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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多个集体
和个人获表彰

本报讯　“五四”青年节前夕，
共青团中央作出表彰决定，授予
285 个团组织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
号，授予 370 个团组织全国五四
红旗团支部称号，授予 447 人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授予 345
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并
追授因公殉职的李莎、拉巴平措
同志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其中，来自航空工业的 5 个
集体和个人获得表彰。他们分别
是 ：航空工业沈阳所机电系统部
团支部、航空工业导弹院导引系
统事业部团支部、航空工业安大
技术中心团支部获“全国五四红
旗团支部”称号 ；中航西飞李杰
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
航空工业三二〇一医院赵杨获“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2020 年 以 来， 在 以 习 近 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级团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
的重要思想，团结带领广大团员
青年听党号令、跟党奋斗，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展现出良好风
貌，受到表彰的组织和个人是其
中的先进代表。在决战脱贫攻坚、
投身疫情防控、助力高质量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参与社会治理、
建设美丽中国等火热实践中，他
们敢于迎难而上，勇于自我革新，
挥洒青春汗水，创造崭新业绩，

为全团树立了标杆榜样。 （孟夏）
又讯　近日，国资委党委召

开中央企业党建带团建工作会暨
五四表彰大会，就全面加强党对中
央企业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领导、
扎实推进中央企业党建带团建工
作作出部署，隆重表彰中央企业
先进青年集体和先进个人，命名
中央企业青年文明号。

航空工业共有 41 个集体和个
人获得中央企业 2019 ～ 2020 年
度的五四表彰。其中，中航西飞团
委、航空工业光电所团委等 5 个集
体获“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委”称
号 ；航空工业制造院金属成形研究
室团支部、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航电
所团支部等 6 个集体获“中央企业
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航空工业
洪都员工欧阳依露、航空工业贵飞
航空工业定点扶贫“讲师团”分队
长黎和鑫等 7 名个人获“中央企业
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航空工业通
飞团委书记戴海滨、航空工业哈飞
团委办公室主任张潇等 6 名个人获

“中央企业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中航技产品部军贸物流处、航空工
业沈阳所战斗机智能化攻关团队等
8 个集体获“中央企业青年文明号”
称号 ；航空工业沈阳所研究室主任
胡延国、航空工业成都所研究室副
主任刘波等 8 名个人获“中央企业
青年岗位能手”；航空总医院检验
科青年团队获“中央企业抗疫专项
荣誉”称号。 （孟夏）

谭瑞松一行调研航空工业在赣厂所谭瑞松一行调研航空工业在赣厂所
本报讯（通讯员　胡桑）　4 月 28

日，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
松一行调研航空工业洪都，实地了解
企业科研生产、改革发展等情况。

谭瑞松认真听取了洪都“十三五”
主要任务完成情况和“十四五”重点
改革发展方向的汇报。他指出，洪都
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发展的鲜活历史，
通过改革，企业发展渐入佳境，形成
良性发展局面。后续，洪都还要对改
革的方向、方式、方法、内容等进行
深入研究和总结。

谭瑞松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进入“十四五”，应对国际环境的深刻
变化，只有加快深化改革，以建设高
素质、高学历、高技能人才队伍为目
标，打造一支队伍精干、思想先进的
人才队伍，才能筑牢企业未来发展的

根基。他指出，洪都要坚持主责主业，
围绕中国教练机基地定位，做牢做实
教、训产品 ；要进一步理清企业未来
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方向，实现企业
持续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提升上市公
司治理能力，提升管控水平，促进企
业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会前，谭瑞
松一行还调研了洪都复合材料厂、机
械加工厂、试飞站等科研生产现场。

航空工业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洪
蛟、何胜强，总工程师卢广山，航空
工业综合管理部、防务综合部、规划
发展部，以及中航资本、航空工业昌飞、
直升机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
加调研。

又讯（通讯员　罗佳　吴超腾　
何欢）　4 月 29 日，谭瑞松一行到景
德镇厂所调研指导工作，参观了航空

工业直升机所重点实验室展厅、共轴
铁鸟台，航空工业昌飞网络指挥中心，
并听取了厂所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
建、企业文化、科研生产、经营管理、

“十四五”发展规划等综合情况汇报。
谭瑞松对景德镇厂所经营发展情

况给予肯定，并就直升机产业发展与厂
所领导进行了沟通交流 ：一是在党的
建设上，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要按照集
团公司党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工作。二是在市场化改革上，
要树立市场化的观念，了解市场化的
本质，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要有方向、
有恒心，还要掌握好节奏。三是在人
才问题上，要运用好市场化思维，但
关键是要向自我革命。四是在厂所关
系上，要有足够的胸怀、开诚布公交流、

强化换位思考，坚持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共同推动直升机事业发展。

在调研过程中，谭瑞松一行还慰
问了全国劳模孙滨生、“全国工人先锋
号”班组、公司劳模等先进集体和个人，
希望他们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持续
不懈奋斗。

航空工业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洪
蛟，航空工业综合管理部、规划发展部、
防务综合部、防务科技部等有关部门
领导参加调研。

航空工业召开机载事业部推进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4 月 29 日，航空工业在

景德镇组织召开机载事业部推进工作
座谈会。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
谭瑞松，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洪蛟出
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航空工业机载关于事
业部实体化运营推进工作总体情况，
机载 3 个事业部关于科研协同和集成
交付工作推进情况，航空工业直升机
所关于科研协同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中航西飞、航空工业沈飞、洪都、昌

飞等单位作了交流发言。会议对持续
深入推进机载事业部科研协同和集成
交付、进一步做实机载事业部提出了
具体要求。

谭瑞松指出，机载系统是航空产
业链的关键环节，机载专业化事业部改
革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健壮性的重
要举措，是航空工业产业化发展的必
由之路，各单位要从集团公司发展大
局充分认识机载事业部改革的重大意
义。谭瑞松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统

一思想，坚定信心，坚定不移推进机
载事业部实体化运营。机载事业部的
部长单位要充分发挥主责作用，切实
增强行为能力，抓弱项，补短板，系
统提升机载产品集成和交付能力，为
主机单位提供增值服务 ；各主机单位
要加强顶层谋划，创新管理模式，积
极支持机载事业部推进科研协同和集
成交付，形成良性互动。

航空工业综合管理部、规划发展
部、防务综合部、防务科研部，航空

工业机载及所属 7 个事业部，中航西飞、
航空工业沈飞、洪都、昌飞、直升机所、
一飞院参加会议。 （航宗）

航空工业召开安全重点领
域专项整治暨科工局安全
领域百日行动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　4 月 30 日，航空工
业在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召开安全
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暨科工局安全
领域百日行动动员部署会，航空
工业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胜强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关于近期重大及典型事故通
报及要求、国防科工局近期要求
及百日行动有关要求、航空工业
安全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工作要求，
通报了集团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巡查情况。

何胜强传达了航空工业党组
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关于近期安
全生产工作的批示。何胜强指出，

本次动员部署会，各单位务必高
度重视，立即行动，为科研生产
做好安全保障。何胜强强调，要
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一是
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二是聚焦隐患
治理，强化风险防范 ；三是覆盖
全员全域，务必取得实效。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主会
场设在试飞中心，集团公司安全重
点领域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试飞
中心领导班子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直属单位、成员单位主要领导、
业务分管领导和部门领导在分会
场参加会议。 （航文）

航空工业“90后”
大国工匠亮相央视

本报讯　“五一”期间，第八
季《大国工匠·技能报国》在央
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的多个重
点栏目播出。该节目聚焦５位拥
有超强专业技能的顶级工匠，分
享他们在国家重要工程项目、重
点科研攻关、重大装备制造等行
业工作的独特经历。

5 月 4 日， 来 自 航 空 工 业 的
“90 后”数字化装配工程师胡洋亮
相《大国工匠》节目。在中航西飞，
运 20 机身调姿是飞机制造过程的

重中之重。机身调姿对精度要求
极高，全长 50 米的机身，各个部
位偏差不能超过 0.5 毫米。胡洋带
领的团队实现了大飞机机身数字
化装配零的突破，效率提高百倍
的同时，精度能达到毫米级。在
从事数字化装配工作短短半年时
间里，他就如同一匹“黑马”，不
仅在工作中独当一面，也以其勤
奋努力及认真专注赢得大家的一
致好评。

（航闻）

航空工业放飞梦想合唱团参演
2021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

本报讯（记者　马宁）　5 月 1 日，
“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
新征程”2021 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
目在央视播出。节目由中华全国总工
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在
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向建党百年献礼。

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国家会议中
心二期工地上，鲜花如海，掌声如潮。
今年的特别节目紧扣“永远跟党走 奋
进新征程”主题，分为“永远跟党走”“劳
动最光荣”“奋进新征程”三个篇章，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艺术形式融合，特
别选取在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工人运
动史、新中国建设等方面具有特殊历
史意义的地标作为外拍场地。

整场演出活动中，航空工业放飞
梦想合唱团参演了三个篇章的所有合
唱节目，在短时间内克服巨大困难，出
色完成了 13 个节目的演唱和表演。“再
唱山歌给党听，幸福的歌儿献给你”“咱
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同
舟嘛共济、海让路，号子嘛一喊、浪
靠边，百舸嘛争流、千帆竞”，人们耳
熟能详的《再唱山歌给党听》《咱们工
人有力量》《众人划桨开大船》引发共
鸣，台上台下歌声嘹亮 ；大合唱《未
来你好》《前进吧！中国共产党》将演
出推向高潮。

据了解，在航空工业党建文宣部
的组织下，航空工业职工艺术团从航
空工业庆安、成都所、成飞、计量所、
导弹院等几家单位选调 7 位编导组成

编导组，承担此次演出的排练工作。
编导组除了承担从航空工业 20 多家成
员单位选调的 200 余位员工的排练工
作，还组织了北京职工合唱团 200 余
人的动作排练及现场观众互动等工作。
编导组成员李飒飒介绍道 ：“两支队伍
共计 400 余名队员的排练工作，对于
航空工业编导组而言时间紧、任务重。
但央视导演将合唱节目的组织和排练
全部交给航空工业职工艺术团承担，无
疑是对航空人的充分信任。排练的困
难可想而知，但大家都怀着‘做到最好’
的信念，齐心协力，最终圆满完成了
全部排练和演出任务。”航空工业放飞
梦想合唱团副团长孙晓丽表示 ：“大家

在现场每天排练都能得到央视导演的
表扬，根据演出需要，节目每天都有
变化，但大家克服了全部困难，把任
务完成得非常好。”

中国航空文联艺术指导、航空工
业职工艺术团总导演、航空工业放飞
梦想合唱团团长武越表示 ：“从 2018
年起，我们已经连续 3 次带领航空工
业职工以合唱团名义参加中华全国总
工会和央视共同举办的‘中国梦·劳
动美’五一特别节目了。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党领导新中国
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在这个历史节
点上我们航空人再次代表工人阶级和
广大劳动者登上这个大舞台，用我们

精湛的表演为亿万劳动者送上真挚的
祝福，赞美‘劳动最光荣’，讴歌新时
代发展的辉煌成就，是一项光荣而艰
巨的政治任务。在集团党建文宣部领
导下，整个活动计划周密、管理严格、
训练有方、保障有力，得到中华全国
总工会机关和央视导演组高度评价，
央视大型节目中心一位领导表示，‘每
次有你们，导演组心里就踏实了’。通
过参与这样的大型演出活动，不仅在
全国广大观众面前展现了航空人的风
采，同时也培养了大家吃苦耐劳攻坚
克难的拼搏精神和集体荣誉感，激发
了作为新一代航空人的自豪感，其意
义已超出参加演出本身。”

礼赞劳动者，致敬追梦人。参加
活动的团员们纷纷表示 ：“大家用优美
的旋律、激昂的歌声，赞美了为了国
家建设和发展不懈努力的劳动者。参
加此次活动，让大家对航空人的身份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新时代航空
人的一员，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建功新时代，永远跟党走，在建设新
时代航空强国的征程上贡献出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为祖国航空事业的发展
添砖加瓦。”

周闽   周闽   摄摄 航空摄影
大赛

航空工业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
电话：0531-85665023
网址：www.risac.com

鲲鹏展翅
尖兵天降
     号角催征，伞花绽放。4月中旬，空降兵某空中突击旅     号角催征，伞花绽放。4月中旬，空降兵某空中突击旅

组织成建制跨昼夜兵力投送演练。凌晨4点，参演部队以摩组织成建制跨昼夜兵力投送演练。凌晨4点，参演部队以摩

托化机动的方式抵达鄂北某机场。参训伞兵完成跳伞准备托化机动的方式抵达鄂北某机场。参训伞兵完成跳伞准备

后，按照战斗编组依次登机。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后，按照战斗编组依次登机。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

满载伞兵的大型运输机依次起飞。飞行途中，飞行员结合满载伞兵的大型运输机依次起飞。飞行途中，飞行员结合

气象数据和飞行参数及时修正飞行偏差；舱内，空降空投气象数据和飞行参数及时修正飞行偏差；舱内，空降空投

技术人员认真检查伞具及拉绳挂钩，确保万无一失。技术人员认真检查伞具及拉绳挂钩，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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