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新闻
Headline News

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024-86596321 传真 024-86896689电话 024-86596321 传真 024-86896689
网址 http://sfm.avic.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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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7期
2021年5月21日　星期五（今日12版）

投稿邮箱：news@cannews.com.cn

www.cannews.com.c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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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首次装机状态下发动机吞水试验完成

责任编辑：梁晓英　联系电话 ：010-58354190　美术编辑：赵亮责任编辑：梁晓英　联系电话 ：010-58354190　美术编辑：赵亮

本期 看点
电话 ：（029）38249901  传真 ：（029）38249745  电话 ：（029）38249901  传真 ：（029）38249745  网址 ：www.XBC514.com网址 ：www.XBC514.com

航空工业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 3版

线上+线下　航空“云”科普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avictc.com网址 ：www.avictc.com
电话 ：0791-86667985　传真 ：0791-86772268电话 ：0791-86667985　传真 ：0791-86772268

中航信托杯

来自一线的报道

特别关注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9-86845000  传真 ：029-86846222电话 ：029-86845000  传真 ：029-86846222
网址 ：www.xac.com.cn网址 ：www.xac.com.cn

学起来 干起来 强起来学起来 干起来 强起来
航空工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1年第七次集体学习

本报讯（记者　郭美辰　实习记
者　王莹　通讯员　孙梦遥）　5 月 19
日，航空工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
展 2021 年第七次集体学习，再次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国有
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通过观看视频方式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广西、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
事长谭瑞松主持学习并讲话，号召航
空工业全体干部员工“学起来、干起来、
强起来”。

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罗
荣怀领学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党组副书记李本正作“关
于 2016 年国企党建会以来航空工业党
的建设工作回顾”报告。

谭瑞松强调，要“学起来”，深刻
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
大意义。谭瑞松结合航空工业实际，深
刻分析了再学习、再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他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企党建会上的
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发挥的
作用，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的定位，
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
出了明确要求，是指引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和党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要学

深悟透、学以致用，推动航空工业在
党的领导下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一
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是一个持续推进、
不断深化的过程，必须经常学、反复学、
持续学，思想上再深化，行动上再出发，
效果上再凸显，引导广大干部员工坚
定航空报国初心，践行航空强国使命，
切实增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
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不移走自
主创新道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进
程，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航空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力。

谭瑞松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干
起来”，坚定承接好党中央交给航空工
业使命任务的“第一棒”。五年来，航
空工业一手抓制度体系完善，一手抓
落实执行规范，将“1122”党建工作
体系、干部标准考核体系、“1121”巡
视巡察体系作为全航空工业党建工作
的有力抓手，使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
化、制度化、具体化，以系统化方式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最后一公里”
延伸。今年以来，航空工业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通过系统学习《新时代推
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
见》等一系列上级文件精神，不断加
强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建
设新时代航空强国不懈奋斗。

谭瑞松强调，要“强起来”，在建
设新时代航空强国新征程上逐梦蓝天。
一要牢牢把握“国企姓党”的根本属性，
始终牢记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和军工
央企的使命责任，站在夯实党的执政
根基的战略高度，建设新时代航空强
国。二要时时聚焦主责主业，作为军
工央企，航空工业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引领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全行
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创新效率，真
正成为“大国顶梁柱”。三要紧紧抓住

“关键少数”中坚力量。坚持党管干部、
党管人才，进一步疏通人才成长通道，
确保三支人才队伍健康成长，重点打
造高科技人才队伍，把发展科技第一
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
新第一动力更好地结合起来，出实招、
用真情做好人才招引留用工作，更好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四要关心、引领青年员工成长，帮
助青年人在世界观起步阶段打好基础，
引领青年员工坚定不移跟党走，成长
成才，建功立业。五要把国企党建工
作与航空工业文化建设紧紧结合起来。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期
间提出的“三个增强”的明确要求，

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要
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深刻理解学
史增信重大意义，做到增强信仰、信
念、信心，扎扎实实开展好党史学习
教育。中国共产党 100 年历史中包含
着同频共振的航空工业史，要通过学
习党史和航空工业史，把全体航空人
凝聚成为一支拥有共同价值观、充满
航空强国信心的强大队伍。六要坚决
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要求，把
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
航空工业党组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
任，不断强化集团抓总，充分发挥党
组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
统筹谋划、扎实推进航空工业党的建
设工作。

本次学习中，航空工业党组成员
分别围绕学习内容，结合前一阶段的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和分管业务工作，进
行了深入交流研讨。航空工业总助级
高管、党建文宣部相关人员参加学习。

航空工业党组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听取2021年
第一批巡视工作情况汇报

本报讯　5 月 18 日，航空工
业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听取今
年第一批巡视工作情况汇报。航
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党组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谭瑞松出
席会议并讲话。航空工业党组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管被巡
视单位的集团公司领导，第一批
四个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党组
干部部和党组巡视办相关人员参
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四个巡视组巡视
工作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对四个
组巡视报告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
报告进行审议讨论。在听取汇报
后，谭瑞松对今年第一批巡视工作
予以肯定，同时对巡视发现的问
题进行点评。他指出，被巡视四
家单位党委在党的领导、党的建
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还存在
问题。他强调，对巡视发现的问题，
必须高度警醒，切实查找产生问
题的原因，要逐个分析、逐个研
究，从现象看本质，从业务看政治，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谭瑞松强调，要强化巡视成

果运用，坚决做好巡视整改“后
半篇文章”。各巡视组要尽快完成
巡视反馈工作，及时处理巡视发
现的问题和线索。被巡视党委要
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确保问
题一件一件抓、一件一件改，以
整改的行动和效果体现“两个维
护”。

就进一步做好集团巡视工作，
谭瑞松要求，要强化政治意识，
牢牢把握政治巡视定位，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
要论述，进一步从政治上理解把
握巡视工作，更加科学精准有效
推进巡视工作 ；要加强上下联动，
不断完善巡视巡察战略格局，要
推进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财
会审计等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切
实发挥监督合力，推动集团公司
巡视巡察工作再上新台阶。谭瑞
松还对下半年抓好巡视总部部门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航宣）

航空工业启动实施
干部双向挂职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促进航空
工业总部与所属单位干部沟通交
流，加强年轻干部岗位锻炼，助
推航空工业发展战略落地，航空
工业启动实施集团总部和所属单
位干部双向挂职工作，并形成常
态化工作机制。5 月 17 日，2021
年干部双向挂职工作启动会在京
召开，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李本
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本正要求总部有关部门和
有关单位对挂职干部要加强培养
锻炼、坚持严格管理、体现关心
关爱，他希望挂职干部主动学习、

提升综合素质，扎实工作、做出积
极贡献，律己严格、树好良好形象。
派出单位、接收单位有关领导和
挂职干部参加启动会。此次共选
派 20 名同志到集团总部、基层单
位双向挂职。 （杭文）

青春的模样
	| 刘小虎

2021 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更
晚些。已是 3 月初，航空城阎良依旧
有几分寒意。深夜，中航西飞的张亮
刚刚躺下，却又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
声吵醒 ：“你快来，这边这个活儿有点
棘手，大家都在等你！”电话那头传
来同事急切的声音。

张亮快速骑行在西飞大道上，一
道身影在月光下被拉得很长。他满脑子
想的都是工作 ：“晚上临走的时候明明
都已经安排好了，怎么又出问题了？”

刚到厂房门口，便听见铺丝间声
音嘈杂，推门进去，一群人正围在铺
丝机前争论着，单元长唐珊珊、主管
师何大亮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各自陈
述着想法。原来是丝束铺放质量不佳。

由于该零件的形状非常复杂，丝
束铺放质量很难保证，很容易出现架
桥、褶皱等现象。“如何才能够避免这
些问题呢？”唐珊珊习惯性地皱了皱
眉头。由于连续工作，她泛黄的面庞
显得更加疲惫，转过头来看向何大亮 ：

“从工艺方面有没有什么可行的解决措
施？”

何大亮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大拿”，
所有人都期盼地看着他。他沉吟片刻
说道 ：“我的想法是改变丝束的张力，
增加压辊的压力，并针对铺丝轨迹进
行优化。你们觉得呢？”操作工程师
余晶晶眼前一亮，指着工装补充道：“我
觉得在我们操作层面，还可以通过在

曲率变化大的区域适当降低铺放速度
并增加加热温度的方法进行优化。”

方案一经确定后，大家便立刻开
始进行测试。张亮将压辊的压力增加
到了 300 牛，余晶晶开始操作手轮铺
放起来。“不行，效果还是不佳！” 唐
珊珊大声喊道 ：“继续增加压力，降低
速度。”400 牛、500 牛，张亮的眉头
皱得越来越紧，一直增加压辊压力，
降低铺放速度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
同样也会大大降低工作效率。这是最
有效的解决方法吗？

“晶晶，如果我将压辊的压力以及
丝束的张力在可控范围内设定为最合
理的数值，你可以通过操作来弥补铺

放效率降低这个问题吗？”张亮起身
看向余晶晶。余晶晶抿了抿嘴说道：“我
尽量！”说罢，她便紧张地盯着工装
开始操作起来。速度一遍又一遍调整
着，10 米 / 分、5 米 / 分、1 米 / 分……
还是不行，环境温度不高，所有人都
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盯着铺丝头与工
装的运动。这一刻原本嘈杂的铺丝间
显得格外安静，汗水逐渐浮现在大家
的额头上。他们知道，这不仅是技术
参数的改变，更是在探索复材制造的
未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 3 个
小时的努力，问题终于完美解决。夜
已深，活已完，但人未停。唐珊珊、

何大亮对着电脑继续展开分析，力求
能在同时满足的多个技术指标中达到
平衡，在铺丝路径轨迹规划方面做到
尽善尽美。

唐珊珊是中航西飞首批单元长中
唯一一名女单元长，长期工作在复材
研究一线，是复材自动化团队的领头
人 ；何大亮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闪闪
发亮，精湛的技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让他成为团队的核心骨干力量 ；张亮
是一名“90 后”，经过几年的历练，早
已从职场“小白”成长为复合材料厂
最年轻的主管师。他们都是中航西飞
复合材料厂智能制造“乘风破浪”党
员先锋队的一员。他们和所有的航空
人一样，深知国之大者，就是责之重者，
前途漫漫，唯有奋斗。

天下以国为本，国以家为本。60
余年来，在中航西飞，一代代航空人
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热血为祖国
航空事业的发展而奋斗，这就是青春
的模样。经过大家的奋斗，昔日的阎
良小镇已成中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研
制生产基地，这就是航空人青春的模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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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正在研发新中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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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复合材料更多
应用于飞机设计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不断呼吁关注气候和可持续发
展问题，在航空全产业链执行“脱碳”策略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近年来，从自然界生物中获得的原材料，以及由此制成的生物
复合材料，为飞机设计师和材料工程师提供了改善未来飞行器
气动性能和环境性能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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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