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1 年，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嘉兴南湖红
船上诞生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
纲领》，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点
亮了指路明灯，由此开启了党领
导人民实现翻身解放、民族复兴
的伟大历史征程。

30 年 后，1951 年， 朝 鲜 战
场上仍硝烟滚滚，中国人民志愿
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捍卫世
界和平 ；北京中南海，党中央对
航空事业发展做出英明决策 ：走

“修理—制造—自行设计”之路。同年 4 月 17 日，中央人民
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
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新中国航空工业由此开启了蓝天追梦
之旅。

百年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历经波澜壮阔，恰
是风华正茂 ；七十载新中国航空事业在党领导下砥砺奋进，
归来仍是少年。

雄关漫道，岁月峥嵘。
奋起在百废待兴的艰难起点，崛起在改革开放的广阔天

地，追梦在强国强军的伟大时代，新中国航空工业秉承报国
强军使命，为维护国家统一、建设强大国防、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走进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战略全局，发出了建设航空强国的伟大号召。航空
工业全线深学深悟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精神，在建设世界
航空强国的道路上一路奔跑，一路高歌 ：

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歼 20、运 20、直 20 先后亮相，我
军进入航空武器装备“20 时代”；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在黄埔江畔飞上蓝天，ARJ21、“新舟”
等系列飞机不断开拓民航运输市场 ；

涡轴 -16 发动机取得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太行”等
国产发动机配装新型战机，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乘胜前进、
再攀高峰 ；

……
在这个千帆竞发的时代，投身于航空事业的人们高举忠

诚奉献、爱党报国的旗帜，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浪潮
中奔腾向前。

逐梦蓝天时，不负好春光。

本报讯  4 月 16 日，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刘鹤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航空事业发展高
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深入学
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加快推动航空强国建设。

刘鹤指出，70 年来我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形成了现代航空产业体系。这些成就
的取得，关键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坚持自立自强和系统创新，以及几代
航空人的报国精神。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航空事
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迎难而上，开创航
空事业发展新局面。

刘鹤强调，航空工业战线要增强系统思维、
产业思维。准确研判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把握技
术变革趋势，扎实做好中长期规划。加快科技自
立自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激发微观主体

活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注意选拔培养科技领
军人才和组织人才。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发
挥好重要企业的“链长”作用，不断通过实践来
积累经验、迭代技术。深化航空工业改革，强化
激励，提高质量和效率。

刘鹤要求，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镌刻在
祖国历史上，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座谈会后，航空工业党组第一时间召开扩大
会议，专题传达学习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
座谈会精神。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
主持会议并指出，全行业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贯
彻落实座谈会精神，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与

航空史，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推动祖国航空事业发
展的具体实践中去，完成好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使
命和任务 ；要将中央领导对航空工业的鼓励鞭策
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动力，将党和国家对航
空工业未来发展的殷切期盼转化为具体行动，不
断增强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抓好

“十四五”规划落地，扎实推进航空工业全线工作，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军队建设作出更大贡
献，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努力奋斗。会上，航
空工业党组成员深入交流了学习领会座谈会精神
的体会感想。集团公司总助级高管及总部各部门
领导参加学习。 （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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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知识“飞”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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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鹰升空  枕戈待旦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重型战机开展空战对抗训练，检验部队的实战

化训练水平，战机在完成训练任务后安全返航。� 军网英文　付敢　摄影报道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舰载直升机团

在东海某海域开展反舰导弹实射训练，提高飞行

员精确打击能力，检验部队协同作战、连续攻击

的实战能力。� 东部战区　杭辉　摄影报道

　　近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实弹打靶训练。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一架架战机

携带弹药加力升空，到达指定空域后立即进入作战状态。瞄准、锁定、发射，一气呵成，机

翼两侧瞬间火光冲天，数枚火箭弹伴随着刺眼的火舌呼啸而出，只见靶心尘土飞扬。实弹打

靶训练是航空兵部队提升军事能力的“磨刀石”，练的是飞行员的胜战本领，不仅难度高、

风险大，更是对飞行人员心理素质的直接考验。� 中国军网　王国云　摄影报道

航空工业安大：
本报讯　为实现一季度生产目标，

航空工业安大广大干部职工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凝心聚力、狠抓执行。各生
产单位紧密配合，对急缺材料及客户急
件采取平行投产、平行加工等方式加快
生产节奏，缩短制造周期。销售计划准
时交付率得到进一步提升，确保了客户
急件按时交付，达到以销定产，实现了
有效产出。安大首季产值任务完成同比
增长 35.9%，月度、季度产值均创安大历
史新高。 （王威）

航空工业太航：
本报讯　一季度，航空工业太航以客户需要为第一目标，继实

施质量提升工程后，全面启动“找客户、挖潜能、提能力”专项工
作，准确掌握客户需求、实施优质服务保障、提升管理效能以及产
品和工作质量，争取最大市场份额。同时，坚持生产任务目标由“均
衡生产”向“精准交付”转变，建立全面对标“五号月报”的季度
计划评审机制，制定解决措施，将客户需求有效传递至零件加工和
物资采购等产业链末端，保障产品最终按期交付。一季度，在满足
客户需求的基础上，生产任务提前完成，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实现首季生产任务圆满完成。 （太航）

本报讯　一季度，航空业洪都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克服多雨气候，做好机务场务保障，
利用晴好天气，积极协调各方工作，抓住时机做好试飞转场交付工作，实现一季度各型飞机转场数十架，
创近年来新高。同时，洪都持续提升企业生产管理的基础能力，稳步推进周计划实施与管控，以强有
力的手段推行专项能力提升行动，疏通生产阻塞环节，补齐生产短板；以推进生产链条环节“一码到底”
管理模式为抓手提升生产效率。洪都一季度生产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中部分工作超额完成航空工业考
核目标。 （卢雪梅）

逐梦蓝天时 不负好春光
航空工业洪都：

笃行 ：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矢志不渝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脱胎于战争要服务战争，出身于贫寒要战胜贫寒。这句话深刻阐释了新中国

航空工业诞生的背景和面临的环境。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人民军队的飞行员驾驶着 17 架飞机参加检阅。
这其中，没有一架国产飞机 ；这数量，难以飞出气势。“你们战斗机速度快，

可以飞两遍。”
简单的话语背后，隐藏的是我国尚未形成自己的航空工业体系的辛酸与无奈。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远赴朝鲜战场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飞机修理量、

消耗性器材需求激增。为支援作战，必须尽快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次年 4 月 17 日，
新中国航空工业在抗美援朝的烽火硝烟中诞生。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设初期，我国举全国之力，优先发展航空工业。其中“60
亿斤小米”的故事流传至今。在航空工业诞生几个月后，重工业部提出了航空工
业发展方案，中央当即决定拿出价值 60 亿斤小米的资金开展航空工业建设。

这笔“巨款”的背后，凸显的是对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的渴求和急迫。
就这样，新中国航空工业身上流淌的是“保家卫国”的红色基因，胸中寄托

的是“追逐空天”的蓝色梦想。带着“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使命，航空
工业蹒跚起步。

新中国航空工业最早建设的六大重点工厂，大都是在解放前遗留的废墟上
建立起来的。奔赴各地的航空创业者们，面对的是断壁残垣，荆棘丛生。在零下
30℃的哈尔滨，他们席地而睡 ；走过一趟趟泥浆路，他们盖起了厂房 ；在荒草丛
生的山沟沟里，他们建起了恒温试验室……创业不易，但那一代航空人用满腔的
热血和激情，在未书写的白纸上策马扬鞭，硬是闯出了一番新天地。

可喜的是，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好消息纷至沓来 ：
1954 年 7 月 3 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 5 在江西南昌飞机厂飞上蓝

天。毛泽东主席向工厂签发了嘉勉信 ：“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
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6 年，新中国试制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 5 首飞成功。
1956 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纷拥而至。

“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飞机设计”，由此开启了新中国飞机设计的“黄金十年”。
1957 年，新中国第一架多用途运输机运 5 首飞成功。
1958 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 1、第一架初级

教练机初教 6 首飞成功。
1958 年，我国试制的第一架直升机直 5 首飞成功。
1966 年，我国试制的两倍声速歼击机歼 7 首飞成功。
1969 年，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歼 8 首飞成功。
……
新中国航空事业的突飞猛进，得益于有一群为航空事业默默耕耘和奉献的“孺

子牛”“拓荒牛”“老黄牛”，更得益于全国对于航空事业的全力支持。
在型号研制取得重大和系列突破的进程中，新中国航空工业也积蓄了一批海

内外航空科技人才，设立了航空研究院和一大批航空专业设计所、研究所，形成
了比较完整配套的生产能力。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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