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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

七十载砥砺奋进，七十载春华秋
实。2021 年是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
发展 70 周年，与新中国航空事业同起
步、共成长的航空工业太航也迎来了成
立 70 周年的辉煌时刻。70 年来，太航
从破旧的兵营马棚走向高科技制造企
业、从一无所有到多个全国首创、从艰
苦奋斗走向开放卓越，积淀了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这 70 年是太航人不忘初
心、砥砺奋进的 70 年，是太航人携手
筑梦、不辱使命的 70 年，是太航人忠
诚践行航空报国、航空强国使命的 70
年。

情系蓝天，奠定仪表产品生产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
废待兴，航空工业的建设迫在眉睫。

1951 年初，一群两航起义人员、
全国各地的技术专家、技能工人放弃了
大城市的安逸生活，满怀蓝天建业的初
心使命，来到了黄土高原上，在阎锡
山的旧兵营马棚里安营扎寨。怎么建？
多久能完工？谁心里也没底。太航的
创业者们在荒野之地，住马棚、喝浑水，
手拉肩扛、修旧利废，硬是在荒郊原
野上创造了百日建厂的奇迹。1951 年
5 月 1 日，民航太原机械修理厂举行隆
重的开业典礼。两年后，太原机械修
理厂完成了从发动机修理向航空仪表
测试设备制造的转变 ；3 年后，中国第
一块航空仪表诞生。

1958 年夏，毛泽东主席在听取中
央气象局工作汇报时，了解到工厂生
产的气象膜盒产品配装探空仪为各气

象台（站）广泛采用并发挥重要作用后，
向有关人员详细询问了关于工厂的规
模、技术装备、职工队伍和生产能力，
对工厂的协作风格倍加赞赏。1958 年
9月27日，朱德元帅第二次到工厂视察，
亲切地赞誉道：“马槽里飞出了金凤凰。”

在随后的 30 年间，太航先后包建、
援建了 10 个新厂，为 89 个工厂和科
研部门输送人才 2384 名。

传承创业，拓宽科研领域新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历史
翻开新的一页，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
神州大地。中国经济开始由计划向市
场转型，敢于挑战的太航人从不缺乏
改革的智慧和勇气。

这一时期，太航认真贯彻上级方
针，提出“突破新品、大上民品”的发
展思路，坚持突出主业，实施多业并
举、三产创优质服务的品牌战略，取
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走出
了一条自主创新、市场为先、开发领路、
机制推动的协调发展路子。经过 10 多

年的创业经营，民品产业已初具规模。
破旧立新，变革图强。解放思想、

破除桎梏的太航人，向改革要动力、向
创新要活力，不断加快自我发展的步
伐。1991 年 6 月，“高精度高度表方案
讨论会”在太航隆重召开，太航人大
胆创新、大力协同，公司上下激情高涨，
到处是科研攻关、废寝忘食的奋进场
面。1993 年 4 月，高精度高度表顺利
通过设计定型，并如期交付使用。高精
度高度表的成功研制，进一步加快了我
国飞行高度层改革，直接推动了我国
空中交通管制顺利进行。多项新技术、
新工艺创新背后，涌现出一批优秀的
科技人才和科研团队。期间孕育了“太
航产品全国一流，太航员工全国一流”
的“两个一流”文化，赢得社会的广
泛认同。

敢为人先，迈上经营发展新台阶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胜。进入
新世纪，太航人掀起了轰轰烈烈“创新、
创业、创收”的“三创”活动，敢用

别人没用过的技术，敢开发别人没开
发的市场，敢开辟别人没开辟的产业。
从基础管理建设年到战略建设年，从
企业文化建设人才建设年再到科技与
专业化建设年，经过“十五”“十一五”
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太航的整体实
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从空气压力受感器对参数的采集，
到传感器及弹性敏感元件对压力的测
量，再到大气数据计算机对数据的解
算，最后到机械膜盒仪表、机电伺服
仪表和液晶显示器的综合显示，规模
上从小到大，功能上从单一到多功能，
结构上从简单到复杂，效能上从低到
高，组合上从分立到综合 ；自主开发的
座舱飞行仪表、传感器弹性元件、大
气数据系统、综合显示系统等产品业
务得到充分应用 ；70 余项仪器仪表类
产品先后获得国家级发明专利、科技
进步奖和新产品奖，标志着太航仪器
仪表系统正向智能化、微型化、数字化、
综合化方向迈进。

这期间，公司发挥地域优势，形
成了以酒店餐饮和医疗医药为支柱的
第三产业，极大提升了太航企业品牌
的知名度。

上市插翅，建设卓越航空电子系统

2011 年，太航主业资产上市经营，
对经营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提出了新
的要求。按照集团战略，太航领导班子
锐意改革，集智决策，准确定位发展方
向，提出了“打造卓越航电子系统，建
设绿色科技新太航”的发展目标，适时

提出了“创新驱动、研发先导、变革提升、
转型发展”的思路，着力于转变观念，
营造包容创新的氛围，体现发展中资源
要素的整合力度、发展的意愿和动力 ；
着力于提升核心能力，夯实抢占技术制
高点的基础，体现发展理念和价值定
位 ；着力于在基础管理、流程管理和价
值管理方面持续改善，体现发展中的路
径和手段 ；着力于实现企业整体转变，
实现由生产型企业向研发型企业的转
变，体现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价值创造
能力。

“十二五”以来，太航坚持技术创
新引领，围绕四大专业层级，瞄准科技
发展前沿，梳理核心专业、技术优势和
产品特点，不断完善预研体系，强化型
号科研，增强研制保障能力，深入构建
核心能力，加快技术及产品工艺创新，
提升核心竞争力。捆绑上市重新焕发
活力的太航，抢抓仪表发展重大机遇，
苦练内功、乘势而上，展示了中气十
足的“太航气场”。

聚焦研发，增强数智化发展硬实力

高质量发展激活新动能，科技创
新加速成为太航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十三五”以来，太航党委在上级
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明确了“创新
驱动、研发先导、绿色科技、开放卓越”
的发展思路，更加关注各利益相关方需
求，着重提升组织能力，推进两级两
维度精益管理，优化内外部资源效能，
员工收入与各项业务欣欣向荣、蒸蒸
日上，资产总额、效益收入、经营利

润等主要指标取得新成效，经济总量
稳步提升。

太航完全具备了大气数据传感与
测量、机载显示系统、告警系统、传感器、
弹性敏感元件等核心专业的设计研发、
试验验证、生产制造、服务保障等全生
命周期的供应能力，多次受到客户褒
奖，产品实现了多型号多配套、多品
种多占位 ；非航空业务多点开花、稳
中有进、成果丰硕 ；产学研创新联合
体成效显著，形成大气物理研究和实
验能力，通过 DILAC 认证的理化计量
中心和 CNAS 认证的工程测试实验室；
关键工序设备数字化率达 70%，实现
了价值链运营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 ；以
集成研发平台为核心，实现了从用户需
求捕获到需求验证、产品数字样机研发
到物理样机的数字迭代以及从研制项
目管控到产品制造过程的数字化。太
航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山
西省航空仪表工程研究中心”“山西省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70 年前，太航人披荆斩棘、修旧
利废，白手起家、蓝天建业，创造了
百日建厂的奇迹 ；70 年来，太航人栉
风沐雨、矢志航空，与新中国航空事业
同起步、共发展，创造了安康美满的
幸福生活。站在航空工业太航 70 周年
新起点上，太航人忠诚担当、创新超越，
以航空报国、航空强国为己任，继续在
三晋大地这片热土上，初心不改，同
心奋进新征程！

 （航空工业太航供稿）

航空报国七十载  同心奋进新征程
1951年5月1日，中央军委民航

局太原机械修理厂建成。

太航数控加工中心。

七十载初心如磐　新时代再谱新篇
——中航供应链深耕航空供应链集成服务体系建设

70 年，薪火相传、使命铭心。
70 年，栉风沐雨、初心如磐。
70 年风雨兼程，中航供应链从抗

美援朝的烽火硝烟中一路走来，曾亲
历航空工业白手起家的艰辛，也曾体
会为航空物资配套保障立下赫赫战功
的荣耀，曾顺应时势在改革的浪潮中
直面挑战，也曾破釜沉舟在时代的召
唤下大胆突围。

70 年岁月流金，中航供应链始终
以服务航空工业为己任，从航空物资
配套保供到航空供应链集成服务，循
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为航空上下求索、
倾情守护，伴随新中国航空工业走过
了七十载不平凡的历程，为航空事业
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缘起：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1951 年 4 月，航空工业物资供应

管理机构紧随新中国航空工业在沈阳
创建，航空工业局下设经理处器材科，
承担起了光荣而又艰巨的航空器材国
内试制和采购供应工作。

那时，抗美援朝的硝烟迫切要求
我们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自行修理
与生产空军急需的飞机，器材供应保
障是航空工业建立及发展的关键之关
键。第一代航空物资供应人在一穷二
白的新中国开始了“航空器材立足于
国内”的艰苦探索 ：统筹规划选定承
制厂，将航空器材试制纳入国家计划，
协调民口部门加快试制进程。从简单
产品开始一件一类地突破，逐步试制
出了耐热合金、航空轴承、玻璃、油
料、大型锻件等符合航空产品技术要
求的各种器材。至 1957 年，国内已
有一大批为航空工业协作配套的生产
基地逐步建成投产，当时成批生产的
4 个机种所需器材的国内自给率达到
80%~96%。

1963 年航空工业部成立，下设供
应局（后称物资局）。航空工业物资供
应网络体系随后基本建成，相继在哈
尔滨、沈阳、西安、成都和上海等中
心城市建立了物资供应站和中转仓库；

并在冶金、有色金属、石化橡胶和机
电设备等行业设立了驻厂代表室，建
立了高效健全的物资供应和配套保障
网络体系。

在航空工业建立初期，新中国第
一代航空物资供应人抱定“千方百计、
分秒必争、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的信
念，白手起家，排除万难，大力推进
航空器材国内试制和供应，保障了新
中国航空工业基本建设、飞机修理和
生产研制所需能源、材料和设备的供
给，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物资基础。

改革开放后，为顺应“军民结合、
以民养军”、面向市场的发展之路，航
空工业部正式成立中国航空工业供销
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公司”），肩负
起了航空物资供应与民品销售的双重
使命。2013 年，供销公司与中航国际
旗下专业物流公司中航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物流”）全
面重组，正式开始了采购与物流供应
链相结合的全新探索。

在国内航空物资配套供应平稳运
行的同时，改革开放的春风也给航空
工业带来了贸易发展的有利契机。为
满足航空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需
要，1979 年航空工业部正式成立了中

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航空转包生
产和设备进口业务也由此全面拉开序
幕。2011 年，按照中航国际战略部署，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航国际航发”）正式成立。作为
中国航空工业转包生产和设备进口主
窗口，中航国际航发在此后的发展中
立足全球供应链，通过技术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为推动航空产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立足国内与面向全球，自主创新
与引进吸收……当航空供应链建设的
点状优势逐渐形成，整合各优势资源
以实现航空供应链能力整体提升的重
要性便日渐凸显。

整合：“链”上求索　奋楫当时

风正好扬帆，奋楫正当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

程度的提高，我国对供应链的创新和
应用也越来越重视。党的十九大明确
提出将现代供应链作为国家培育新增
长点、形成新动能的六大领域之一。
2017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积极推
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到 2020 年培育 100 家全球
供应链领先企业。2020 年，15 部委
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

造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供应链管理
是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的核心要
素。

国家对供应链建设的战略部署，
坚定了航空工业加快现代供应链建设
的决心和信心。根据集团公司战略，
航空工业将通过“集团抓总、主机牵头、
平台支撑、体系保障”四位一体的手
段，打造世界一流的航空工业现代供
应链体系，中航国际是其中“平台支撑、
体系保障”的主要支撑单位。

中航供应链在这一时代机遇下应
运而生。

2019 年 4 月，按照航空工业战
略部署，中航供应链以中航国际物流、
中航国际航发人员及业务为基础正式
整合成立，旨在成为世界一流的航空
供应链集成服务商，为国内外航空工
业客户创造更大价值，为中国航空工
业发展提供更好保障。

公 司 整 合 成 立 后， 中 航 供 应 链
党委切实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的领导作用，深入贯彻落实集团公
司、中航国际发展战略，对标国际领
先企业，制定公司“十四五”战略规
划，稳步推进企业深化改革，持续释
放企业发展动能，以专业化核心能力
建设为重点，依托航空工业并利用全
球资源，为客户提供采购、仓储、运
输、转包生产与零部件管理、设备采购、
智能制造、智能装配等供应链集成服
务，全面满足客户保交付、均衡生产、
降“两金”、降本增效的需求。

为全面推进供应链集成服务项目
推广，从公司整合成立伊始，中航供
应链领导班子便分别牵头行动，组织

精干力量赴航空客户单位开展调研达
20 多家，前后历时 5 个多月，深入了
解客户需求痛点，结合实际经验并运
用数据分析等手段，为客户制定个性
化的供应链优化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来供应链
集成服务项目推广捷报频传 ：航空工
业贵飞供应链集成服务项目从总装延
展至部装服务全面深化，航空工业洪
都供应链集成服务行动方案进一步细
化，航空工业成飞区域集货运输模式
落地运营……更振奋人心的是，2019
年 12 月，中航供应链与航空工业沈
飞、沈飞民机及中国航发东安成功签
署供应链集成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0 年，在落实已有签约项目基础
上，公司又成功与航空工业新航、武
仪，中国航发黎阳，中国商飞上飞等
航空客户签署供应链集成服务合作协
议，航空供应链集成服务推广步伐不
断加快。

变革：全面深化　征途再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

回望开局两年，中航供应链在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外风险上升的
复杂局面下，逆势实现经营业绩的持
续增长，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尤其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来袭，中航
供应链经受住考验，充分发挥代表室
常驻供应商生产现场优势，代表主机
单位与供应商及时有效沟通协调进度、
质量、交付等问题，为航空工业整体
复工复产作出了应有贡献。

但中航供应链深知，成绩的取得

只是暂时。深化商业模式变革、强化
供应链集成服务专业能力、成为航空
智慧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
每一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长远的谋划
与布局，需要扎实的部署与落实，前
路漫漫唯有上下求索。

从整合成立伊始，中航供应链就
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从传统贸易型企业
向供应链集成服务企业转型的深刻变
革。作为中航国际商业模式变革的试
点单位，中航供应链结合集团战略、
客户需求和自身业务情况，以建立敏
捷高效的供应链平台商业模式为目标，
确立了前台、中台、后台架构，以刀
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对公司盈利
模式、管控模式、运营模式、组织架
构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目前该项工
作正在全面推进中。

与此同时，在航空供应链管理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背景下，中航供
应链进一步以数字化理念和技术赋能
业务，全面开启了数字化供应链集成
服务能力的建设之路。未来，公司将
通过线上智慧供应链集成服务平台，
连接客户和生态伙伴，实现供应链全
链路的信息共享、数据交互与业务协
同，进而通过数据中台建设，深度挖
掘数据价值，完成从业务数据化到数
据业务化再到数据智能化的发展飞跃，
在实现运营过程合规、便捷、高效、
可视的基础上，以数据智能为客户提
供市场预测、风险预警、供应链金融、
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彰
显数字化供应链集成服务的优势与价
值。

务实方能有为，行稳方能致远。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
是航空工业“深化改革年”，中航供应
链将以此为契机，坚定不移地聚焦主
题主线，持续加快专业能力建设，不
断推进航空供应链数智化建设进程，
努力以优质的供应链集成服务为保障
航空供应链的稳定性、健壮性，推动
航空产业链转型升级作出中航供应链
人应有的贡献，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赵曦荣　刘英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