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建国还就中国航发持续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学
习教育，坚定理想信念 ；要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
激发昂扬斗志 ；要进一步把握历史规律，增强斗争
本领，全面推进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发，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 100 周年。

中国航发部分高管、总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读书班。

本报讯（记者　郭美辰）　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中
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4 月 17 日，
展现中国航空工业最新航空装备发
展成就的《中国飞机（三）》特种邮
票正式公开发行。在北京举行的首
发仪式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党组
副书记李本正，中国邮政集团副总
经理、党组成员康宁共同为邮票首
发揭幕。中国集邮有限公司同步发
行 4 枚《中国飞机（三）》首日封。

本次发行的《中国飞机（三）》
特种邮票一套 4 枚，全套邮票面值
为 4.80 元，邮票计划发行数量 800
万套，版式二计划发行数量 105 万
版，另发行本票册一本，计划发行
数量 10 万本。这是中国邮政继《中
国飞机》、《中国飞机（二）》之后，

发行的第三组中国飞机主题特种邮
票。

《中国飞机（三）》特种邮票分
别选择了代表着新中国航空工业发
展最新成就的四个机型，邮票画面
整体采用银灰色调，根据 4 架飞机
的不同特点，采用针对性的构图，
突出了飞机的显著特征，体现了“大
国重器”的科技感和力量感，并通
过写实风格加以呈现，营造出强烈
的临场感和视觉冲击力，方寸之间
展现了“大国重器”的磅礴风采。
第一枚“歼 20 隐身战斗机”完整展
现了战斗机高速飞行的姿态 ；第二
枚“运 20 大型军用运输机”展现了
运输机空中巨无霸的体量特征和运
载 能 力 ；第 三 枚“ 直 20 战 术 通 用
直升机”体现了直升机在高原地区

运输、抢险救灾等领域强大的综合
性能 ；第四枚“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表现了两栖飞机水陆两
用的特点。

《中国飞机（三）》特种邮票的
发行既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加快建设航
空强国的重要批示精神，也是借助
邮票这一国家名片，面向国内外社
会公众，全面展现新中国航空工业
70 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普及航空
文化、集邮文化、进一步增强全民
航空文化自信，激励和动员新时代
航空人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奋
进新时代航空强国建设新征程。

本次活动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与中国邮政集团共同主办，由中国
航空工业文化中心承办，由航空工

业 成 飞、 成 都 所、 西 飞、 一 飞 院、
哈飞、直升机所、通飞华南公司等
相关厂所与中国邮政集团北京分公
司、四川省分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黑龙江省分公司和广东省珠海市分
公司等联合协办。首发仪式主会场
设在北京，当日，成都、西安、哈
尔滨和珠海 4 地分会场也举行了首
发庆祝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吴琼）　4 月 17
日晚，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大型交响音乐会《蓝天礼赞》
在北京世纪剧院首演。

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大型交响音乐会《蓝天礼赞》，
是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精心策划创作的大
型交响音乐作品，是国家院团首次
以大型交响组曲音乐会的艺术形式
展现航空报国精神、讴歌航空强国
事业。作品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大力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努
力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的系列指
示批示精神，响应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号
召，努力探索、创作优秀的艺术作品，
讲好航空故事、中国故事，在礼赞
伟大时代中勇攀艺术高峰。

《蓝天礼赞》按《序章·蓝天畅想》

《航空报国·梦》《航空报国·志》《航
空报国·情》《航空报国·魂》《尾声·时
代翱翔》的作品架构，汇集国内优

秀的艺术家进行跨界融合创作编创，
以15首原创歌曲和朗诵诗歌为载体，
涵盖独唱、合唱、情景表演唱、经

典讲述、主旨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
和现代舞台艺术，以史诗交响的震
撼立体呈现在党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
力支持下，新中国航空事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恢宏画卷。

交响组曲再现了一代代航空人
“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矢志追求
和不懈奋斗，也展现了新时代文艺
工作者对航空报国精神和航空强国
事业的理解认同和艺术表达，激励
着航空工业全线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

本报讯（记者　郭美辰）　4 月
17 日，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
年纪念暨表彰大会在京召开。大会
学习贯彻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
年座谈会精神，回顾我国航空事业
跨越发展历程和成就，隆重表彰为
我国航空事业和集团公司改革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的模范人物，以传承
航空报国精神，赓续航空强国事业，
凝聚全行业启航新征程、再创新辉
煌的磅礴力量。 

在 4 月 16 日 召 开 的 新 中 国 航
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座谈会上，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鹤要求航空工业要始终牢记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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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谭
瑞松强调，刘鹤副总理的讲话，是对
航空工业全线的关怀、信任和鼓舞，
航空工业各单位要认真学习、扎实
贯彻，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关
怀与激励转化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
国的力量。

大会上，谭瑞松为航空报国功勋
荣誉奖、航空报国功勋奖获得者颁奖
并发表讲话，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
总经理罗荣怀为航空报国杰出奖获得
者颁奖，党组副书记李本正主持并宣
读表彰决定，党组成员、总助级高管

出席，受表彰人员代表作发言。
为铭记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改革和发展的难忘历程，致敬为新
中国航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军
人物，弘扬他们忠诚、担当、奋斗
的崇高品格，航空工业党组授予林
宗 棠、 朱 育 理、 刘 高 倬、 张 彦 仲、
张洪飚“航空报国功勋荣誉奖”；为
表彰在近十年航空强国建设征程中
贡献突出的典型代表，充分激发建
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的新担当新作为，
航空工业党组授予王永庆、王海峰、
邓景辉、李玉海、欧阳绍修“航空
报国功勋奖”，授予帅朝林、李先哲、
宋科璞、张弘、苗玉华、周振国、赵霞、
郭泽义、葛子干、赖伟宣“航空报

国杰出奖”。
航空工业党组号召全线干部职

工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机关的决策部
署，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为榜样，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奉献、
逐梦蓝天，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
而不懈奋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贡献航空智慧和航空力
量。

谭瑞松代表航空工业党组向所
有为祖国航空事业发展付出了青春
年华、贡献了智慧力量、奉献了热
血生命、做出了不朽业绩的全体航
空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谭瑞松表示，1951 年 4 月 17 日，
新中国航空工业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
诞生，自那时起，建设强大人民空军、
发展航空工业、发展民用航空就成了
航空人肩负的使命责任。70 年来，在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亲切关
怀与坚强领导下，新中国航空工业从
修理到仿制，从测绘到自主研发，走
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奋进历程，形成了完整的科技与工
业体系，产业规模、创新能力、人才
储备等居于世界前列，具备了航空大
国的综合实力，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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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9期
2021年4月20日　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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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创新突破极限   用忠诚书写担当

详见 3 版

“打造领先创新力”大家谈

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纪念
暨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岳书华　摄

大型交响音乐会《蓝天礼赞》在京首演

坚定不移跟党走  唱响颂歌献给党

航空工业组织开展“永远跟党走”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夏文静　实习
记者　王莹）　4 月 17 日，是党领导新
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纪念日。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航空
工业组织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来自京区以及京
外 13 个所属单位的员工代表在不同城
市同唱一首歌，坚定不移跟党走，唱
响颂歌献给党。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
两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主题教育活动演唱歌曲由《我
的祖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两首歌曲编配在一起，航空工业员工身

着蓝色工装，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
姿态唱响时代赞歌。活动现场，欢乐
而热烈的氛围蔓延开来，感染着现场
群众加入合唱，大家挥舞着党旗、国旗，
优美的歌声唱出了每个人心中的自豪。

本次“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以合唱组歌的方式表达
了 45 万航空人对党的热爱及美好祝愿，
将航空人的爱党、爱国情怀通过赞歌
传达到每一名观众的耳中、心里，全
面展示了航空工业良好的企业形象和
新时代航空人的风采，以此献上航空
人的诚挚祝福，表达航空人踏上航空
强国新征程的豪迈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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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雷）　4 月 13 ～ 15 日，中国航发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举办“以史鉴今、攻坚克难”党史学习教育读
书班，采取课堂教学、参观见学、座谈研学和个人自学等方式，深入学习
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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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回顾党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激发走好航空发
动机自主研制新长征路的奋进力量。

中国航发党组书记、董事长曹建国，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方勇，党
组副书记刘林宗，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少洋、王之林，纪检监察组组长、
党组成员戴晖，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李宏新，党组成员、总会计师唐斌参
加学习班。

四月的井冈山层峦叠翠，井冈山烈士陵园庄严肃穆。读书班一行来到
井冈山烈士陵园，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曹建国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
缎带，驻足凝视。李方勇等集团领导整齐列队，面向红军烈士纪念墙三鞠
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在烈士陵园悼念大厅内，面对鲜红的党旗，曹建
国、李方勇等集团领导举起右拳，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宣誓坚守初心使命，
加快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件件文物陈列有序，记录着中央苏区那段峥嵘
岁月。读书班一行缓缓移步，驻足观看，认真听取介绍，不时进行交流。
在大厅内矗立着的一尊灯盏雕塑前，大家停下脚步，雕塑上“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八个大字熠熠生辉。在这里，曹建国与大家一起回顾了这篇光
辉著作，他说，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我们要认真学
习传承井冈山精神等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
加快推动航空发动机事业发展。

黄洋界雄峰耸立，是井冈山的险要哨口之一。从黄洋界哨口眺望，红
军当年走过的挑粮小道清晰可见。这里，见证了红军多个以少胜多的战绩，
见证了党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甘共苦的历史，生动揭示了“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读书班一行来到黄洋界哨口开展情景教学，在
红军战斗过的地方，追忆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革命岁月，体悟党同人民
群众的鱼水深情。曹建国说，航空发动机事业正处于关键阶段，尤其需要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发挥好广大干部职工的主人翁精神。

读书班专门安排一天半时间进行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研读习近平《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学习材料，听取《中央红军从反围
剿失败到长征胜利》《井冈山斗争史对企业管理者的若干启示》等专题授课。
15 日，读书班召开集中学习研讨会，围绕学习党的百年奋斗史、弘扬井冈
山精神开展集中研讨。

曹建国围绕“用井冈山精神滋养‘铸心’的初心”作了交流发言。他
指出，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井冈
山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照亮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一步步迈向成
功的前进道路，也为我们走好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新长征路提供了丰厚的
滋养。中国航发上下要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做到坚定执着追理想、
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不断开创航空发动
机事业发展新局面。

李方勇在研讨时指出，进入新时代，航空发动机事业发展既迎来了崭
新机遇，也面临风险挑战。要善于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特别是井冈山
革命斗争中汲取智慧力量，牢记“革命理想高于天”，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永葆信心决心 ；牢记“实事求是闯新路”，始终坚持实践创新、自立自强 ；
牢记“越是艰险越向前”，始终勇于攻坚、善于战斗，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
事，朝着建成航空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进。

其他与会人员围绕学习弘扬井冈山精神，分别从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等方面开展研讨，一致表示，牢记初心使命、发扬革
命精神，以史鉴今、攻坚克难，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夺取国防
武器装备自主研发新成绩。

中国飞机（三）特种邮票正式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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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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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书华　摄

日前，航空工业党组下发了《党组创新决定 30 条》，为持续探索优
化创新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本报现开设“打
造领先创新力”大家谈专栏，更好地推动《党组创新决定 30 条》在各单
位落地，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打造领先创新力，激发各企业创
新活力主体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