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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引领新征程　风好扬帆正当时
|| 本报记者　沈建

70 年时光荏苒，70 年奋进不止。
从新中国航空工业在战火硝烟中诞
生，到迈向新时代航空强国，党旗在
航空工业高高飘扬，历经风雨、愈加
鲜艳，指引未来前进的方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 ：“国
有企业发展史，就是一部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航空工
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国家使
命和红色基因。作为军工央企，航空
工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听党话、跟党走 ；伴
随着企业从弱到强，航空工业党建工
作也在探索实践中同步推进、持续见
效，有力推动了航空工业深化改革和
创新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
新的机遇和挑战，航空工业不断加强
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打造国企
改革发展的“红色引擎”，为企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将党的政治
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
势。

党建强，企业兴。极不平凡的
2020 年，航空工业交出了一份亮眼
“答卷”。集团全年实现净利润 156 亿
元、EVA78 亿元、营业总收入 4685
亿元、利润总额 215 亿元，圆满完成
年度计划任务，确保了“十三五”装
备任务、深化改革任务圆满收官，“双
线作战”取得重大成果，脱贫攻坚取
得全面胜利，用高质量发展成果回答
了时代命题。

党的旗帜，指引着一代代航空人
前进的方向。党旗下，新时代航空强
国的美好图景正在绘就。

凝心聚力   坚持党的领导

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年来，航空工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国企姓党”，
始终体现时代要求，党建工作无论从
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飞跃。
截至 2020 年年底，航空工业共有
12.16 万名党员、基层党组织 5639个、
中层以上党员干部 1.2 万人、领导班
子 1600 个。

70 年来，面对复杂的国际竞争
环境和舆论环境，面对新时代改革发
展和经济建设目标，航空工业在讲政
治上走在前列，突出政治功能，强化
政治引领，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在企业
落地生根，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
国有企业落地落实，确保国有资产始
终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与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航空工业党的
建设再添新气象，紧跟中央部署要求，
围绕装备发展、经济建设等中心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树立从严标准、狠抓
工作重点、强化责任落实，把严和实
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
党的建设各方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扎实成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修订党章
明确“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
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航空工业认真践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
届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
讲政治，把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
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转化
成引领和带动航空工业各企事业单位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加强党的建设，夯实管党治党
责任。通过探索实践，航空工业逐步
推进党的领导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深

度融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长
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制”，到改革
开放初期确立的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
理结构中的政治核心地位，逐步解决
了企业党组织定位不准、作用发挥不
明显、党的工作被弱化等问题。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下大力气探索建
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求
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在公
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航空工业
严格落实党中央部署，深入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明确了党委（党组）
领导职责，有效完善以“党的领导为
核心、董事会决策为主导、经营层执
行为主体、监事会监督为保障”的治
理体系，明确了党组织在决策、执行、
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将党
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
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
构之中，保证国有资产牢牢掌握在党
的手中，持续丰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
企业制度内涵。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解
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有效方法。
“从党的非凡历程中追寻伟大成就的
密 码。”2021 年 3 月 29~31 日， 航
空工业党组开展了一场追寻初心使命
之旅。航空工业党组成员来到遵义，
深刻感悟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 ；他们听讲解、看图片、观影
像，在红军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
花篮，在红军革命烈士纪念碑重温入
党誓词，在烈士墓前聆听革命烈士的
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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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教
育打出“组合拳”，航空工业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进
一步引导党员干部职工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内集中教
育中，航空工业把握特点、突出重点、
解决热点、突破难点、体现落脚点，
取得了一系列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
制度成果，凝聚了全行业广大党员干
部和各级党组织干事创业、攻坚克难
的强大合力。

融入业务 发挥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

“怎么开展党建融合业务、融合
哪些业务，都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航空工业某基层党组织书记段夏媛一
直探索如何将党建融入业务。她认识
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如同“车之
双轮”“鸟之双翼”，两者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党建 + 业务’要切实以
党建促业务，以业务促党建，实现党
建与业务‘两手抓’‘两促进’‘两提
高’。”

这是全行业探索党建融合业务的
一个缩影。可以说，抓党建推动企业
改革发展，是我国国有企业最大的优
势所在。融入中心、服务大局，是党
建工作的源头活水，也是党建工作的
生命力之所在。

近年来，航空工业坚持党建工作
价值导向，聚焦主责主业抓党建，在
增进党建与业务交融互促、良性互动
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逐步推动党建
工作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向全面
推进、积厚成势扎实迈进。2020 年，
航空工业党组坚持央企本色本真，聚
焦航空主责主业，提出以“五融合”
为着力点，即在推进政治思想融合、
组织体系融合、制度机制融合、运行
管理融合、推进绩效价值融合上下功
夫，以此探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从
理论要求到具体实践、从点位突破到

整体推进的贯通，为企业改革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基层实践成为航空工业各级党组
织党建与业务“五融合”、聚力航空
事业发展的试验场。各级党组织聚焦
中心任务发挥，结合重点型号研制，
将党建工作精准融入型号、项目全生
命周期。一系列特色鲜明，具有吸引
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党建工作创新
实践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

在航空工业成飞，结合歼 10 系
列、歼 20 等重点型号研制，开展“党
员先锋工程”“每周一星”“成飞故事”
等好做法，运用信息化思维构建“制
度 + 流程 + 信息化”党建工作运行
支撑体系，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
水平。在航空工业西飞，客户服务部
党总支以“党建+保障”“党建+创新”
为牵引，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
深度融合。在航空工业昌飞，围绕直
10 等型号研制任务，着眼服务科研

生产一线，创新建立“吹哨报到”工
作模式，打通解决职工群众困难和科
研生产难题“最后一公里”。在航空
工业直升机所，党委确保主题党日“融
入型号、保证型号、服务型号、支持
型号”，为型号成功注入强大精神动
力。在航空工业光电所，党委制定了
党建与业务双向考核管理办法，把考
核指挥棒功能用在实处。航空工业哈
飞党委围绕重点型号、关键任务，成
立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向技术瓶颈发
起冲锋。航空工业凯天党委创新实施
党内“提案制”，走出了党建业务深
度融合新路子。

固本强基   建强战斗堡垒

“现在的党支部带领大家攻坚克
难，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2021 年 3 月 15 日，

航空工业成飞总装一厂项目设计工艺
一体化项目已进入攻坚阶段。成飞
总装一厂技术党支部聚焦项目瓶颈问
题，成立党员先锋团队，组织开展系
统原理学习、强核大讨论、CATIA
开发研讨等工作，化解难点、疏通堵
点，助推项目顺利进行。项目团队成
员纷纷拍手称赞，坚定了高质量完成
目标节点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在基层，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对推进企业高质
量发展至关重要。航空工业具有高度
重视基层党建的优良传统，早在建设
伊始，就参考“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
设置党的基层党组织。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
战略部署，对党的基层组织提出了更
高要求，明确了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
组织“三基建设”的主要任务。

近年来，航空工业始终把抓基
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牢固树立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确保企
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
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体现在
哪里 ；提升每一个“神经末梢”的组
织力，使党建工作真正成为企业价值
链上的重要关节，成为攻坚决战力量
的“倍增器”和研制生产的“加速器”。

如何让基层找到看得见、摸得着、
好操作的党建工作思路和方法呢？航
空工业紧盯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发力，突出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四
化”问题，探索构建党建科学化管控
体系。2017 年运用系统工程管理理
念，构建实施“1122”党建工作体系。
该体系由“一种精神、一个规范、两
个手册、两个办法”组成，对航空工
业党建“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
干得怎么样”进行系统设计，把党建
工作的任务目标、内容抓手、流程方

法、考核评价等统筹起来，以 PDCA
闭环管理加强了党建工作的管控力
度。该体系在打牢基础、补齐短板上
狠下功夫，实现了党建工作对标开展、
对标衡量、对标督查、对标问责，真
正使党建工作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有效提升了航空工业基层党建工作水
平。每年对“1122”党建工作体系迭
代升级，重点对航空工业党建工作规
范、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办法及细则进
行了修订，引领和保证航空工业改革
发展各项工作全面高效完成。航空工
业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指出：“要
加大航空工业‘1122’党建工作体系
落实力度，充分发挥体系在抓实基层
基础方面的牵引和推动作用，强化对
全级次党组织的有效管控，推动‘三
基建设’不断深化拓展、党建和业务
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提高集团公司党
建工作质量，推动集团公司各级党组
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航空工业“1122”党建工作体系
的出台，使全行业加强基层党建工作
有了得力抓手。各级党组织也快速响
应，结合各自的科研生产经营实际，
认真落实“1122”党建工作体系。

航空工业沈飞党委推进航空工业
“1122”党建工作体系与 AOS 管理
体系相融合，实现党建工作业务流程
化、流程制度化、制度表单化、表单
信息化 ；航空工业沈阳所党委运用工
程化、系统化思维，构建“5P”党务
督导模式，拉紧党建责任链条 ；航空
工业沈阳所、沈飞、南京机电三家单
位实现党建共建共发展，着力打造一
个开放、共享、互促的国企党建共建
格局，生动实践“集团抓总、主机牵头、
体系保障”的产品管控模式。

通过这些手段，党中央和上级的
重要精神迅速、深入传达到各级党组
织，压实了责任，推进了工作落地。
基层党组织各项工作走上了主动、常
态、长效的正轨，不断提升了凝聚力
和战斗力。

忠诚担当   先锋模范大批涌现

党员在企业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
用，是我国国有企业在面临苦难与挑
战时的显著优势。航空工业广大党员
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勇作为，鲜艳
的党旗高高飘扬在攻坚克难第一线，
党员干部带头站在生产经营科研最前
沿。

一支过硬的干事创业队伍，是撑
起新时代航空强国发展的脊梁。2021
年 3 月，AG600 总装型架装配已进
入关键环节，4 月中旬要达到交付状
态，时间紧、任务重，航空工业陕飞
技术装备厂及时成立 AG600 总装型
架党员突击队，向任务目标发起冲

刺。2020 年 10 月， 海 拔 5380 米，
AR500C 无人直升机深入高原无人
区，再次刷新了国产无人直升机起降
高度。航空工业直升机所党员先锋队
用行动证明，关键时刻能担当，本身
就是一种荣耀。2020 年，航空工业
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在“双线作战”中
交出了出色答卷。疫情严峻时期，制
造院用时 16 天完成首台口罩机样机
研制，是项目临时党支部 37 名党员
对国家需要的最好承诺。

70 年来，航空工业在科技创新
最前沿、在攻坚克难战场上、在生产
经营第一线，培养了忠诚担当的党员
队伍。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们
奋斗的身影。他们关键时刻敢于亮剑，
时刻发挥先锋作用，涌现了一批模范
人物和时代楷模。新中国早期航空工
业的规划师和奠基人之一徐舜寿，亲
手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送上天
空，又在歼击机、教练机、轰炸机等
多个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歼 10 战
斗机总设计师宋文骢潜心铸剑、默默
砺剑，让歼 10 一飞冲天，中国的蓝
天上翱翔着可以与先进国家水平媲美
的战斗之鹰 ；“航空英模”罗阳以敬
业奉献、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托举
中国的舰载机飞上蓝天，用生命诠释
了航空人的忠诚。航空工业某中心副
总设计师、研究员任宏光从进入国防
科技战线工作的第一天起，36 年来
全身心投入武器装备研制事业，成功
解决了多项国家重点工程中的关键技
术问题 ；航空工业沈飞模具生产岗位
上的“一把刀”孙飞，潜心钻研，总
结提炼车工加工方法，刀刃锋利、所
向披靡，破解各种加工困难。熔炉淬
火，百炼成钢，航空工业广大党员干
部正以更强的定力、更大的干劲、更
实的作风，在新时代航空强国奋力前
行。

“回顾新中国航空事业|70|载发展
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科技
事业的辉煌，就没有新中国航空事业
的腾飞。”谭瑞松如是说。

航空工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
决定了，让党和人民放心是其安身立
命的根本，是其始终坚守的初心与使
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航空工
业全体党员将承接好党中央交给航空
工业的“第一棒”，用忠诚书写使命
担当，用奉献执着坚守事业，用创新
突破挑战极限，用接续奋斗实现蓝天
梦想，在聚焦主责主业、报国强军的
征程中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

航空工业电源党员在工
间休息时主动学党史。

航空工业英
模、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罗阳。

航空工业昌飞某型机外场试验试
飞党员攻坚突击队。

航空工业导
弹院党委开展“开
局‘十四五’，奋
进我当先”主题
实践活动。

风雪交加中，航空工业沈飞生产一线党员克服困难完成试飞保障任务。

航空工业陕飞成立党
员突击队，深入推进党建
工作与科研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