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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 2021 年工作会是在“十三五”收官、“十四五”
开局历史交汇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 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 全面总结了航空工业取得的成绩 , 深刻分
析了当前的内外部形势 , 既擘画了发展蓝图 , 又明确了具体举措 ,
为我们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主机单位 ,
航空工业沈飞将深入落实集团工作会精神 , 坚决贯彻集团战略部
署 , 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深化国企改革，聚焦主责主业 ,
创新实干、勇毅前行 , 确保年度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各项工作符
合客户合同履约要求、上市公司发展要求、集团公司考核要求
及发展规划落地要求 , 加速推进“法治沈飞、数字沈飞、精益沈
飞”建设 , 实现沈飞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和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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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规划

党委书记、董事长　钱雪松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邢一新

工作会报告立意深远、高屋建瓴，战略性、前瞻性特征深刻
突出，对内外部形势的研判准确务实，为集团及所属单位发展提
供了更加清晰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

新的一年，中航西飞将深刻着眼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坚
决落实工作会部署要求，紧密围绕领先创新体系和先进装备体系
建设，积极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加快推进装备结构优化和产
业能力升级，完成好重大装备研制生产任务 ；紧密聚焦“深化改
革年”主线，积极适应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新形势和建设市场
化经营机制新要求，坚定不移推进西飞产业集团深化改革，持之
以恒提升企业运营水平和治理效能，奋力推进先进文化力建设，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取得新成绩、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吴志鹏

党委书记、董事长　纪瑞东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张弘

工作会从科技创新、装备发展、产业发展、改革攻坚、党
的建设等方面明确了集团“十四五”主要任务，并从领先创新
体系建设、先进装备体系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等 8 个方面
对 2021 年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航空工业洪都将坚决贯彻落实
集团党组各项决策部署，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秉持初心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强化系统思维，
敢于担当，奋勇争先，团结和带领洪都广大干部职工抓住大有
可为的历史机遇，在思想上破旧立新、行动上求真求实、发展
上扬长补短，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坚决完成各项科研生产和改
革攻坚任务，为构建航空工业发展新格局贡献洪都力量，为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再立新功。

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继超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曲海波

“十三五”圆满收官，航空人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让人
振奋的成绩单。“十四五”再启新程，工作会上明确的未来五年
主要任务和 2021 年发展目标，激励着航空人砥砺奋进、自信前
行。征途漫漫，惟有奋斗。2021 年，航空工业哈飞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集团公司深化
改革部署，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核心地
位，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能力升级。一步接着一步走，一
代接着一代干，我们将以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在大有可为的
新时代大有作为，为国防装备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优质航
空产品与服务，为“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院长　李志强
党委书记　张亚平

工作会总结了集团公司 2020 年与“十三五”工作，对 2021
年重点工作与“十四五”规划作出了部署，凝心聚力，催人奋进。
制造院将深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全面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党组部
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有力地
担负起集团公司赋予的五项重点任务，紧紧围绕“制造院要在提
升工业制造能力中作出创造性贡献”这一新要求，秉持科技创新
为要，价值创造为本的发展理念，始终保持“开局就是决战，起
步就是冲刺”的奋进姿态，实干担当，集智攻坚，谋划十五年，
做好这五年，奋斗每一年，干好第一年，迈好第一步，创造新气象，
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献礼，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主任　陈怦   
党委书记　葛和平

听完 2021 年集团工作会报告，我们感到非常振奋，报告简
要回顾了航空工业“十三五”取得的辉煌成绩，展现了航空人
的拼搏与担当；报告目标明确、路径清晰、措施到位、催人奋进，
为我们实现航空强国目标，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2021
年试飞中心将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在深化改革、任务完成、
科技创新、基础管理、党的建设、服务职工等六方面下功夫、
见实效，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院长　宋科璞 
党委书记　尚忠弟

工作会立足“两个大局”，立足“两个一百年”，立足报国强
国的初心使命，系统总结了“十三五”成就，振奋人心，系统擘
画了“十四五”开局，催人奋进。一飞院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将进
一步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新阶段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两个维护”落实在
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的具体实践中。坚定不移贯彻集团“深
化改革年”各项部署，落实强军首责，以引领科技创新和先进装
备建设为己任。在持续全面从严治党中强化政治保证，在不断变
革提升中升级治理效能，在全面完成科研生产任务中实现价值创
造。在航空强国的新征程中认清大局、服从大局、贡献大局。

航空工业陕飞

党委书记、董事长　韩一楚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常畅

工作会确定的今年改革发展重点目标及措施，不仅彰显了集
团公司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决心和信心，也给我们带来更高层次、
更多角度的思考和启发，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肩头的责任。
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这一新起点上，我们将坚持“先进装备
体系、领先创新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数智能力体系”发展主线，
全面细化落实年度各项任务部署，团结和带领陕飞人践行航空报
国精神，继续发扬“艰苦奋斗，激情超越”的陕飞精神，抓住新
机遇，迎接新挑战，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干劲，
高效履行强军首责，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奋力投身于各项改革发展，
为实现航空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开局作出新的贡献！

航空工业沈阳所

所长　刘志敏
党委书记　奚继兴

不忘初心，行稳致远。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航空工业在
集团党组的领导下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2021 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是集团“深化改革年”。漫漫征途，惟有奋斗。沈阳
所党委将在集团公司党组的坚强领导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特别是围绕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
事长谭瑞松提出的 10 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发挥好主机牵头作用，
抓党建、抓创新、抓精品、抓改革、抓能力，打造好“1+3+1”
的发展模式，以先进航空武器装备助力“科技强军”，建设新时
代航空强国，继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成绩。

总经理　焦裕松
党委书记　习仁国

工作会在全面总结 2020 年及“十三五”工作的基础上，把
握大局、统一认识、强化措施，部署 2021 年重点任务，擘画了
高质量发展的蓝图。通过深入学习工作会精神，我们深刻认识到
当今中国与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认识到航空工业跨越发展的机
遇与风险，认识到新时代军工央企的使命与责任，也进一步提振
了信心、明确了形势、厘清了思路。上下同欲者胜。南京机电将
带领团队按照集团工作会的部署同心协力、砥砺前行，以新姿态
开创新局面，以新作为迎接新形势，以新能力打造新气象，以实
际行动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我们相信，在航空工业党组的坚强
领导下，航空工业一定能迈向更辉煌的未来！我们的事业一定能
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院长　徐东来
党委书记　王朝阳

工作会吹响了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集结号，指明了
航空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坚
定方向，深刻解读了新时期发展目标、行动路线。征程漫漫，惟
有奋斗。2021 年，导弹院坚决贯彻集团工作会部署，落实党组各
项要求，明确“改革创新，强基赋能，激活发展源动力；提质增效，
稳产履约，跨越百亿新目标”，承接落实集团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以系统思维、系统观念，“创”“闯”“干”，进一步深化改革，
加快新园区建设和科研生产能力系统提升，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
自主创新，转型发展，坚决保质保量研制交付制胜装备，以优异
成绩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70周年。

党委书记、董事长　廉大为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沈顺高

工作报告紧扣新发展理念，全面总结航空工业 2020 年以及
“十三五”以来取得的不平凡的成绩。报告研判形势精准务实，
剖析问题深刻透彻，部署工作提纲挈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指导全集团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吹响了航空工业全面开启

“十四五”新征程的战斗号角。新的一年，航空工业规划将坚决
落实集团公司工作会部署，聚焦价值创造提升工程规划建设业务
的集成服务能力，大力提升服务航空主业意识，坚决完成好军品
型号任务。同时，积极落实“深化改革年”行动部署，强力推进
改革创新，努力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贡
献更大的力量。

党委书记、董事长　宋承志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蒋敏

工作会全面总结了 2020 年及“十三五”工作，部署了
2021 年重点任务，同时要求我们努力提升认清大局、服从大
局、贡献大局的能力 ；发挥领军企业作用，加快构建新时代
航空工业发展新格局 ；打造善创新、强韧性、敢成长的领军
和骨干人才队伍。

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航空工业成飞
将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承接“十四五”
及中长期整体谋划，深刻把握“深化改革年”的工作主题，
细化落实年度各项任务部署，走实走好新时代航空强国发展
之路，实现“十四五”改革发展高质量开局，以优异成绩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献礼。

党委书记、董事长　马永胜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王炜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航空工业航宇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指示精
神，在集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踔厉奋发，勇于担当，“三线”作战，戮力攻坚，圆满
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集团工作会报告分析形势精准到位，任务目标催人奋进，听完后
充盈了满满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航宇将深入贯彻落实集团工作会议精神，提高政治判断力，强化政治领悟
力，锚定集团“十四五”发展规划，勇于改革创新，加快防护救生空降空投事业部实体化工作，聚焦主责，发展主业，
提升精益研发、高效生产、质量管理能力水平，补短板、强弱项，努力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献礼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和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

所长　王金岩
党委书记　王志松

集团公司在 2020 年的显著成绩令人鼓舞、振奋人心，面向未来的发展目标与思路令人期待、催人奋进。
聚力构建先进装备体系，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效能，蓄力赋能新兴产业发展，合力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大力加
强党的领导建设成为未来工作的发力点。航空工业上电所将以集团工作会精神为指引，保持战略定力，夯实
基础能力，优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坚定聚焦“深化改革年”主题，深入推进机制体制改革，布局新领域、
培育新业务，切实提高事业部行为主体能力 ;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推动管理、技术创新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 ;
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蹄疾步稳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十四五”改革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
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献礼。

面对历史机遇和未来挑战，对标“十四五”改革发展开局的目
标要求，成都所将在集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坚定报国初心，牢记
强军使命，聚焦航空主业，担当强军首责，运用系统思维、系统观
念、系统方法深化落实集团公司的战略部署。我们将以“支撑装备
跨代发展和战斗力生成”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加快两融步伐，进一
步提升战略执行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科学管理能力、服务保障能
力、改革攻坚能力 ；大力培养行业领军人才，持续优化干部、人才
队伍的能力结构和年龄结构，强化激励干事创业的价值导向。加速
构建“标准化、流程化、信息化”的党建工作推进体系，着力加强
型号研制全线党的建设，为奋进航空强国新征程提供坚强保证。

航空工业成都所

所长　赵民
党委书记　张剑龙

集团公司 2021 年工作会深入系统分析了当前的内外部形势任
务，高屋建瓴、全面擘画了集团公司 2021 年主要工作思路，既指
明了方向和目标，也明确了具体措施和要求。“创新”在报告中共
出现 51 次，这充分体现了集团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
自立自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和坚持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的坚定信心。作为主机研究所，直升机所将继续责无旁贷、坚
定担负起引领推动创新发展的使命，全面承接好集团公司“十四五”
和中长期规划，牢牢把握“深化改革年”这一主题，将各项任务
全面细化分解并逐一落实，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和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献礼。

所长　许建华 
党委书记　黄文俊

航空工业直升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