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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国拜会许达哲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雷）　5

月 11 日，中国航发董事长、党组
书记曹建国在长沙拜会了湖南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达
哲，双方就共同推动“十四五”期
间航空发动机事业和地方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等进行了座谈交流。
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剑
飞，副省长陈飞出席座谈。

许达哲表示，湖南近年来保
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航空动力
等优势产业实力日益增强，制造
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肯定了湖
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为湖南
锚定了打造“三个高地”、践行“四
新”使命的奋斗目标。当前，我
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
需要深化同包括中国航发在内的
各类实力企业的合作。希望中国
航发立足双方深厚的合作基础，
不断提升集团在湘单位的发展质
效，进一步加大在湘产业布局力
度，推动更多重大项目、科研团

队向湖南集聚，在促进湖南航空
产业发展、助力“三高四新”战
略实施中贡献更大力量。

曹建国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
中国航发的大力支持。他表示，
湖南是我国重要的航空发动机研
制生产基地之一，双方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以来，齐心协力、攻坚
克难，在加强科技创新和推进制
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先进制造业
发展等方面合作紧密，取得丰硕
成果。中国航发将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积极融入湖南“三高四新”战略，
充分发挥航空发动机龙头企业的
引领支撑作用，建强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加
强创新研发和产业布局，共同推
动航空发动机事业和湖南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湖南省委以及有关委办局和
株洲市主要领导，中国航发有关
部门和在湘直属单位主要领导参
加座谈。

中国航发举办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暨“总部大讲堂”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雷　方
学）　按照集团党史学习教育有关
安排，5 月 8 日，中国航发举办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暨“总部大讲堂”活动，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论述，进一步统一思
想、提高站位、开阔视野，有力推
动航空发动机事业高质量发展，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中国航发党组书记、董事长曹
建国主持会议，党组副书记、总经
理李方勇，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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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成
员、副总经理向巧出席会议。会议
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
副校长（副院长）王东京作《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主题报告。

王东京在报告中围绕进入新发
展阶段的目标定位、“十四五”时
期的战略选择，深刻阐释了新发展
阶段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
逻辑，从战略层面就贯彻创新驱动
战略、扩大内需战略、构建新发展
格局作了精彩解读。

曹建国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
对于推动航空发动机事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集团要深
入学习领会核心要义，进一步提高
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的思想认
识，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
务，更好担负起加快实现航空发动

机自主研发、加快建设航空强国的
重任。

曹建国强调，当前，全党正
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近
期在广西和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进一步深刻阐释了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为深
化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航发各级
党组织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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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
来，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曹建国就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提
出要求，一要把握大势、主动作为，
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以高度使
命感、责任感做好工作，奋力夺取
国防武器装备自主研发新成绩。二
要求真务实、以上率下，抓好集团
党史学习教育 50 项重点任务落地
做实，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三要大胆创新、锐
意改革，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奋力推动航空发动机事业高质量发
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航发高管，纪检监察组、
总部各部门全体党员以及资产公
司、财务公司、北京公司领导班子
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主会场参
加会议 ；各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有关部门人员以及基层党组织书记
代表在视频分会场参加会议。

本报讯　5 月 12 日，航空工业党
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到联系点党支
部——航空工业沈飞总装厂第七党支
部参加“学党史、做先进、担使命、再
出发”主题党日活动。航空工业党组
副书记李本正，总经理助理、党组干
部部 / 人力资源部部长李燕，党建文宣
部、综合管理部的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在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中，总装厂
第七党支部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了党史，
学习了身边典型的先进事迹，结合各

自岗位从学习党史、航空工业史和先
进典型人物等方面谈对航空报国精神
的认识，谭瑞松与党支部党员进行了
座谈交流。

谭瑞松表示，这次到联系点支部
既是对基层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情况
进行调研，也听取一线职工意见建议，
与党员同志交流党史学习体会。党史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更要下功夫去学习、
去感悟，做到长期认真学，真正学深
学透。航空工业的红色基因与生俱来，

航空工业 70 年的成长经历与党的事业
密切相关，要把学习党史和学习新中
国航空工业史相结合，真心感悟党的
领导是各项工作成功的关键，切实领
会坚持党的领导对航空工业改革发展
的重大意义。谭瑞松强调，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罗阳等先进
典型的可贵精神，奋力担起时代赋予
我们的历史使命，把学习党史、学习
先进典型落实到工作任务中，落实到
改革发展上。2021 年是“十四五”规

划起步之年，沈飞、总装厂和第七党
支部要深刻认识起好步、开好局的重
要性，有效发挥主机牵头作用，奋力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集团公司的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曹贻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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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召开党组“创新决定30条”推进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吴琼　实习记者

王莹）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创
新系列重要部署，5 月 6 日，航空工业
召开党组“创新决定 30 条”推进座谈
会，检查和推进二级单位落实情况并
开展交流研讨，确保“创新决定 30 条”
有效落地。航空工业党组成员、副总
经理郝照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主会场
和 13 个视频分会场共计 200 余名代表
参加本次会议。

座谈会上，17 家二级单位介绍了
“创新决定 30 条”的落实思路和推进

方案，重点介绍了本单位在科技创新
平台机制、行动、保障措施等方面做
出的亮点和特色。围绕创新平合，各
单位介绍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中
心等平台申报进展情况 ；围绕创新机
制，各单位交流了揭榜挂帅、成果转化、
厂所协同等方面的做法 ；围绕创新行
动，各单位结合专业优势，介绍了重
大项目、关键技术研究进展情况 ；围
绕保障措施，各单位交流了人才队伍
建设，自主投入方面的经验。总部推
进工作组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座谈，并

结合业务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通过
座谈交流，达到了互相启发，取长补
短的效果，对于各单位有效落实党组

“创新决定 30 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郝照平指出，各单位落实“创新
决定 30 条”工作开了个好头，要一以
贯之地抓好落实。针对如何落实好“创
新决定 30 条”工作，他在发言中结合
各单位具体措施予以点评并提出要求 ：
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各单位结合实
际制定“本地化”的推进方案 ；二是

要走“群众路线”，科技创新工作要依
靠群众、调动群众，服务群众 ；三是
要坚持独立自主，在推进科技创新工
作过程中要有自己的“绝活”，坚持“底
线思维”和“领跑思维”，突出亮点、
做出特色。

——“小步快跑”飞机防火应急改攻关记
 | 本报通讯员　杜军

春节里，你听到最多的是什么？祝
福声，还是欢笑声？在中航西飞某厂房
里，回荡的是设计和制造、主机和成品，
以及军地大协同奏响的交响曲。以客户
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航空人以最美
的奋斗姿态点缀着春的风景。

践行“客户至上”新理念

2 月底，在中航西飞 101 厂房，大
家感受到了满满的“牛”气……在这
里，一架飞机已完成防火应急改，航空
工业一飞院的设计人员和西飞的制造人
员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发动机的恢复
工作。

为保障飞机的安全战训任务，应用
户要求，需紧急完成飞机防灭火试加改
装项目，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战打响
了。

用户的所思所想，就是我们的所作
和所为。1 月底，在快速形成改进方案
后，在航空工业组织的视频汇报会上，
一飞院进行了“两加一改”的方案汇报，
即加灭火瓶，加防火隔板，改进优化火
警探测系统，作出了一个比较圆满的方
案，得到了集团领导的肯定。

一飞院攻关团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认真履行主机责任，勇于担当，
6 天完成方案评审，10 天发完全部更

改图纸，创造了一个高效的奇迹。

践行“战建结合”新思路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攻坚时
由各专业组成突击队，完成任务后又及
时归建，此次试加改装任务是一个“战
建结合”的典型案例。

据了解，此次试加改装任务带来的
附加更改量大，牵扯多个专业。由各专
业组成的 40 余人的攻关组正在齐心协
力推进着此项任务，厂房内处处闪耀着
他们奋斗的身影。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在狭窄
的发动机舱内增加防火隔板、灭火瓶，
以及改进火警探测，简直就是螺蛳壳里
做道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步都须
谨小慎微。加改装项目将带来多系统的
改动，这仅仅是飞机加改装的一方面，
此外还要综合考虑发动机改进之后带来
的影响。周期紧、难度大、协调复杂，
如何才能确保按期完成任务呢？

首先是要进行决策，大家在“争吵”
中不断形成共识，选择了在有限的时间
花最小的资源完成任务。其次，是技术
攻关团队带头人所发挥出的带头攻坚作
用，他们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攻坚克难
的毅力和永不服输的劲头带领专业团队
突出重围。最后，不得不说攻关团队疯
狂的工作节奏，大家紧盯目标抢节点，
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白天黑夜连轴

转，硬扛过来了，既自豪又自信。
一所负责牵头做总体技术方案，此

时已是凌晨 1 时多了，向文俊和同事们
还需要协调相关专业，“这么晚了，恐
怕不会有人在吧？”他们嘀咕着。没想
到，他们每打一个电话，那边都会传
来亲切的声音 ：“啊哈，你们也没走！” 
七所张沛所在的办公室，在深夜的连续
作战中已经消耗掉了几大箱泡面。

践行“小步快跑”新节奏

在一张白纸上作图容易，在装修得
没有空间、没有留白的地方完成更改工
作，这是非常难的事。攻关团队加紧协
调、加快节点，进行动态修正，以“小
步快跑”的新节奏跑出了加速度。

因为此次是应急改任务，飞机发图
后，要进行大量的跟产作业，攻关团队
在管理措施上启用了过去研制中采取的
技术小票，遇到问题时大家现场制定解
决措施，设计制造人员不断协调，并以
小票的形式进行了修改完善，边试边确
定技术措施。此次防火隔板采用的钛板、
橡胶板都是第一次使用，经过工艺制造
的协调推进，工作流程的优化，提高了
工作效率，确保了任务按期完成。

从大年初四开始实施，每天设计
和制造人员要工作到半夜，是什么精神
支撑着我们“小步快跑”？七所郭雪峰
说是发扬了一飞院特有的“飞豹精神”，

七所总支书记任恒英说是弘扬了体现大
协同的“大运精神”，大家都在“小步
快跑”，奏响了一曲设计制造协同攻坚
的交响乐。

践行“奋斗为本”新文化

为了“战鹰”能安全地守护着祖国
蓝天，一些人选择了就地过年。他们选
择了坚守，以涓滴之力共汇航空强国的
磅礴伟力。已经 3 个春节没有回家探亲
的向文俊，在春节前已订好回四川家乡
的火车票，但他毅然把票退了 ；被大家
称为“可爱的小胖子”黎恒，春节前后
曾多次赶赴外地协调改进事项，早出晚
归，不辞辛苦。

“没有夜晚、没有周末，没有节日
假期！”此次紧急试行加改装任务，以
客户为中心，坚持贴近用户、贴近现场、
贴近生产，攻关团队为实现既定目标提
速、提效、提质责任担当，得到了客户
的充分肯定。“犇”向新征程，一飞院
风景正好。

以客户为中心 以奋斗者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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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出击 亮剑海空

来自一线的报道

一起跑过初夏
——航空工业直属工会第四届“风采·航空
健康悦跑”“青云杯”半程马拉松赛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