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马丽元　实
习记者　王莹）　6 月 11 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二司党支部、
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
局党支部到航空工业总部，与航
空工业民机国合部党支部联合组
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李本正，
工信部装备二司党支部副书记、
副司长王瑞华，应急部救援协调
局党支部委员、副局长刘新军参
加活动。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期间，
工信部装备二司、应急部救援协
调局党支部全体党员观看了新中
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年展览和汇报
片，参观了航空工业展厅，听取
了民机国合部关于航空应急救援
装备发展情况的汇报，并与民机
国合部党支部全体党员共同重温
了入党誓词。

李 本 正 对 工 信 部 装 备 二 司、
应急部救援协调局党支部的到来
表示欢迎。他指出，在全国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喜迎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的关键时刻，国家部委
所属党支部来航空工业总部开展
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对进一步提
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效果具有重要

意义。希望三个支部后续进一步
加强交流，推进党建工作与中心
工作深度融合，共同为我国民机
产业发展、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努力奋斗。

王瑞华对航空工业推进航空
救援装备建设工作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充分肯定。她指出，三个支
部组织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动力，
取得了实效。她希望，三个党支
部建立定期沟通交流机制，进一
步增进理解，增强凝聚力，继续
为我国民机产业发展、航空救援
体系建设做出贡献。刘新军表示，
三个支部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是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精神的务
实举措，对加强我国航空救援体
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他希望，
航空工业认真总结推广航空应急
救援装备研制的成功经验，创新
业务发展模式，从提供产品向提
供解决方案转变，进一步发挥主
力军作用。

航空工业综合管理部、民机
国合部相关领导参加活动。

编者按：近日，航空工业党组在
共产党员网刊发署名文章《赓续精神
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在新时代大力弘扬
航空报国精神》。文章回首了新中国航
空工业 70 年的发展历程，重温了航空
报国精神的发展脉络。现将全文刊登
如下。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
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
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
倒、奋勇向前。”新中国航空工业走过
70 年发展历程，完成了从望尘莫及、
望其项背到同台竞技的跨越，航空工
业集团熔炼出“忠诚奉献、逐梦蓝天”
的航空报国精神，铸就了航空人为国
为民、砥砺奋进、追求卓越的不朽丰碑。

一、回首百年史，
航空报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讲话指出 ：“在一百年的非凡
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
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
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
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
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
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百年历史凝聚精神伟力，航空报国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一部分，
它的萌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演
进一脉相承。

在救亡图存中孕育航空报国精神。
1909 年 9 月 21 日，冯如驾驶自己设
计制造的飞机试飞成功，拉开了中国

航空事业的序幕。肩负民族解放重任
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已预见到崛
起的中华民族必须有强大的航空力量
作为保证 ：国共合作时期，创办军事
飞行学校，培养飞行骨干 ；大革命失
败后，我们党为做好斗争准备，选送
优秀人才赴苏联学习航空技术 ；抗日
战争时期，党中央抽调 44 名干部到新
疆航校学习，培养出“红色空军的第
一批骨干”，在延安成立机械工程学校

（航空学校），为航空事业培养和集聚
人才 ；抗战胜利后，我们党审时度势，
派出骨干赴东北接收航空器材和人员，
创办航校，“人推火车、马拉飞机”，
在饥饿、严寒、艰辛中奋翼启航，培
养出 500 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为
建设新中国航空工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代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航空事业
关乎大国兴衰，“航空救国”是航空报
国精神的原生形态，航空先驱以“苟
无成，毋宁死”的信念投身航空事业，
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也证明，只有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航空事业置
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之
中，才能真正展现航空工业强军兴国
的重要价值。

在烽烟战火中洗礼航空报国精神。
旧中国战乱频仍、政府昏聩，始终没有
建立起自主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新中
国成立后，对航空工业的需求愈加迫
切，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加
速建立航空工业已经刻不容缓。1951
年 4 月 17 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
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标志
着新中国航空工业诞生。党中央大力
发展航空事业的意志明确而坚定，毛
主席亲自参加中央军委关于航空工业

规划的讨论，周总理多次主持会议研
究航空工业发展并提出要用 60 亿斤小
米支持航空工业建设，在新中国的各
项建设中，航空工业是重中之重。在
党的领导下，航空工业的干部职工众
志成城，全力投入基础建设，快速掌
握专业技术，千方百计抢修战争中损
坏的飞机，他们表示“只要是前线需
要，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完成任
务”。至 1953 年，修理飞机 16 个型号
800 余架，发动机 10 个型号近 4000 台，
以首战告捷的成果，积极支援了抗美
援朝战争，同时，在旧中国微弱的工
业基础上快速创建起的新中国航空工
业，以爱国、首创、奋斗的精神，全
力推动航空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航
空报国精神随之形成并不断发展。

在艰辛曲折中砥砺航空报国精神。
自“一五”计划开始，航空工业重点建
设“六大厂”，完成苏联援建项目，新
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 5、第一架
喷气式歼击机歼 5、第一架多用途运输
机运 5 先后首飞成功，标志着新中国
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向制造，技术与管
理实现质的飞跃。航空人并不满足于
此，为了“向科学进军”，大力推进航
空科研发展，创建飞机、发动机设计
室，自行设计制造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歼教 1，创建中国航空研究院，完善科
研体系，提升配套能力，加强三线建设，
完成航空工业基础布局。随着强 5、歼
8 的问世，中国航空工业已经具备提
供多种航空装备的能力，实现从仿制
走向自行研制的初步胜利。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航空报国精神成为迎接挑
战、抵御风浪的定盘星和压舱石，航
空人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困难与挫折中
夯实基础、积聚力量、稳步发展。

在改革开放中淬炼航空报国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
同志明确指出，要把航空工业放在优
先位置发展。航空工业开始探索中国
特色的建设之路 ：加强企业管理，狠
抓产品质量，增强企业活力 ；坚持科
研先行，实现从重点抓批生产转向重
点抓科研的战略转变，“九五”计划正
式将航空列为高技术领域 ；坚决落实

“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政方
针，坚守航空主业，发展民品、以民养
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实行对外开放，
打开世界军贸之门，从封闭走向开放。
战斗机和发动机实现从二代向三代跨
越，航空装备从机械化到信息化跨越，
直升机从引进仿制走向自主创新研制，
民用飞机实现快速发展，中国航空工
业日益融入世界航空产业链。在改革
开放大潮中，航空工业进一步成熟壮
大，形成了“敢为人先、敢于试错、
敢开新路”的创新文化，为航空报国
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在高质量发展中升华航空报国精
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航空工业
发展，中国航空工业迈上了建设航空
强国的新征程。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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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雷）　按照党中央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整体安排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部署要求，6 月 11 日，中央企业党史学
习教育第一指导组进驻中国航发开展指导工作。第
一指导组组长王昌顺出席汇报会并讲话，中国航发
党组书记、董事长曹建国汇报了集团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开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第一指导组副组长杜
国功及全体成员，中国航发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
方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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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
唐斌，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向巧出席会议。

王昌顺对前期中国航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开展
情况给予肯定。他表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作
出的重大决策。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国航发
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国资委党
委要求，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坚持统筹部署、确保学习教育高效展开，融入主责
主业、全力助推科技自立自强，明确目标任务、用
情用力办实事求实效，注重航发特色、学习教育氛
围更加浓厚。中国航发党史学习教育开局良好、进
展顺利、特色鲜明，成效逐步得到体现，广大党员
干部积极投入、热情参与，党史学习教育正在掀起
热潮。

王昌顺指出，党史学习教育是贯穿全年的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中国航发要统筹做好全年各项部署
安排，将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向广度扩展、向深度
推进、向基层延伸，进一步探索创新党史学习教育
的方式载体，对于干部群众关心的一些重点问题，
要精准推动、精准回应，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
动航空发动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王昌顺强调，第一指导组将牢牢聚焦重点，在
切实抓好理论武装特别是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航空发动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督促督查

“关键少数”，保质保量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
生活会，惠民为民便民办实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与做好中心工作两促进、两不误等 5 个方面强化指导，
推动中国航发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曹建国对第一指导组进驻指导表示欢迎。他指
出，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中国航发党组认真学

工信部装备二司与应急部救援协调局
到航空工业总部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

AG50获首张适航批准标签
本报讯　6 月 11 日，由航空工业特飞所研发

的轻型运动飞机 AG50 静力试验机（003 架）机
体结构系统在珠海挂签成功，获得 AG50 项目的
第一张适航批准标签。机体结构顺利挂签标志着
AG50 项目从零件级的制造符合性检查成功升级为
大部件级的制造符合性检查，也是项目全面进入
适航审查的重要标志。

因广州突发疫情，民航中南局适航审查代表
无法赴现场开展制造符合性检查工作，授权特飞
所委任制造检查代表从制造符合性声明、产品构
型、工艺文件、产品符合性、偏离项目、现场管
理等方面进行了检查。

后续特飞所将进一步优化委任代表管理，确
保适航工作高效有序开展，为型号研制取得商业
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张鑫）

追逐最好的答案
 | 黄旋峰

“这就是你的答案？”
“这是目前我能组织出来的最好的

技术语言了。”搓了搓手掌心里的汗水，
航空工业郑飞技术员小任有些紧张地
瞟了眼窗外刺眼的日光。

刘部长又拿着魏技术员打印出来
的答疑问题清单仔细看了看 ：“小任，
时间有限，你得站在专家的角度提问
题啊，再改改！”

“这都已经改了好几遍了……”
“我们一定要有总体思维，你看，

这个竞标方案的优势在哪？不就是悬
挂投放安全可靠嘛！劣势在哪？就是
偏重啊！站在专家的角度，就得详细
准备这些方面的问题和答案嘛！”

刘部长深吸了一口继续说道 ：“我
下午要先去参加小龚方案的竞标，这
是咱厂的第一标，绝对不容有失。明
天分别是小魏和你的方案。咱们 3 个
项目同时竞标，我看你的这个项目风
险最大……”

小任草草吃了午饭，匆忙回到电
脑前，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时不我待，
吃午饭时，他心里已经有了对策。随
着一个多小时键盘、鼠标协奏曲的结
束，小任将第 N 版的答疑问题清单整
理了出来。他刚伸了个懒腰，就传来了
隔壁房间刘部长动身出发的声响，一
下子让小任失了神 ：他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通宵优化电子样机的早上，刚刚
简单地用凉水洗了下脸，立马又夹着
笔记本前去参加进度汇报会议 ；仿佛
又回到了那个眼皮直打架的中午，刚
吃完午饭，就和刘部长一起讨论修改
项目建议书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闷热
的午后，一边扇着扇子，一边与同事
为一个技术问题争得一身汗水 ；仿佛
又回到了那个不眠的夜晚，先是紧张
地校对已经胶印成册的竞标材料样本，
而后抓紧修改抓紧胶印成箱，最终赶
在黎明前将材料准备妥当……小任理
了理万千的思绪 ：“团队几年的付出就
要见结果了，我还得加把劲儿啊。”他
握紧了拳头。

“这就是你的答案？”
“对，这就是我的答案。”小任清

了清嗓子，在竞标评审现场，前面专
家的几个问题已经让他答得口干 ：“尽
管目前方案的重量超标，但是这已经
是在保证其他指标的情况下能够做到
的最优解了。方案的每一个零部件都
是经过仿真拓扑优化的，减重工作一
直是我的重点……”

“是的，这个重量真的是没法再减
了！前期在载荷还未明确时，我们类
比某型飞机的载荷，在符合强刚度要
求的前提下，采用复合材料、铝合金、
钛合金的全减重方案，重量指标完全
可以满足协议要求。后来下发的二版
协议对载荷作了明确，载荷系数大大
提高，为了满足载荷需求，我们不得
不在核心承力部位采用强度更高的钢
材进行设计。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方案
增重。各位专家可以看看协议中的载
荷要求……”刘部长适时接过话来，
向评审专家解释道。

晚上，清凉的夜风徐徐，却吹不

散竞标团队众人的焦急。大家都在等
待着一个答案。

“小龚的方案竞标成功啦！”
“小魏的方案竞标成功啦！”
小任心里咯噔一下。“没事。”刘

部长拍了拍还愣在那里的小任 ：“结果
不是还没出来吗？今天下午的答疑环
节，你回答的都不错。”

小任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他感
觉每秒钟缓慢地犹如一个世纪之久。
这时，耳边传来动听的声音——“小
任的方案竞标成功啦！”

夜已深，睡梦中的小任还沉浸在
竞标现场。

“这就是你的答案？”
“不错，这不仅仅是我的答案，更

是竞标团队的答案，我们航空人的答
案。”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部署，按照国资委
党委要求，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
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航空发动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
终，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贯穿始终，把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始终，把坚定不移走好航空发动机自主研
制新长征路贯穿始终，突出抓好责任落实、建立健全组织体系，突出抓
好“关键少数”、深学深悟百年党史，突出抓好载体创新、用好用活红色
资源，突出抓好学用转化、用情用力办实事解难题，突出抓好工作融合、
服务促进中心大局，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实现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的
新成绩。  （下转二版）

航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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