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航
空工业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的队
员们回信，勉励他们学习贯彻好党的
二十大精神，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
强上奋勇攀登，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
量发展上积极作为，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给沈飞“罗阳青年
突击队”队员回信，正值罗阳同志牺牲
十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罗阳同
志因公殉职作出重要批示十周年，这
是航空人对罗阳同志最好的纪念，也
是对 40 万航空人牢记嘱托迈向新征程
最大的激励。

11月 21 日，航空工业党组下发决
定，全面部署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工作。决定强调：

       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回信精神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
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坚定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在全党全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给沈飞“罗阳青年
突击队”队员回信，充分体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航空工业
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对航空工业

广大青年秉承罗阳志向、继承罗阳遗
志的充分肯定和殷殷嘱托，对航空工
业集团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实现航空科技自立自强、航空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待和巨大鞭策。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更加坚定
了全体航空人的报国追求、增强了航空
人的奋进底气、激扬了青年人的热血
青春，为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对于动
员全体航空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为加快建设航空强国、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全面准确学习领悟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思想和行
动迅速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
信精神上来

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
精神，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出发，
着眼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立足
航空工业使命定位，坚持学思用贯通，
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回信精神上来。

要融会贯通学。各级党组织要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航空工业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切实用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要全面准确学。坚持全面准确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
理解内涵，准确把握外延，既联系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有形斗争和
无形较量轮番博弈的大局全局，又联
系祖国航空事业的光辉历史和航空工
业正在做的事情。既要看到习近平总
书记对航空青年的鼓励，更要看到对
航空科技自立自强、航空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期盼和要求。

要联系实际学。切实找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指导实践的切入
点、结合点和着力点，紧紧围绕党中
央作出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抓住航空
事业改革创新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探索新思
路、形成新做法、引领新实践。

      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回信精神，坚决承接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第一棒”，坚决落
实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
精神要坚持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落实到航空工业改

革创新发展各方面，贯穿于做好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之中。要坚定
不移履行强军首责，有力支撑世界一
流军队建设。要坚定不移落实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航空科技自立
自强。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坚定不移
加强新时代青年工作，为党培养造就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好青年。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在航空
工业落地生根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回信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各级党
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抓好组织落
实；各级团组织要在党组织统一部署下，
系统谋划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要把握
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团结鼓劲、正面宣
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
加强工作经验反馈，确保学习宣传贯彻
活动对航空工业每一名员工、每一名青
年的全覆盖，形成由内而外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做到深学、细悟、笃行，
务求取得实效。� （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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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航天航空航海产业发展论坛在湖南长沙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莹）　11 月 22

日，第五届航天航空航海产业发展论
坛在湖南长沙举办。航空工业党组副
书记、总经理郝照平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研究
院院长孙聪作主题报告。

本届论坛以“新科技·新生态·新
三航”为主题，活动以主论坛、分论坛、
科技成果展示、优质项目对接方式开
展，旨在响应国家“十四五”规划中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要求，推进
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
配置和资源共享，推动“航天强国”“航
空强国”“海洋强国”等国家重大战略

落地，搭建航天、航空、航海（以下
简称“三航”）产业高质量合作交流平
台，来自全国 72 家“三航”相关企业
和科研院所携科技成果亮相论坛现场。

郝照平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一系列重大部署。航空工业
深刻领悟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殷切期望，
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
履行强军强国强企使命，坚定不移深
化创新发展，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
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早日实现。航空、
航天、航海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

领域，是我国尖端科技的引领者，国
防建设的中坚力量，经济发展的重要
推动者。新时代新征程，“三航”人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航空工业将以本
届“三航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
与湖南省各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等优势力量合作，着力打造“国家
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
携手谱写新时代新征程湖南新的篇章，
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大会主论坛上，孙聪以《航空
装备发展趋势思考》为题作报告，介绍
了新形势下的航空强国建设情况，讲

述了战斗机的发展历程、未来空战系
统和民机技术的发展趋势、航空装备
的发展方向、航空装备研发模式的变
革、航空卓越工程师培养等相关内容。

本届论坛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发起，
湖南省国资委、湖南省商务厅、湖南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长沙市人民政府、
中国航空研究院等单位主办。在论坛
召开期间，航空工业计量所作为承办
单位举行了产业计量融合与创新发展
高峰分论坛活动，金航数码作为参展
商参与了本届论坛。

砥砺航空报国之“初心” 共赴航空强国之“山海”
——航空工业牢记总书记嘱托奋进新时代十年纪实

�| 本报记者　马丽元　王莹

“希望你们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
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推
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在
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
为。”日前，时值歼 15 舰载机首次在
辽宁舰成功起降 10 周年和“航空报国
英模”罗阳牺牲 10 周年，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给航空工业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
的队员们写来了回信，勉励他们学习
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建设航空
强国积极贡献力量。

2012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对歼 15 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原
航空工业沈飞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因
公殉职一事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大
党员、干部学习罗阳同志优秀品质和
可贵精神。在罗阳离开的十年间，总
书记嘱托乘风化雨，党领导航空事业
劈波斩浪、圆梦海天 ；罗阳精神发扬
光大，报国强国力量砥砺成长、澎湃
昂扬。

十年砥砺奋进，十年非凡历程。
新时代十年，航空工业全线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航空强
国而不懈奋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勇担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大
力弘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

空报国精神，通过勇毅前行的改革和
持续不断的创新，走出了一条高质量
发展之路，走上了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支撑世界一流军队、建设新时代航空
强国的新征程，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铭记嘱托　勇担科技自立自强使命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
族进步之魂。在罗阳离开的十年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
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
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速推动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
迈进。科技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
规模，奔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
头。

在万众瞩目中缓缓落幕的第十四
届中国航展上，歼 20“龙吟”呼啸，
劲舞苍穹后首次中降珠海 ；运油 20 云
中漫步，优雅释放三根加油软管 ；直
20 与直 10、直 8L 一同上演“低空芭
蕾”，让“飞起来的陆军”成为现实 ；
歼 16“霸气”登场，大飞机“三兄弟”
聚首金湾，“翼龙”家族体系化亮相，
取证后的“吉祥鸟”AC352 直升机“飞”
进静展区……透过“中国航展”这扇窗，
航空工业再次让世人看到中国航空产
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蓬勃生机。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
者胜。科技创新是航空工业的使命，是
以为国家提供又新又好航空武器装备为
目标的航空人始终坚守的初心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航空工业坚定承
接党中央决策部署“第一棒”，自觉担
当起航空领域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国家
队角色和使命，切实发挥军工央企的创
新主体作用，航空科技创新完成了从跟
跑向并跑的整体跃升：以歼20、歼 16、
歼 15、歼 10C、轰 6K、空警 500、空
警 200、运 20、攻击 11等为代表的新
型战机，支持我军以空中力量为主体，
构建起战役战术攻防体系，航空武器装
备实现整体跨代；以AG600、“新舟”60、
运 12F、“翼龙”无人机为代表的民机，
构建了民机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民机产
业体系，使我国的航空技术体系更加完
善；一批以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平台发挥重要作用，
创新成果、骨干人才大量涌现，科技创
新能力显著增强，中国航空工业已经具
备研制高性能军民用航空产品的强大能
力。

新时代十年，航空工业始终坚持
“以集团为主导、主机厂所为骨干、全
体企业参与”的科技创新机制，先后
出台了多项集团层面关于推进科技创
新的顶层规划。2021 年初，航空工业
党组出台《中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党组关于践行集团战略加快构
建新时代航空强国“领先创新力”的
决定》（以下简称“创新决定 30 条”），
这份推进和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的
顶层规划，成为集团公司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的行动纲领 ；今年 9 月，航空工业
召开科技创新大会，部署推进“创新
决定 30 条”和未来五年科技创新重点
任务，为集团公司加强党的领导、实
现科技自立自强、锚定主责主业、聚
焦解决“卡脖子”核心关键描绘了“路
线图”。

正如航空工业特级技术专家、沈
飞总冶金师刘艳梅所言 ：“多年来，广
大航空人攻克了多个研制难题，填补
多项技术空白，不断为助力实现国家
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面向未来，
我们将坚定初心、继续努力，怀抱对
航空事业的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能力
建设的信心，为航空强国不懈奋斗。”

�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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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莹）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航空工业
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们回信在社会各界
引发强烈反响，掀起学习热潮。

连日来，共青团中央、国防科工局、中国国
防邮电工会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回信精神，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李清堂代
表集团党组作了交流发言，集团团委负责人介绍
相关情况，航空工业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
员王刚、方文墨等代表航空人，分享了收到总书
记回信后的所感、所悟、所行。航空报国精神、
罗阳精神不仅深深融入 40 万航空人精神血脉中，
更成为中国国防科技领域的一面旗帜，激励着更
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青年工匠们勇挑重担，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接续奋斗。

李清堂分别出席了中国国防邮电工会与国防
科工局学习回信精神会议，并代表集团党组向国
防科技工业各中央企业、各省总工会介绍了航空
工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有关
情况。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字字深情、
饱含关爱，凝聚了催人奋进的精神，蕴含着无穷
澎湃的力量，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航空工业的高
度关注与对奋战在航空战线上 40 万干部职工的深
切关怀。航空工业党组在收到回信后立即召开党
组会，“第一议题”传达学习回信内容，并第一时
间组织全行业各单位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全文，
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迅速在全行业掀起了学
习贯彻的热潮。航空工业将坚决实现习近平总书
记“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的
殷切期望，坚决落实“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
上奋勇攀登”的重要指示，坚决不负习近平总书
记“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的
重要嘱托，大力弘扬航空报国精神、罗阳精神，
以“罗阳青年突击队”为旗帜，埋头苦干、勇毅
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学习回信精神座谈会上，
王刚汇报了学习回信精神情况以及“王刚劳模创
新工作室”的建设成绩。他谈到，罗阳精神是一
面旗帜、一种基因，已经深深融入了航空人的精
神血脉中。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航空人继续弘扬
航空报国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体现
了总书记对航空工业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殷切希望，
也给 40 万航空人鼓足了坚定信心，注入了强大动
力。航空工业十年的高速发展，为我们青年人才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最早的一批罗阳青年突
击队队员已经在千锤百炼中淬炼成钢，成为不同
专业领域里的专家骨干。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谆
谆嘱托是我们奋勇前进的动力。面对新时代新征
程新形势新要求，推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成为
首要任务。只有不断推进科技自主创新，掌握关

键核心技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才能打造
出性能优良的大国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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