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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各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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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怀会见湖南省
副省长何报翔

本报讯　6 月 18 日，航空工
业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罗荣怀在
集团总部会见到访的湖南省副省
长何报翔一行。双方就加强通航
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交流。

何 报 翔 表 示， 湖 南 省 是 全
国首个全域低空开放试点省份，

“十四五”期间将重点发展通航产
业，今年 7 月将举办“2021 湖南（国
际）通用航空产业博览会”，希望
航空工业给予指导和支持。何报
翔同时希望与航空工业在民用航
空和通航领域加强合作，推动湖

南通航产业高质量发展。
罗荣怀介绍了航空工业整体

情况，对湖南省给予集团在湘企
业的关怀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
示航空工业将全力支持湖南省通
航产业的发展和湖南通用航空产
业博览会的举办，希望以航空应
急救援为切入点，开展通航领域
的合作。航空工业总经理助理、
规划发展部部长张昆辉，综合管
理部、民机国合部领导和相关人
员参加会谈。 （杭文）

航空工业外部董事
赴阎良地区调研

本 报 讯　6 月 16 ～ 18 日，
航空工业外部董事李万余、马良
杰、孙玉德、姜鑫，董事会秘书
卢广山及董事会办公室相关人员
赴阎良地区调研。

董 事 一 行 听 取 了 中 航 西 飞、
航空工业一飞院、试飞中心、强
度所科研生产经营情况、“十三五”
规划完成情况、“十四五”规划编
制总体部署、国企三年改革专项
推进等汇报，实地察看了科研生
产和试飞现场、重要试验室、民
机全机静力 / 疲劳试验现场等，详
细了解了基层党建作用发挥、重
点型号研制、科研试飞、改革创

新等情况。
各位董事对阎良地区航空工

业各单位在任务推进、技术创新、
改革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员
工在型号研制中所表现出的航空
报国精神表示充分肯定，希望各单
位持续发挥国企政治优势，发扬
成绩，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
业。同时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
设，做好型号研制和改革发展各
项工作 ；完善人才管理机制，做
好人才储备，脚踏实地，努力奋斗，
为国防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推动各项工作迈
上新台阶。 （航文）

航空工业召开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
本报讯（ 记 者　 吴琼 ）　6 月 18

日，航空工业在京召开安全生产工作
视频会，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总经
理、安委会主任罗荣怀出席会议并就
航空工业近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

会上，罗荣怀传达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
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
要求以及国务院安委会全国安全生产
电视电话会议、国资委中央企业安全
生产工作视频会精神。

罗荣怀指出，确保建党百年期间
安全稳定，是各单位必须扛起的重要政

治责任。各单位要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
识，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敏感性，压
紧压实安全生产各项责任措施，为建
党百年营造良好稳定的安全氛围。要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上来，划出底线、红线，始终
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统筹好发展和安
全，增强抓好防范安全事故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实际行
动做到“两个维护”。

罗荣怀强调，今年以来，航空工
业安全生产形势整体稳定，但仍面临
很多问题。通过对近期航空工业安全

生产工作情况、面临的形势及问题进
行分析研判，详细部署了下一步相关
工作。各单位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
形势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越是形
势复杂，越要迎难而上，确保措施落
实到位，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针对下一步工作，罗荣怀提出要
求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二是清醒认
识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形势，强化抓好
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 ；
三是全力以赴抓紧抓实抓好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为建党百年大庆营造更加
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

本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展，航空
工业安委会成员在集团主会场参加会
议，各单位负责人、分管领导、相关
主管部门负责人和业务主管共计 900
余人在 150 个分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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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助力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本 报 讯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

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点火发射。经过 6 个多小时姿态调
整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在神州十二号
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的背后，航空工业
也一直在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航空工业宏远此次为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动力系统提供了核心
盘锻件。从神舟一号任务至神舟十二
号任务，宏远以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可
靠的产品质量，确保了航天载人飞船
顺利升空，展示了宏远在高新技术领
域的水平与实力。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二号、从天
宫一号到祝融号，航空工业力源研制

生产的泵一直陪伴着中国航天梦的前
行。这次装载在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
载火箭上控制伺服舵机的泵，尺寸小，
重量轻，小小的它们，再次助力飞天
梦的实现。

航空工业太航承担了舱内服压力
调节器的研制生产任务，该产品是航
天员生命保障系统的关键部件之一，
自神州五号飞船任务开始，太航陆续
配套用于舱内服的压力调节器以及用
于舱外服的压力表、安全阀、主备气
密层切换阀等系列产品。自天宫一号
开始为空间站配套了服装控制台、软
管束等。长期为航天员水下训练提供
测压组件、气动控制台、安全阀等产品，
有力保障了我国航天员地面训练、载
人航天发射任务和太空出舱活动的顺
利完成。

自 1998 年开始承担航天座椅研
制以来，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设计的座
椅通过模拟人体复杂外形，从而满足
人体最佳受力状态，具有调节宇航员
的仰卧姿态以及减震、抗坠毁等功能，
有效保持运动状态下宇航员的安全性
和舒适性。20 多年来不断总结经验，
持续推进专业技术、工艺手段的提升，
成功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截至目
前，已成功交付数十套航天座椅，为
推动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了力
量。

除了这些项目外，航空工业安大
还为很多运载火箭的建造提供了大量
高温合金、钛合金、高强度钢、铝合
金等优质锻件。航空工业凯天为神舟
十一号载人飞船研制了高度信号盒，
这是飞船回收着陆分系统的重要部件。

航空工业精密所研制的航天地面测试
类关键保障设备，可以实现狭小空间
内卫星的前进、后退、平移和原地旋转。
中航光电研制的产品，已配套长征系
列火箭、空间站、火星探测器、卫星
等国家科技项目，为航天全领域装备
提供了高端可靠的系统互连解决方案。

未来，航空工业将不断创新，研
制出性能更优、稳定性更高的产品，为
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用
忠诚和奉献托举强国战略。 （航宗）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生命。中国航发各单位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坚决抓好质量提升，切实
保障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

航空工业党组第二期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在京举办航空工业党组第二期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在京举办
本报讯（记者　郭美辰　吴琼　

通讯员　邱国强）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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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航空工业
党史学习教育实施工作方案，6 月 21
日，航空工业党组第二期党史学习教
育读书班在京举办。航空工业党组成
员、总助级高管前往云湖会议中心开
展为期三天的封闭式专题学习。

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
松在读书班开班讲话中指出，本次重点
研读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
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关于中国共
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两本书目，涉及 5
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关于党史的重要
论述，包含丰富的史料支撑和历史纵
深的理论分析。

谭瑞松强调，党组成员要时时刻
刻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历史，把现实
置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进行思考。要在学好党史中学好
航空工业史，坚定航空报国初心，在
学好航空工业史中领会职责使命，赓
续红色精神血脉。要通过深入学习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进航
空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凝聚改革发展
的磅礴力量，努力建设新时代航空强
国。

党组成员围绕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
就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的讲话、报告、
谈话、批示和书信等重要文献，在前

期自学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领学和深
入研讨。党组成员在交流时表示，通
过学习，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和国家
领导同志的相关论述是一脉相承、一
以贯之的，更是继承发展、与时俱进的，
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现实的指导意
义。

航空工业党组将牢牢把握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点，结合集团公司“十四五”
规划和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的战略目
标，切实增强学习实效，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突出航空工业特色、突出学
用结合、突出惠及群众、突出担当作为，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扎实的工作举措
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此次读书班设置早、中、晚三个
学习时段，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
个人自学和主题观影等方式开展。党
组成员根据前期自学成效，精心备课，
结合分管工作进行深入思考，融汇贯
通地领学。通过封闭式专题学习研讨，
做到静下心来学习、沉下心来思考、敞
开心来交流，展示良好学风，进一步
补“钙”强“筋”、淬炼党性，真正做
到学深党史，悟透思想，增强信仰信念，
获得更好指导实践的理论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