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雷）　开局关
系全局，起程标定全程。在“十三五”
胜利收官、“十四五”谋篇开局的关键
时期，在更高起点上加快自主创新战
略转型、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阶段，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1
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工作会议，总结
2020 年工作，回顾“十三五”历程，
展望“十四五”发展，部署 2021 年任
务，动员和激励广大干部职工乘胜前
进、再攀高峰，奋力谱写航空发动机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动力梦而不懈奋斗。

中国航发董事长、党组书记曹建
国在会上作了题为《乘胜前进 再攀高
峰 奋力谱写航空发动机“十四五”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工作报告 ；总经
理、党组副书记李方勇主持会议 ；党
组副书记刘林宗宣读了集团人才成长
奖表彰决定，副总经理、党组成员陈
少洋宣布了集团 2020 年经营业绩考核
结果，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王之林宣
布了集团 2020 年科研生产任务考核结
果，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戴晖，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李宏新，总会计师、
党组成员唐斌，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向巧分别宣读了集团 2020 年度其他有
关表彰决定。中国航发外部董事马力
强、孙晓峰出席会议。

曹建国指出，刚刚过去的 2020 年
是极不平凡、极不容易的一年，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上升等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
航发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咬定目标、紧抓快赶，咬紧
牙关、超常拼搏，集团重点科研任务
与科研生产取得突出成绩，自主研发
能力和自主创新水平加快提升，质量
管控力度持续加大，改革发展重点工
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运行持续在
降本增效上发力，党的建设持续巩固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强化，基础
管理更加规范有序，实现疫情防控和
科研生产双统筹、双胜利，顺利完成
全年各项任务。

曹建国指出，刚刚过去的“十三五”
是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历程中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重要阶段。五年来，中国
航发践行国家意志，守初心、担使命，
重点科研任务全面启动进展顺利 ；做强
做优主业，抓科研、保生产，航空发
动机研制开创新的里程碑 ；坚持自主
研发，强创新、破瓶颈，核心竞争力
得到显著提升 ；贯彻新发展理念，抓
改革、激活力，发展质量和效益有了
深层次改善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固
根基、聚合力，党的建设得到实质性
加强。“十三五”的成功实践，充分证
明党中央组建中国航发的战略决策是
非常英明的，充分证明中国航发坚持
聚焦主业、矢志自主研发的战略是完
全正确的，充分证明全体干部职工的
忘我奉献、奋勇攻关是卓有成效的。

曹建国强调，回顾中国航发成立
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刻认识到，
推进航空发动机自主创新发展，必须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航空发动机事业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朝着总书记指引的
航向奋勇前进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新
型举国体制，汇聚全国优势力量建强
航空发动机产业链 ；必须毫不动摇聚
焦主责主业，心无旁骛深耕航空动力
事业 ；必须毫不动摇走自主研发道路，
加快研制出独立自主、技术先进、质
量可靠的航空发动机 ；必须毫不动摇
坚持高质量发展，筑牢集团行稳致远
根基。

曹建国指出，“十四五”时期，是
我国“两个一百年”接续奋斗的关键时
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前行的
战略关口。未来五年，是中国航发坚
决打赢科研生产重点任务攻坚战，推
动航空发动机再上新台阶的关键五年 ；
是中国航发全面打响质量管理水平提
升攻坚战，打造过硬质量品牌的关键

五年 ；是中国航发全力打好自主研发
能力建设攻坚战，实现航空发动机自
主创新战略转型的关键五年 ；是中国
航发着力打胜深化改革攻坚战，加快
对标世界一流、壮大发展新动能的关
键五年。我们要牢牢抓住航空发动机
事业当前的宝贵战略机遇期，扎扎实
实办好自己的事，加快推动航空发动
机及燃气轮机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

曹建国强调，2021 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
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也
是中国航发成立 5 周年。做好今年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
决策部署，坚持聚焦主业，坚持自主
研发，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加快重点型号研制生产，

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提升产品质
量，持续加强党的建设，为“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曹建国明确了 2021 年中国航发四
大任务和四项重点工作。四大任务是 ：
更加突出抓好科研生产任务，加快推
进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 ；更加突出创新
型集团建设，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
更加突出质量管理提升，加快推进产
品质量改善 ；更加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加快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四项
重点工作为 ：狠抓重点突破，释放深
化改革新动能 ；提升发展效益，推动
经济运行取得新成效 ；坚持聚英育才，
激发人才队伍新活力 ；持续规范管理，
营造稳健发展新环境。

曹建国要求，中国航发上下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同心同德、顽强

奋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全力推进 2021 年和

“十四五”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奋力谱
写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新篇章，以优
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李方勇强
调，要在统一思想上下功夫，确保方向
没有“偏差”。深入领会本次会议精神
实质，迅速组织传达学习，将会议精
神宣传到基层一线、贯彻到每一名员
工，进一步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
凝聚团结奋进的力量。要在强化责任
落实上下功夫，确保贯彻没有“落差”。
对标本次会议部署找准本部门、本单
位在工作全局中的职责方位，坚持系
统思维，突出工作重点，抓住关键环节，
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将责任落实到每
项工作、每个岗位。要在加强督促检
查上下功夫，确保执行没有“误差”。
紧盯落实举措的时间节点，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保证各项工作有布置、有
落实、有督促、有检查 ；总部要发挥
牵头抓总作用，加强基层指导，积极
排忧解难、做好服务。要在转变作风
上下功夫，确保行动没有“温差”。持
续发扬“务实创新、担当奉献”的集
团精神和“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
工作作风，奋发昂扬迈向“十四五”；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
确保全年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根据当前全国疫情形势，按照疫
情防控有关要求，本次会议设主会场
和各直属单位视频分会场。会前，中
国航发向各直属单位下发了科研生产
任务责任令 ；会上，总部各机构、部
门和各直属单位分别在各会场签署了
2021 年度各项责任书。中国航发院士、
高管、专职型号总师，纪检监察组、
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各直属单位领导
班子成员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获奖
代表分别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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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表彰2020年度
先进集体和个人

2020~2029年全球民用
旋翼机市场分析与预测

极不平凡的 2020   砥砺前行

尽管从长远来看，全球旋翼机市场将呈现利好趋势。但是，
近期由于全球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导致业界对旋翼机市场产生
担忧。在民用旋翼机方面，许多制造商已经推出众多新型号，
以此重振民机市场以及刺激客户需求。在未来，电动垂直起降

（eVTOL）飞行器将拥有巨大的潜力来改变现有市场。

乘胜前进 再攀高峰
奋力谱写航空发动机“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召开2021年工作会议

奋斗、奋斗、再奋斗！
风雨无阻向前进，“铸心”征程

又一年。
1 月 19 日，中国航发 2021 年工

作会议在京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再学习再领会再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航空发动机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总结 2020 年工作，回顾“十三五”
历程，展望“十四五”发展，部署
2021 年任务，动员和激励广大干部
职工乘胜前进、再攀高峰，奋力谱
写航空发动机“十四五”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这次会议，是对 2020 年工作和
“十三五”收官的总回顾，是对 2021
年工作和“十四五”谋篇开局、全
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总部署，更是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总动员。

会议主题中的“乘胜前进”这
个关键词，“乘胜”，给极不平凡的
2020 年画出了一个醒目的标注 ；“前
进”，则为 2021 年以及整个“十四五”
明确了一个鲜明的指向。

历史必将记住极不平凡的 2020
年，航空发动机事业的重大成就也
必将以极不平凡载入史册。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和国内外风险挑战明
显上升等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
国航发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用咬紧牙关顶住困难挑战，

用超常拼搏坚守主责主业，实现了
疫情防控和科研生产双统筹、双胜
利，顺利完成全年各项任务，如期
实现“十三五”主要目标。

历史，总是在特殊年份给人以
汲取智慧、拼搏奋斗的力量。2020
年当属这样一个特殊年份。回望

“十三五”，极不平凡的 2020 年让人
心潮澎湃，其实中国航发成立以来
的每一年也都令人感慨万千。5 年
来，中国航发上下坚决践行国家意
志，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党
建引领，坚持自主研发，着力做强
做优主业，航空动力事业全面驶入
加速发展快车道。核心关键技术的
重要突破，“铸心”事业的里程碑式
进展，核心竞争力的显著提升，质
量效益的深层次改善，党的建设的
实质性加强，充分证明党中央组建
中国航发的战略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充分证明中国航发坚持聚焦主业、
矢志自主研发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充分证明全体干部职工的忘我奉献、
奋勇攻关是卓有成效的。

光荣的桂冠从来都是用荆棘编
成的，胜利的果实也总是用辛勤和汗
水浇灌的。“十三五”的征程上，没
有“容易”二字，拼搏始终是最动
人的音符，奋斗始终是最鲜明的旋
律。困难再大，大不过航发人的拼搏；
挑战再大，也大不过航发人的奋斗，
这是历史留下的重要启示。

认清历史的来路，才能看清未
来的出路。“十四五”更不会有“容
易”二字。未来五年，是推动航空
发动机再上新台阶的关键五年，是
打造过硬质量品牌的关键五年，是
实现自主创新战略转型的关键五年，
是加快对标世界一流、壮大发展新
动能的关键五年。征途漫漫，惟有
奋斗。中国航发上下必须强化斗争
精神，奋斗、奋斗、再奋斗，扎扎
实实办好自己的事，坚决打赢科研
生产重点任务攻坚战，全面打响质
量管理水平提升攻坚战，全力打好
自主研发能力建设攻坚战，着力打
胜深化改革提升攻坚战。

经验是奋斗出来的，突破是奋
斗出来的，攻坚战最需要的就是奋
斗。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毫
不动摇坚持新型举国体制，毫不动
摇聚焦主责主业，毫不动摇走自主
研发道路，毫不动摇坚持高质量发
展。这“五个毫不动摇”，是用奋斗
积累的宝贵经验，必须在奋斗中长
期坚持，在奋斗中不断发展。要更
加突出抓好科研生产任务、更加突
出创新型集团建设、更加突出质量
管理提升、更加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释放深化改革新动能、推动经济运
行取得新成效、激发人才队伍新活
力、营造稳健发展新环境。做到“四
个更加突出”、实现“四个新”目标，
是今年的主攻方向，更要作为奋斗

的发力重点，咬住不放，聚力攻坚。
今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也是航空
发动机事业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意
义的一年。

4 月 17 日，我们将迎来新中国
航空发动机事业创建 70 周年。七十
年顽强奋斗，发动机澎湃向前，必
须奋力续写建设航空强国的精彩华
章。

7 月 1 日，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伟大中国梦催人奋进，奋斗动力梦
正当其时。

8 月 28 日，我们将迎来中国航
发成立 5 周年。这是我国航空发动
机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5
年，跨越艰难险阻，攀登崎岖高峰，
继续奋斗必能俯瞰无限风光。

这是今年的 3 个重要时间节点，
更是推进航空发动机事业的 3 个重
要奋斗坐标。每一名航发人都要对
准时间、对好坐标，保持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乘胜开启“十四五”，奋进“铸心”
新征程。

奋斗，我们的征途是动力强军、
科技报国。

奋斗，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
长空蓝天。� （杭发轩）

李欣泽　摄 航空摄影
大赛

航空工业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
电话：0531-85665023
网址：www.ris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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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2021年
工作会感言

催人奋进的 2021　再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