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吴琼　通讯
员　张罡）　按照航空工业党组的
统一部署，2021 年第一批 4 个巡
视组于 3 月 29 日分别进驻航空工
业机载、中航技、航空工业汽车、
信息技术中心开展常规巡视。巡
视组进驻后召开了巡视工作动员
会，会上巡视组组长作动员讲话，
被巡视单位党委书记表态发言。
巡视组全体成员，被巡视单位领
导班子全体成员、党委委员、纪
委委员、中层干部、部分党员代表、
部分职工代表参加会议。

各巡视组组长在动员讲话中
强调，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理解把
握政治巡视的内涵和要求。在实际
工作中做到持续坚持政治巡视的
高要求；持续坚持从严治党的主旋
律 ；持续坚持问题导向的主基调。
二要准确把握政治巡视监督重点，
精准有效开展监督。本批巡视按
照中央部署要求，结合航空工业

集团实际，重点检查被巡视单位
党组织“四个落实”方面的问题，
坚持从业务看政治，从问题看责
任，从现象看本质，进一步推进政
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紧盯“关
键少数”做到“见人”，聚焦监督
重点做到“见事”，打通“最后一
公里”做到“见效”，推动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和集团公司党组重大
决策落地生根。三要不断强化政治
担当，共同完成好集团公司党组交
给的巡视任务。被巡视单位党委要
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协调配合，营
造良好氛围，同时对巡视组严格工
作纪律进行了重点说明。

� （下转二版）

头条新闻
Headline News

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024-86596321�传真 024-86896689
网址 http://sfm.avic.com/

扫描关注
中国航空工业
官方微信

扫描关注
中国航发
官方微信

扫描登录
中国航空工业
官方网站

扫描登录
中国航发
官方网站AVIC AECC

邮发代号：81-183，1-3011

第3654期
2021年4月2日　星期五（今日12版）

投稿邮箱：news@cannews.com.cn

www.cannews.com.cn

2 版

CHINA AVIATION NEWS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管　主办　■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75

责任编辑 ：梁晓英　联系电话：010-58354190　美术编辑 ：赵亮

特别关注
航空工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9-86845000��传真 ：029-86846222
网址 ：www.xac.com.cn

本期 看点 航空工业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029）38249901��传真 ：（029）38249745��网址 ：www.XBC514.com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avictc.com
电话 ：0791-86667985　传真 ：0791-86772268

中航信托杯

  用科技创新为“十四五”开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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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党组赴遵义现场学习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马丽元　郭美辰）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以
及中央《通知》精神，根据国资委党
委相关要求和航空工业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3月 29～ 31 日，
航空工业党组在贵州遵义举办党史学
习教育读书班。“读书班”采取现场教
学、集体研学、个人自学、专题讨论
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航空工业党组成
员、总助级高管参加学习。

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
在开班讲话中指出，本次集团党组来到
遵义这方革命圣地学习，既是一次生动
的党史再学习，也是一次深刻的党性再
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讲话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遵

义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
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
明特点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确立党
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
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发展道路和战略策
略。集团党组成员要从遵义会议的精神
中汲取营养，通过党史学习，以史鉴今，
实事求是，继往开来。

重点学习，学思践悟。本次“读书
班”，航空工业党组认真学习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大意义，坚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为根本遵循，以《中
国共产党简史》为学习重点，全面通学
百年党史。在学习过程中坚决把握正确

方向，把握党史的主题和主线，做到了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更加坚定了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建设航空强国
的信心和决心。

率先学习，融会贯通。根据学习
安排，航空工业党组成员分别领学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改革开放新
时期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
等四个专题。领学领导坚持先学一步，
学深学透。开班前精心备课，查阅了
大量党史资料 ；学习中彼此交流、互
相启发，为思想“再充电”，为精神“再
补钙”。领学内容既有大时代的宏观概

括，又有具体案例的微观描述，讲授
生动，深入浅出。通过对党百年辉煌
历程的深入学习，深刻感受到了党坚
定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信仰信念，引
发了党组成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
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深刻思
考。此次学习，党组领导充分发挥“头
雁”作用，当好全行业学习的先行者、
示范者，为全集团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做出表率。� （下转二版）

航空工业参加国资委国有
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
契约化管理专题推进会

本报讯　3 月 31 日，国资委
召开国有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
契约化管理专题推进会，中国一汽、
中国西电集团2家中央企业和江苏
省国资委的负责同志交流发言，国
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翁杰明出席
会议并讲话，航空工业改革三年行
动工作组、集团所属全部二级单位、
事业单位和重要子企业等150余家
企业负责改革工作的700余人在近
100个视频分会场参加会议。

中国一汽介绍了其全员竞聘上
岗，多维度考核评价和推行同一职
级薪酬差异化改革（相差最高达 5
倍）等改革做法。中国西电集团介
绍了其经理层成员7种形态的严格
退出管理机制及刚性兑现的差异化
薪酬分配机制。江苏国资委把经理
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作为落实董
事会职权的关键举措，提前布局，

大力推进。截至 2020 年底，江苏
省属建立董事会的商业一类二级子
企业实行经理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
管理的覆盖面达到了80%。

翁杰明发表总结讲话并提出三
点要求，一是发挥任期制和契约化
管理在推动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
中的“牛鼻子”作用。做到“能否
坐得住，契约说了算”、“干的好不
好，指标说了算”、“收入多与少，
业绩说了算”。二是强调推行经理
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本质
是基于岗位的管理，而不是针对身
份和级别的管理，要加快从传统“身
份管理”向市场化“岗位管理”转
变，强化岗位意识和契约精神。三
是 2021 年底中央企业集团各级子
企业全面推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
工作的户数要超过 70%，到 2022
年 6月前基本完成。� （航宣）

航空工业党组2021年
第一批巡视组分别进驻
航空工业4家单位开展巡视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汲取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的智慧与力量
——航空工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集中学习侧记

�| 本报记者　马丽元　郭美辰

黔北重镇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
区子尹路 96 号，一栋民国风格、中西
合璧的两层楼房坐北朝南，临街而立。
就在这栋小楼的二层会议室里，曾召
开了奠定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
要会议——遵义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到遵义考
察时指出 ：“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
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
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
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
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
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

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
3 月 29 ～ 31 日，航空工业党组

沿着革命先辈们的历史足迹，在遵义
这座英雄的城市，通过现场教学、集
体研学、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深刻
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党史这门
必修课的重要指示，在对历史的再学
习与再思考中，激荡起建设新时代航
空强国的决心与力量。

从党的非凡历程中
追寻伟大成就的密码

“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
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阐明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大意义，勉励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史中蕴
藏着党取得伟大成就的密码，重温党
史、追寻初心使命的过程正是找寻胜
利“密码”的必经之路。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
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
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
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
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
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
永放光芒。”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在为期 3 天的集中学习里，航空
工业党组成员从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学
起，一步步走进共产党人苦难辉煌的
光辉历史，深刻感悟革命战争时期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在遵义会议会址，
党组成员共同聆听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馆长陈松以《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坚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为题的专题
授课，通过听讲解、看图片、观影像，
认真学习遵义会议内容，感悟遵义会
议的精神内涵。� （下转二版）

昼夜不息向战飞

　　向前，再向前，从旭日东升飞到夜幕沉沉。3月下旬，初春时节的华东大地，薄雾笼罩，晨曦微露。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数架战机穿云破雾，飞赴目标空域开展任务。� 胡涛　熊坚　摄影报道

　　日前，华东某机场数架战机齐装满挂，梯次起飞，如箭般冲向

天际。由此，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远程奔袭跨区机动训练正式

拉开帷幕。此次训练，旨在锤炼部队远程机动能力和装备作战效

能。� 庄彦　冯安　汪俊　摄影报道

航空工业2021年度境外
社会安全首期培训线上举行

本报讯　为持续加强当前形势
下的境外社会安全管理工作，关注
和提升当前境外外派人员身心健康
和抗压能力，航空工业制定了2021
年度境外社会安全管理系列培训方
案，并将按季度组织实施。

首期培训于 3 月 26 日通过视

频方式举行，培训主题为《关爱
身心健康，促进自我成长》，面向
集团公司各级境外社会安全管理
人员、全体外派人员和工作团组
等千余人。培训邀请了来自专业
机构的资深专家进行了线上授课
和答疑，取得了预期效果。（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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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回归航空主业的战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