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雷）　3 月 25
日，中国航发董事长、党组书记曹建
国在集团总部会见了来访的陕西省委
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浩一行。中国
航发总会计师、党组成员唐斌参加会
见。

曹建国表示，西安市是我国航空
发动机的重要生产基地。长期以来，
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丰
硕成果。中国航发将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航空发动机事业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持聚焦主业，坚持创新
驱动，发挥航空发动机龙头企业的引
领支撑作用，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希望西安市大力支持中国航发在陕企
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
方面合作，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王浩表示，中国航发秉持“动力
强军、科技报国”的使命，承担建设
航空强国的重任，是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西安市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陕西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国
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要求，充分发挥创新优势、区位
优势、产业优势，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服务好中国航发在陕企业。希望中国
航发进一步加强在西安市的产业布局，
把西安市作为重要战略支撑，携手谱
写航空强国建设新篇章。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安市有

关领导，中国航发有关部门和部分直
属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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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737MAX复飞的全球势头

海空雄鹰
时刻准备着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多型战机进行

战术编队，展开对地对海攻击等多课目训练。指挥员一

声令下，挂载多型武器的战机直冲云霄，奔赴任务空

域。� 东部战区　田健敏　摄影报道

　　3月下旬，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地

靶实弹射击训练。随着指令发出，战机依次滑入

跑道，加力向目标空域出击。锁定目标后，战机

俯冲而下，炮弹呼啸而出，一击即中。

 解放军报　张强　蔡志威　摄影报道

曹建国会见王浩

百年历程共奋进 初心如磐向未来

本报讯　连日来，航空工业各单
位全体员工不断从党的百年伟大历史
征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奋进的力量，
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立足
实际、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助力航
空事业不断迈向前进。

航空工业复材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聚焦“深”的
要义，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大意义。要落实“准”的要求，准确把
握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要突出学
史明理，强化理论武装 ；突出学史增信，
坚定信仰信念 ；突出学史崇德，砥砺为
民情怀 ；突出学史力行，扛起使命担当。
要贯彻“实”的作风，确保党史学习教

育取得扎实成效，把学习教育与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贯通起来，落实“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将党史学习
教育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融合推进，
围绕公司“变革强基年”主题，开创公
司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徐萍）

中航资本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暨党建工作会。会议强调，一要统一思
想、提高站位，深刻领会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大意义，把初心使命转化为锐
意进取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的原动力，
引领中航资本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的
产业—金融集成服务商。二要明晰要求、
突出重点，准确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目标任务。三要强化领导、狠抓落实，

切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落地见效。要将
学习教育同中航资本如何打好创新转
型、高质量发展的硬仗结合起来，把从
党史中汲取的经验、掌握的规律转化为
当下的思路和办法，认真落实集团党组

“立足航空、面向金融、服务市场”的
要求，助推中航资本“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 （杨瑞）

航空工业信息中心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部署会，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进行动员部署，细化工作举措，明确
时间表和路线图。会议要求，全体党
员干部要深刻领会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大意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党
史学习教育同公司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凝心聚力推进
公司各项改革发展任务，推动“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为建设“数字航空”、
推动航空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面
建成新时代航空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努
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 （金航）

 （下转二版）

航空工业各单位动员部署党史学习教育

罗荣怀出席湖北系列
活动并调研驻鄂单位

本报讯　3 月 25 日，湖北省
人民政府与中央企业签约仪式在武
汉举行。

签约仪式上，航空工业与湖
北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
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罗荣
怀出席并见证签约仪式，湖北省副
省长曹广晶和航空工业总工程师卢
广山代表双方签署协议。双方将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重点围绕通
用航空、航空机载产品、通航运营
服务、电子显示器件、汽车零部件、
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工业创新合作
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助力湖北省
疫后恢复和振兴经济，共同推动湖
北省和航空工业集团高质量发展。

3 月 26 日，中央企业支持湖
北高质量发展共同落实区域重大战
略座谈会在湖北武汉召开，国务院
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湖北
省委书记应勇，湖北省委副书记、
省长王晓东，航空工业党组副书
记、总经理罗荣怀及部分中央企业
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凝聚
国资央企合力，共同支持湖北系列
政策措施和重大项目落地，共同推
动“十四五”时期国资央企在湖北
的重大布局、高质量发展、融合发
展。

2020 年以来，航空工业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湖北
“搭把手、拉一把”重要指示精神，
积极助力湖北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
展，持续加大在湖北的战略布局和
项目投资力度，展现了军工央企高
度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

活动期间，罗荣怀一行还到航
空工业航宇、武仪、航宇嘉泰、中
航精机等单位调研。罗荣怀对驻鄂
单位 2020 年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复工复产取得的显著成绩给予
了充分肯定，并代表集团党组对各
单位干部员工在“双线作战”中的
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
问。

针对未来发展，罗荣怀要求，
各单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观念，加
快技术、管理和体制机制创新 ；坚
决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决策部署，深
入推进机载公司事业部改革，加强
专业化整合，打造系统能力 ；坚定
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强 AOS 管
理体系建设、精益生产推进、信息
化建设等工作，加快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步伐 ；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打造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队伍。

航空工业规划发展部、资本运
营部，航空工业机载有关领导参加
相关活动。 （航宣）

航空工业召开2021年
安全保密工作会议

本报讯　3 月 24 日，航空工
业召开 2021 年安全保密工作会议，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保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及上级
机关决策部署，总结 2020 年工作，
分析存在问题，部署 2021 年的重
点工作。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李本
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2021 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中国航空工
业创建 70 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的起步之年，要深刻认识当前
和今后安全保密工作面临的环境条
件、形势任务和风险挑战，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变革
中实现安全保密工作转型升级，于
变局中筑牢安全保密防线。

就做好 2021 年安全保密工作，
李本正强调，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深刻认识安全保密与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关系，深刻领会保密就是保安
全、保发展的核心要义，切实将党
管安全保密的政治责任落到实处。

二要不断提高应对安全保密风险挑
战的能力水平。坚持目标引领，在
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把
安全保密工作贯穿发展各领域和全
过程 ；坚持问题导向，抓好人员、
定密、网络安全三大基础管理，“居
安思危”，从制度机制上找漏洞，
拿出破题思路和管用招数，建立基
层安全保密工作的长效机制 ；坚持
守正创新，持续推进宣传教育工作，
深入强化监督检查，着力打造高素
质专业化队伍。三是以更加扎实的
作风做好安全保密工作。要勇于担
当，增强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的主动
性 ；善于作为，增强做好安全保密
工作的科学性 ；求真务实，增强做
好安全保密工作的创造性。

会 议 表 彰 了 航 空 工 业
2019 ～ 2020 年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建设、保密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航空工业各部门领导和相关人
员在主会场参会，所属单位主管安
全保密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在视
频分会场参加会议。� （航文）

铸航空利剑 固蓝海边防
�| 高超仪　谢勇

南天利剑出鞘，战鹰巡越疆海。
烈日炎炎穿云，沧海滔滔逐浪。
把雕弓射羽剑，启光电探深海。
看我河山锦绣，巡我浩瀚蓝疆。
2016 年，某型特种飞机成功定型。

2018 年，航空工业上电所某型飞机党
员突击队以能力提升为使命，再出发。
凭借在特种飞机任务航电系统领域深
耕多年的经验和积淀，上电所在项目
总体研制中不辱使命，稳扎稳打，用
高效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书写航空人
的使命担当。

“双线作战”忙  抓质量保交付

2020 年，是项目研制的攻坚之年。
然而在年初，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
击战在全国范围展开，伴随着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的“双线作战”，项目党
员突击队携手共进，抓质量、促生产、
振业绩，为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推进贡
献自己的力量。

项目团队切实贯彻“项目谁管理，
防控谁负责”要求，针对年度重大节点
梳理计划，摸排配套单位进度，明确年

度工作内容和重点工作 ；同时组织团队
成员梳理项目工作状态和项目成员健康
与返岗信息，按照工作重要及紧急程度
明确人员返岗情况，及时进行人员协调
及角色补位，确保各项工作按期推进 ；
此外制定了 IPT 动态入驻、分布式办公、
IPPD 内审等应急措施，以减少人员流
动聚集，在保障人员安全与健康的同时，
有序推进工作。

疫情虽然来势汹汹，但项目团队
中的党员们没有丝毫退缩，在使命和
责任面前，他们克服一切困难，顺利
完成了系统详细设计、产品生产制造、
系统集成联试与系统产品竞标等各项
繁重又紧迫的任务。

这一天的深夜，一辆装载该型飞
机任务航电系统最后一批次产品的物
流车驶出了上电所。车后，汗流浃背
的设计师们欢欣雀跃，浓重的黑眼圈
也显得可爱起来。

拧成一股绳  与时间赛跑

临近交付节点的前一周，最后一
台成品台架交付，要命的是进入实验
室后，团队发现台架线缆装配比预期
中复杂得多。现场负责人谢勇、陶大

勇迅速协同研发、制造、工艺部门和
配套成品厂家开展装配工作，试装、
标记、打孔、安装卡箍、线缆装配，
所有人协同并进开启了连续加班模式，
与时间赛跑，保同一个目标。深夜，
团队进行最后的装配冲刺，改装台架、
安装线缆直至凌晨 4 时，最终完成了
线缆装配。

第二天早上 8 时 50 分，经过短暂
休整，大家回到各自岗位上，精神抖
擞，再一次投入到交付前的准备工作
中。会议室里，ITPMS 主任师汪刚志
组织着进行随机文件和交付细节的讨
论，确保交付流程万无一失 ；实验室
里，一群人紧锣密鼓地进行成品安装 ；
办公室里，设计师陈瑞对着产品清单
逐一核实产品交付明细。不同的岗位，
不同的角色，同样的专业，同样的专注，
他们每个人拼尽全力的样子，真酷！

18 时 15 分，所有的设备与台架
安装完毕，经过对台架安装尺寸和装
机要素的最后确认，大家开始装箱发
运流程。然而，台架包装箱一米五见方、
高两米，厚重的防护保护了成品，也

“锻炼”了团队。成品装配后外包络与
原包装箱存在些许差异，装箱时，小

伙伴们小心翼翼、齐心协力、肩扛手抬，
现场 DIY、测量尺寸、标记定位、剪
刀切割、手动剥离层层防护垫，最后
修剪定形，同时明确了后续包装改进
需求。临近 20 时 30 分，成品装车完
毕，车门关上的瞬间，大家会心一笑，
满心欢喜。

既做新装备，就得多辛苦。在上
下一心的协作下，一支年轻的团队打
磨专业技术、紧盯配套成品、坚守联
试现场，最终确保了装机产品的顺利
交付，而他们也在摸爬滚打中成长为
可以独当一面的“钢铁洪流”。

坚韧执着、不负青春，他们的未
来必将会有无限可能 ；握掌成拳、挥
向新装备的挑战，航空人始终与时代
同行 ；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引领，在
特种任务航电装备创新发展的道路上，
上电所追求卓越的脚步从未停止，在
奔跑中接续奋斗，逐梦蓝天。

航空工业举行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宣贯培训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
想，进一步充分认识做好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3 月
29 日，航空工业质量安全部在集
团总部举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宣贯
培训。本次培训邀请国家城市环境
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彭应登

讲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策、
法律法规、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等
内容。

本次培训宣贯采用视频形式召
开，集团质量安全部在主会场参加
培训，各直属、直管单位及成员单
位环保工作主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
责人在视频分会场参加会议。（航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