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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

贯穿历史　观照现实　洪都人的初心与使命
——航空工业洪都70年奋斗的发展传奇

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 100 岁的生

日。回首 100 年的岁月历程，一个内忧
外患、民不聊生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悄

然在一艘画舫上诞生，像一座灯塔划
破漫长黑夜，像初升的朝阳给沉睡

的大地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从此，
神州大地有了引路人，中华民族

有了脊梁骨。
一百个风雨春秋，一百

年奋斗不息，中国共产党历
经风雨洗礼，不管是罗霄

山脉的腥风血雨，还是延
安窑洞的凄风寒雨，不

管是社会主义改造的
暴风急雨，还是改革
开放的疾风骤雨，中

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
始终紧紧团结在一起，

与中国命运的脉搏一起跳
动，从山河破碎到祖国统

一，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走来，驶

向一个新的世纪，迎来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百

年奋斗历程中，航空工业洪都是最真切、
最直接的见证者、参与者之一。作为中

国航空工业发祥地之一、红色基因的传承
者，洪都公司肩负使命、自强不息，在时
光的积淀中不断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百年
逐梦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忠诚于党、献身航空
  “红”与“蓝”的交融

洪都公司从抗美援朝的战火中诞生，
在英雄之城上奋起，由一穷二白中奋进。
1951 年，当朝鲜战场激战正酣，在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在“60 亿斤小米”
的支持下，航空工业正式成立，肩负起为
国家、为军队维修和制造飞机的使命。短
短 6 天后，1951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和部署下，决定在原“国民政
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旧址上成
立国营洪都机械厂，也就是今天的洪都公
司。怀揣着革命理想与信念，新中国第一
代航空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投
身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之中，洪都公
司也自此开启了 70 年的艰辛岁月和创新之
旅！

党和国家的需要、人民空军的需要，
就是洪都人航空报国的方向。从建厂到
1952 年底，洪都公司共完成拉 -9、拉 -11、
雅克 -18 等 400 余架飞机的修理任务，有
力支持了人民空军，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
这场立国之战。一代又一代洪都人秉承航
空报国初心、肩负航空强国使命，以坚定
服务国防和航空事业的信念，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新中国第一，坚强地支撑了国防建
设。

1954 年 7 月 26 日，初教 5 飞机在南
昌青云谱机场成功首飞，标志着新中国的飞
机制造开始由修理迈向仿制。毛泽东主席为
此发来亲笔签署的嘉勉信，称“这在建立我
国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
良好的开端”。

1958 年 8 月 27 日，洪都人仅用 72 天
自主研制的初教 6 飞机顺利首飞，开启了
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仿制到自行设计制造
飞机的新征程。

1965 年 6 月 4 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
一架超声速喷气式强击机——强 5 飞机首
飞成功。

1966 年 11 月， 我 国 第 一 批 海 防 导
弹——“上游一号”以 9 发 9 中的好成绩
顺利通过鉴定试验，标志着海防导弹研制成
功。

1990 年 11 月 21 日，我国第一种通过
自筹资金、国际合作研制的基础教练机——
K8 飞机首飞成功。

2006 年 3 月 13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第一架全新三代高级教练机 L15 首飞成功。
至此，洪都公司拥有了研制初、中、高全系
列教练机的能力，掀开了企业发展新的篇
章。

2009 年，洪都公司正式成为 C919 大
型客机前机身、中后机身两大机体结构部
件的唯一供应商，约占 C919 机体结构份额
的 25%。2018 年 4 月，洪都公司获得中国

商飞国内唯一优秀供应商金奖。2019 年 12
月 5 日，C919 大型客机顺利转场瑶湖机场，
标志着瑶湖机场成为 C919 核心试飞机场地
位越来越稳固。

2012 年以来，洪都公司紧扣空军实战
实训化改革需求，开创了飞行员培养和战斗
力生成的“训效”体系，在打造“中国教练
机基地”过程中，实现了由单一提供教练
机产品向为客户提供全套飞行员培养研究服
务的重大跨越。2020 年，首批初教 6 直上
L15 高教机飞行学员的顺利开飞，为人民军
队飞行员的培养迈出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洪都公司积极开拓军贸市场，
以研制强 5 外贸机为突破口，开创性促成了
强 5 出口亚非多个国家 ；开拓了 K8E 教练
机成套技术出口的先河和军贸发展道路新模
式，成为企业军贸出口乃至中国航空工业军
贸出口的里程碑项目。 

近年来，洪都公司主打型号陆续打开国
内外市场，型号迭代稳步推进，改革发展和
融合发展步履铿锵，教 10 飞机交付空海军
主战部队，初教 6 飞机取得 TC/PC 证进入
民用航空市场，瑶湖机场建设创造了“航空
速度”，中国商飞江西生产试飞中心落户南
昌航空城，洪都公司实现总体搬迁入驻航空
城，发展势头强劲有力。

在南昌这片具有红色基因的赣鄱大地
上，一代代洪都人以振兴祖国的航空事业为
己任，将年华与热血、智慧与汗水、牺牲与
奉献都描绘进共和国飞机腾飞的蓝天梦里。

从航空报国到航空强国，70 年砥砺前
行、高歌奋进，洪都人秉持航空报国的理想
和追求，牢记航空强国的责任与使命，坚持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发
扬“献身航空、团结奋斗、创新担当、争创
一流”的洪都精神，为加快实现国产装备的
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为祖国的国防建设持
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70 年创业创新，70 载辉煌巨变。从百
废待兴到蓬勃发展，从青云谱之郊到瑶湖之
滨，从豫章故郡到洪都新府，从螺旋桨到喷
气式，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教练机……由

“老”转“新”，由“慢”转“快”，变幻的
是时空速度，不变的是洪都人的初心使命。

“红”与“蓝”的深切交融，洪都公司也在
70 年的生长中，酝酿出了更崭新的面貌。

改革创效、转型升级  
“点”与“面”的共进

历史的更迭，由先贤开篇，也必然由后
来者接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
强有力的领导下，洪都公司在迎接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充分彰显了国企担当，
奋力推动科研生产、搬迁建设、深化改革三
大攻坚战，经营质量持续改善，科研生产再
创新高，综合改革捷报频传，统筹推进管理
提升、科技创新、人才建设、深化改革、新
家园建设等工作，以“点”带“面”，促进“点”
与“面”共进，让洪都公司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点滴努力，汇聚力量。洪都公司在管
理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建设等方面实现大
幅提升，一步一个脚印，做大做强，再创辉
煌——

追求经营管理效益最大化是现代化企
业的必修课。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家
经济体系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洪都公司提
出了“打造核心能力，构筑发展平台、创造
新的突破”的转型升级目标，通过聚集产品、
技术、改革管理三大领域，构筑军民互促发
展与运营管理服务两大平台，着力打造企业
核心竞争力，提高航空武器装备研发制造能
力，为国防能力建设贡献“洪都”力量。

洪都公司坚定不移贯彻国企改革部署，
遵循航空工业 AOS 管理体系建设总体要求，
对标国内外一流企业，科学策划、分步实施，
用体系化的创新变革推动企业管理转型升
级。以流程为核心，推进管理体系建设，重
新设计高阶业务流程场景，科学划分业务域
和流程组，实现了全业务的流程梳理和显性
化，建立了流程管理组织，制定了流程管理
制度，稳固了企业管理基础；以目标为导向，
优化组织绩效管理模式，强化计划管理，细
化指标考核内涵，促进了各领域绩效显性化
和工作规范化，提升了企业整体绩效水平 ；
以信息化为手段，深入推进信息技术在产品
生命周期、管理业务流程、企业价值链的全
面应用，实现了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
合，提升了信息化支撑能力，助力打造“智
慧洪都”。

回忆往昔，洪都公司荣获 3 项国家级
管理成果二等奖。展望未来，洪都公司将持
续深入挖掘管理的价值，不断完善管理体系

建设，加快向流程型企业转型，保障企业高
质量发展，朝着“航空强国”战略目标稳步
前进！

科技创新，久久为功。从航空产业来看，
以飞机产品为例，研制周期一般在 7 ～ 15
年，研制出来后还需要不断使用、改进和维
护，常常需要在 20 年间持续不断地进行高
技术投入和管理服务投入，才能获得市场和
客户的认可。如此长的周期，必然要求航空
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具备定力。

洪都公司牢牢把握创新驱动发展这个
核心，每一个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成功型号的
诞生无不证明了洪都人 70 年的创新奋斗征
程。从立项到初步设计定型，初教 6 飞机用
了5年，强5飞机用了7年，K8飞机用了9年；

“十三五”以来，洪都公司高教机多型产品
完成设计鉴定，新型号立项取得突破，型号
研制呈现良好势头。

洪都公司坚持站高点，探索新技术，走
精品之路。在 L15 高教机研制起始，洪都
公司就把 L15 高教机定位于衔接第三代战
斗机飞行员的训练，并前瞻第四代战斗机训
练需要，在研制过程中各项技术指标始终以
引领先进为目标，且同国际上其他几种高级
教练机相比，优势相当明显。2019 年，L15
高教机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与此同时，洪都公司广开渠道、积极引
智，牵头组建江西省教练机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江西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先进航空机载机电与飞控联合实验
室，拥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7 个，形成了以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
作站、重点实验室等为组合的多元化创新平
台体系。这些平台渠道的建设为洪都公司科
研开发、人才培养、人才与技术交流等提供
了有力的外部支撑。

技术人才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是
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在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等方面具有
关键性作用。洪都公司大力加强技术人才培
养，通过打造技术人才发展“生态圈”、搭
建技术人才队伍“梯队群”、筑牢技术人才
工作“保障网”、构建技术人才成长“助推器”
等，激发技术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企业高
质量改革和跨越发展提供坚强的技术保障和
人才支撑。

一方面，洪都公司全方位落实新时代人
才发展体系，围绕成长规律，建立职岗分制
并行的职岗体系管理模式，有效构建匹配企
业战略发展需求的人才甄选体系。“十三五”
期间，洪都公司引进各类人才 1138 人，其
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毕业生占比达 46%。优化薪酬激励体系
取得显著成效，“十三五”期间劳动生产率
增幅 59%。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
健全，分层分类人才培养体系日渐完善。

另一方面，洪都公司积极打造航空工业
和省市人才品牌，积极承接航空工业技术专
家队伍梯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专家
队伍，进一步扩大了领军人才规模。2020
年新增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1 人，航空工业特
级 / 一级技术专家 11 人，江西省百千万人
才工程入选者 2 人，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 1
人，江西省双千计划入选者 2 人。洪都公司
现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等各类省市级以上技术专家共计 100 余
人。

面朝瑶湖，心潮澎湃。洪都公司积极
探寻国企改革道路，齐心协力建设美丽新家
园，坚持全面统筹推进，助力企业跨越式发
展——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
者胜。党的十八大以来，洪都公司以落实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为契机，不断探索创新、
求变自强，大力推进资产置换、债转股、厂
办集体企业改革和退休人员社会化移交等工
作，为在新时代开启高质量发展道路，为企
业焕发新活力、谱写新篇章奠定了坚实根基。

2018 年 11 月，洪都公司与洪都航空启
动资产置换程序，这也是洪都航空近年来开
展的首次资产重组。通过资产置换，洪都航
空资源分配得以优化，产业结构得以改善，
产品线更加丰富，收入来源增加，收入结构
改善，从而增强了洪都航空的市场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2019 年，洪都航空实现营业收
入 44.2 亿元，同比增长 46.34%，资产盘活了，
企业困局也解了！

抓住国家推动实施市场化债转股降低
企业杠杆政策的有利时机，经过一年的努力，
2019 年 12 月，洪都公司与债权机构签订了
债转股协议，成功实施了市场化债转股，减
少带息负债 14 亿元，资产负债率下降 7.6

个百分点，全面完成了航空工业关于降杠杆
减负债，降低企业运行风险的总经理令，成
为航空工业首家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单位、
江西省内央企首例，改革“试水”取得实效。

厂办集体企业改革是深化国企改革的
重要举措，也是助力洪都公司实现跨越发展
的重要一环。在政策向好和企业向好的双重
背景下，洪都公司仅用一年多时间，安置集
体企业职工 9823 人，基本解决集体企业职
工安置问题，集体企业销户工作同步开展，
完成 29 家集体企业清算注销、2 家企业改制、
9 家企业破产立案工作，彻底解决集体企业
小散企业弱、亏损企业多、劳动关系杂、企
业负债高和历史包袱重的根本问题。在探寻
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洪都公司打造了一份
厂办集体企业改革脱困的样本。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是
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
快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的重大决策部署。这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关乎上万名退休人员，一定要交得稳、接得
住。2020 年，洪都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最
实的作风奋力推进，率先实现 14242 名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是航空工业、江西
省单个区域移交人员最大的单位，成为央企
改革“急先锋”。2020 年，洪都公司入选全
国百户“科改示范行动”企业。

搬进新家园，开启新篇章。洪都公司
从修理到仿制、再到自主研制飞机，一步步
跨越发展，企业的硬件也日新月异，尤其近
10 年来，从青云谱老厂区到南昌航空城新
厂区，洪都公司历经蝶变式发展。

2009 年 12 月 23 日，南昌航空城奠基，
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2010 年 8 月 16 日，洪都商飞揭牌暨
南昌航空工业城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2013 年 5 月，大部件厂房交付使用，
年底全面投入试运行。

2015 年 8 月，洪都公司首批搬迁的 5
家零件生产单位陆续启动搬迁。

2016 年 9 月，北区一期入驻的 5 家单
位全面恢复生产。

2017 年 10 月 31 日，瑶湖机场场道工
程全面完工，项目正式转入验收、校飞阶段。
瑶湖机场建设仅用了短短 220 天时间，被
誉为“航空速度”。

2019 年 1 月 8 日， 瑶 湖 机 场 正 式 获
得 《南昌瑶湖机场 A1 级通用机场使用许可
证》，成为江西省首个 4D 级 A 类通用机场。

2019 年 8 月 25 日，洪都公司搬迁入
驻仪式在南昌航空城举行。

2019 年 11 月 1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时隔 10 年再次来到洪都公司，他用“鸟
枪换炮”这个词形容了 10 年来企业的变化，
也见证了航空工业长子在新时代自我迭代升
级的累累硕果。南昌航空城大部件厂房里的
数字化装配线，新复材中心的智能化工艺布
局，先进的机加、钣金设备和新式的热处理
线、COE 厂房、脉动生产线，无不透露着
新时代、新发展的光芒。

2020 年，瑶湖之畔的洪都公司以全新
姿态崛起，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助力航空产
业集群，推动整个航空新城形成由点及面、
连线成片的发展新格局。

筑梦之途，拼搏不止。从 2009 年南昌
航空城奠基到 2021 年航空产业生态链构建，
十多年来的风雨兼程，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
地而起，一项项综合配套有序跟进，一声声
飞机轰鸣交织回响，50 平方千米的航空新
城已变得更加美丽、更富朝气、更具活力，
洪都人用梦想与智慧在新家园上书写下最动
听的奋斗之歌。

总有一段历史难以忘却，总有一种精神
心潮澎湃。洪都公司 70 年的壮丽行程，是
一代代洪都人创造出的光辉历史。洪都公
司从仿造苏联的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初教
5，到自主研制的第三代高级教练机 L15，
一次次勇敢尝试，一次次奋力拼搏，只为让
鲜红的党旗在祖国的蓝天高高飘扬，其间虽
历经磨难、充满坎坷，却也收获了基业长青
的“精神密码”。

“红”与“蓝”的交融，红色基因、蓝
色情怀，把红色血脉融入蓝色肌理 ；“点”
与“面”的共进，以“点”带“面”、以“面”
取“胜”，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洪
都人永葆闯劲、激发创劲、保持韧劲，跑出
加速度、创造新纪录，正以新理念引领新征
程、以新面貌绘就新蓝图、以新成绩谱写新
未来！

（白波）

2015年9月10日，空军航空大学开学典
礼，教8飞机进行飞行表演。

初教6和高教机同框飞行。高教机转场交付。 初教6“天之翼”飞行表演队进行飞行表演。强5飞机群空中编队飞行。

洪都公司退休人员人事档案、专用（共用）资产移交仪式。

毛泽东主席的嘉勉信。

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初教5。

准备交付的初教6飞机。

2017年8月，教10参加航空飞镖大赛。

洪都公司集体企业改革获赠锦旗。

初、中、高级三型教练机编队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