市泰达康口罩生产线

“起死回生”恢复运营生产。4~7 月，

公司组织开展了“乘势而上、攻坚克
‘疫’，挑战两个亿、献礼建厂 65 周年”
主题劳动竞赛。截至 7 月底，超额完
成既定目标，劳动竞赛胜利收官，为
全年高质量交付打下基础。

GNC事业部业务融合
不断取得新成效

积极融入 GNC 事业部，开展产
能转移合作项目，按计划完成箱体、
托架、机电类零件加工交付，2020
年联合生产合同同比增长 46%，融入
事业部经营成效正在快速呈现 ；精密
装配项目有序推进，产业链协同的深
度和广度进一步提升 ；与自控所签订
了《GNC 事业部外场服务保障合作
框架协议》，为实现外场技术服务保
障体系的协同发展达成共识。飞行环
境监测系统项目入驻 GNC 事业部创
新中心，两个党支部分别开展了结对
共建，公司承办了 GNC 杯职工足球
赛，党建文化融合日趋深入。

“1+5+X”基于业绩增长的
绩效考核体系激发活力

新的体系聚焦经济发展指标、型
号科研项目、生产交付任务、成本费

用管控、重大专项工作，按绩取酬、
按劳分配，打破了原有基于计划的考
核评价模式，树立了基于业绩增长的
考核机制和以“创造价值者为本”的
分配机制，有效打破考核上的好人主

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增强部门和
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释放
企业发展“原动力”，有力促进公司
战略落地和科研生产经营任务完成。

胜利召开公司第十二次党代会

12 月 22 日，中共陕西宝成航空

仪表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隆重召开。会议审议了公司第十一届
党委、纪委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关
于“两委”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
生了中共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
公司第十二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
会。

技能专家队伍不断成长壮大

王惜平劳模创新工作室被集团
授予“航空工业王惜平劳模创新工作
室”。这是该工作室继荣获“陕西省
劳模创新工作室”“陕西省示范性劳
模（职工）创新工作室”后，再获殊荣。
宝成 4 名员工年内新晋集团特级技能
专家。

     
“十四五”发展规划清晰出台

宝成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承接集团公司“十四五”发
展规划，在几上几下多轮迭代的基
础上，制定了宝成“十四五”发展规

划，明确了宝成“4351”发展思路、
“1+4+5”发展规划与“115558”规
划目标，回答了面向“十四五”的宝
成“去哪里”“怎么去”等重大问题。

（航空工业宝成供稿）

2020 年，航空工业宝成经济指
标增长对比图 

宝成员工投入攻坚战“疫”劳动竞赛。

2020 年 8 月 12 日，GNC 事业部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宝成与自控所签
订《外场服务保障合作框架协议》。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共宝成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2020 年 8 月 27 日，航空工业党
组副书记李本正到宝成调研。2020 年 11 月 22 日，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罗荣怀到宝成调研指导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