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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公开亮相的“20 系列”到大
飞机家族重磅成员的同场展出，从高端
无人机到航空武器装备，从军用飞机到
民用飞机，在日前闭幕的第十一届中国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凭借不断攀升的实力向世界展现
了中国风采。

“对标全球航空业的先进水平，中
航工业用近 20 年的时间，实现了从‘总
体跟跑’到‘主体并跑’，从‘打工者’到
平等合作伙伴的历史性跨越。”中航工
业总经理谭瑞松说。

装备研制成果显著

歼-20 战斗机双机编队在第十一
届中国航展开幕式上惊艳亮相，现场无
数人热泪盈眶。这是中航工业研制的
我国新一代隐身战斗机首次公开露面。

本届航展上，中航工业仍设立独立
的中航工业馆，以“跨越发展二十年”为
主题，以飞机和机载系统专业为主线，
全面展示 11 大类 160 项核心产品和系
统，其中57项为首次展出。

在中航工业展出的航空防务、民用
飞机、直升机、通用航空、航电系统、机
电系统、航空科普等七大专业主线产品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完整航空工
业体系正在逐步完善，着眼未来提速起
飞的梦想正在实现。

其中，不仅歼-20 飞机首次公开亮
相，列装空军后的运-20 也首次公开亮
相。此外，歼-10B、直-10K、轰-6K、
空警-500、空警-200、运-9、翼龙Ⅰ1、
翼龙Ⅱ2等中航工业研制生产的多型新
装备与空军展区联合展示；另一款隐身
战机“鹘鹰”歼-31、大飞机三剑客之一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高端无人机

“云影”，直-19E、直-11WB、直-10ME
等三型出口型武装直升机也都全部
亮相。

在军事专家、国防大学教授房兵看
来，20 年前，中国航空工业只能“遥望”
国际航空强国的背影，而今天，从整体
发展水平上看，中国已经实现与世界先
进水平“并跑”的战略性转变。

“我们不仅要有与世界一流同台竞
技的自信，更该为那些印刻着中国自主
研制烙印的飞机感到骄傲。”房兵说，
2016年，中国大飞机家族传来的两个好
消息都来自中航工业——7 月 6 日，中
国自主研制的首款大型多用途运输机

“鲲鹏”运-20 飞机正式列装空军，中国
凭借自主创新正式进入全球大飞机“俱
乐部”；7 月 23 日，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在珠海下线，这是当今世界在研
的最大一款水陆两栖飞机。在本届航
展上，两型大飞机比肩向海内外公众展
示了中国力量，它们共同的关键词是自
主创新。

“如果说，过往的中国航展让外界
关注的是一个个闪现出的新亮点，本届
航展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大国所需要的
航空谱系已经构建出来。中国航空工
业的发展态势已经实现了从过去重点
突破到今天的体系化发展。”房兵说。

“我们的航空武器装备实现了在关
键技术上从‘总体跟跑’到‘主体并跑’
的转变。”谭瑞松说，中航工业已经实现
了从第二代战斗机到第四代战斗机、从
中小型飞机到大型飞机、从机械化装备
到信息化装备、从陆基装备到舰载装
备、从有人机到无人机、从偏重局部突
破到注重体系化发展的转变。

国际市场不断拓展

在本届珠海航展上，波音公司宣布
与中航工业以及 AIM Altitude 签署
合作协议，共同为全球航空公司提供本

地化的飞机厨房、内饰产品及服务。
总部位于英国的 AIM 是一家飞机

客舱内饰供应商，具有完整的设计研
发、测试取证、生产制造和售后支持能
力，其产品获得国际航空制造商和航空
公司的高度认可，产品广泛应用于波音
各主流机型。2016 年 5 月，中航工业旗
下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
称中航国际）宣布收购 AIM，并购完成
后，AIM 作为中航国际的全资子公司继
续服务于欧洲、中东、美洲、中国和亚太
地区客户。

谭瑞松说，航空工业是一个全球性
的产业。所以，中航工业自重组成立以
来，便把“融入世界航空产业链”列入企
业发展战略，以产品、技术、资本、市场
等为纽带，加快推进全球合作，并取得
明显成效。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航工
业准确把握时机，先后并购了奥地利
FACC 公司、美国西锐通用飞机公司、
美国大陆通用航空发动机公司、德国
德累斯顿航空活塞发动机公司等世界
知名航空企业。其中，2009 年完成的
对 FACC 公司的并购，是亚洲航空制
造 业 首 次 并 购 欧 美 航 空 制 造 企 业 。
FACC 公司加盟中航工业后，不仅结
束了连续亏损的历史，而且，在奥地利
投入约 2 亿欧元设施，增加雇员 1000
多人，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高度
评价。

2011 年中航工业并购美国西锐公
司，开创了中国企业并购美国航空企业
的先河。并购后，中航工业克服跨文化
管理的不利因素，对此前长期亏损的西
锐公司加强管理，合理进行股权激励，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使西锐
公司实现良好发展，年飞机销售量超过
300架。

“随着中航工业重组及并购步伐加
快，公司整体制造能力大幅提升，转包
生产的规模和层次也有了实质性的提
高。从 2009 年开始，波音、空客逐步选
择中航工业所属子公司作为其民机部
件的唯一供应商或一级供应商。”谭瑞
松说。

按照“共同投资、共同研制、共同受
益、共担风险、共享市场”的原则，近年
来，中航工业已经与多个世界先进航空
企业开展了合作，由传统的技术合作、
管理合作跃升到了商业模式合作的新
境界。

得益于此，中航工业的产品也越来
越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在军机出口方
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军贸产品谱

系，在巩固亚洲、非洲等传统市场的基
础上，成功进入中东、中亚、南美等支付
能力较强的国家市场；在民机出口方
面，形成了以“新舟”系列、运-12 系列
等为代表的拳头产品，运-12 系列飞机
先后出口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家，市
场开拓不断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

“新舟”系列飞机用时 7 年，累计交付
100 余架，初步形成了中国民机的国际
影响力。

而今，中航工业的国际业务已经分
布在8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境外企业超
过 80 家、员工超过 3 万人、资产超过
1100亿元，海外年营业收入超过800亿
元。同时，国际合作方式也提升到科技
创新、项目研制、风险合作、跨国投资等
层面，在合作规模和层次上都有了显著
提升。

积极转型现代国企

航展期间，中航工业副总经理吴献
东对记者透露，目前，中航工业的资产
证券化率已达 60%以上，未来这个比例
还会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中航工业积极开展资本
化运作，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汇聚各
方面力量开放发展，增强发展的动力
和活力。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共完成
18 项资产重组项目，多个产业板块实
现了整体或主业上市。目前，中航工
业已拥有 12 个产业板块，业务覆盖航

空防务、民用航空、工业制造、现代服
务业等多个领域，资产总额 8500 多亿
元，境内外上市公司 27 家。2015 年，
公司营业收入超过 3800 亿元；今年 1
至 9 月份，销售收入超过 2300 亿元，利
润超过 100 亿元，都实现了接近两位数
的增长。

“中航工业成立以来，针对下属企
业资源较为分散、存在内耗式竞争、管
理难度较大等问题，对 100 多家所属成
员单位进行专业化整合。在此基础上，
构建母子公司管理体制，积极探索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谭瑞松表示，中航工业
的体制机制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国企到
现代新国企的转变。

同时，中航工业积极推动所属单位
进行混合所有制、股权多元化、市场化
激励等改革，目前已有 5 家上市公司的
股权激励计划经国资委批准实施，在中
央企业中数量居首；对条件成熟的非航
空民品企业的核心骨干人员实施股权
激励，目前已在 11 户企业开展试点。

“改革只有进行时，新一轮改革还
将持续推进。”谭瑞松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通过全面实施军品科研生产管理
模式改革、集团总部机构优化调整、直
属公司业务单元整合以及央企之间业
务重组与战略合作等改革举措，中航工
业的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未来将继
续在推进军民融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方面加快步伐，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打造现代国企方面进行更加积
极的探索。

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支钢铁
工业建设力量，中冶集团堪称
中国钢铁工业的开拓者和主力
军，国内绝大部分大中型钢铁
企业主要生产设施的规划、勘
察、设计和建设工程均出自中
冶之手。

然而，就是这样一只“铁
军”，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钢
铁行业深度调整的影响，一度
陷入亏损。数据显示，仅仅在
4 年之前，中冶集团亏损额高
达 73.6 亿元，带息负债 1700
多亿元，资金链濒临断裂边缘
⋯⋯

时间跨越到2015年，奇迹
发生了。当年，中冶集团实现
利 润 68.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8%，利润同比增长 24.8%，
企业不仅成功脱困，而且进入
稳中提速、稳中提质、稳中提效
的加速发展阶段。

奇迹是怎样实现的？
2015年9月25日，世界在

建的最大钢铁项目宝钢湛江钢
铁基地一号高炉顺利点火投
产，这是中冶 14 家单位 2 万多
建设大军仅仅用两年时间创造
的世界钢铁工业奇迹。业界评
价认为，这一项目充分彰显了
中冶在核心技术、核心装备、工
程建设等冶金全产业链上的优势，“国家队”的实力没有
褪色！

成绩的背后是中冶奋力脱困的辛劳和汗水。
回忆那段艰苦的日子，中冶集团机关党委书记林锦

珍说，2012 年至 2013 年，针对巨额亏损的中冶恒通、中
冶纸业、葫芦岛有色等历史问题，中冶集团集中力量“卸
包袱”、“啃骨头”，连续完成中冶恒通移交港中旅、中冶纸
业并入诚通集团、葫芦岛有色集团破产重整等多项艰巨
任务，削平了中冶集团发展道路上的“三座大山”，开始轻
装上阵。

与此同时，建立重大内控缺陷责任追究制度，加强风
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有效衔接，以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
率，保证资产安全，以风清气正的新格局在市场中攻城拔
寨。

比如，针对区域资源布局不合理和项目“散、弱、小”
等突出问题，中冶着力加强“大环境、大客户、大项目”的
设计与运作，形成“主要领导带头抓市场，组织精兵强将
奋力闯市场，总部、子企业、区域公司三力合一”的市场营
销新体系，新签合同额 3 年平均增幅高达 25.1%，承揽和
储备的“高新综大”项目大幅增加，新签 5 亿元以上国内
重大工程承包合同 131 个，合同额 1606 亿元，同比增长
27.2%。

又比如，在钢铁冶金主业方面，中冶集团逐步形成了
以工艺设计为龙头，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为依托，工程项
目管理和施工为手段的冶金全产业链集成整合优势，在
钢铁冶金 8 大部位、19 项工艺单元的核心技术都达到世
界一流水平，不断引领中国钢铁“走出去”。如今，由中冶
设计，即将开工建设的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年产
350万吨钢铁项目，正成为我国与马来西亚共建“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产能合作的重要探索，对更好落实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广泛示范效应。
林锦珍告诉记者，4年来，中冶集团重点围绕国家三

大战略及国内四大区域进行布局，在国内成立了12个区
域公司，在海外重点布局 25 个国家和地区，推动了一批
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重大项目快速落地。

事实上，聚焦主业一直是中冶持之以恒的追求，也是
中冶成功脱困的法宝。但对于如何理解主业，中冶有自
己不一样的定位。林锦珍认为，专注于做有能力做、擅长
做和最熟悉、最拿手的业务就是聚焦主业。比如，冶金建
设是中冶的拿手好戏，这其中有两个关键词，其一是冶
金，其二是建设。在冶金行业陷入低潮的当下，坚守冶
金，提速建设才是最优选择。

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明日世界”片区便是践行这一理
念的成功案例。片区里的“创极速光轮”项目，作为迪士
尼全球首发的最快、最高、最长、最刺激的过山车，让不少
喜爱刺激的游客欲罢不能。作为“明日世界”的总承包
方，中冶集团旗下上海宝冶集团历时3年多时间，先后派
出了 7000 多名建设者在这里挥洒汗水，向世人展示了
一个精彩纷呈的“明日世界”。

其实，不仅是“明日世界”，中冶在主题公园建设领域
的建树令人惊异：新加坡圣淘沙环球影城、长隆海洋王
国、淮安西游记主题公园等一批业界典范工程的背后，均
饱含着中冶人辛勤的汗水。凭借手中在握的一批主题公
园建设项目，中冶已成为该领域名副其实的翘楚。

中冶建研院文化产业工程分公司副总经理雷鸣告诉
记者，除了主题公园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综合管廊、
大型综合场馆及标志性建筑、环境工程等业务都是中冶
集团新的优势和强项。统计显示，中冶的非冶金业务占
比已经由 2012 年的 49.3%上升至 2015 年 83%，企业的
业务结构持续优化，新的增长极和竞争优势正在加速
形成。

“为了走出困境，早在 2013 年，中冶就明确了‘聚焦
中冶主业，建设美好中冶’的发展战略。2014年以后，集
团又提出从最拿手的业务开始，打造‘四梁八柱’业务体
系升级版，再造建设‘美好中冶’新优势，争做全球最大最
强最优冶金建设运营‘国家队’。2016年，中冶再次调整
战略，提出‘做冶金建设国家队、基本建设主力军、新兴产
业领跑者，长期坚持走高技术建设之路’的战略新定位。”
林锦珍告诉记者，竞争造就活力。目前，中冶集团正在加
速实现设计、研发、专利产品化，使中冶集团的技术、管
理、装备融为一体，让技术搭载在装备上走得更远、跑得
更快，努力续写“铁军”新的精彩篇章。

从“总体跟跑”到“主体并跑”——

中航工业：书写大国“航空谱”
本报记者 刘 瑾

本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中国电
信集团日前在中国电信智能生态合作
暨终端产业峰会上公布“十三五”“五大
生态圈”发展战略。

据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杨小伟介
绍，在智能连接方面，中国电信将通过
4G 网络、光宽带、物联网（NB-IoT）建
设，强化智能连接基础能力，为促进产
业规模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具体来说，
终端合作上，推动全模全频双卡全网

通；渠道合作上，持续做强精品渠道，
推进多元化渠道合作，与厂商渠道资源
互投，加快佣金结算发展；在流量合作
上，加深与优秀视频的应用合作、推进
会员权益与定向流量一体化、推广非账
单支付等。

在智慧家庭方面，将重点打造连接
枢纽，营造开放生态，继续扩大天翼高
清用户规模，打造开放平台，大力拓展
智能应用，重点推广 4K 高清，规模推

广家庭云、智能组网、天翼想家等增值
服务和应用。

在互联网金融方面，将提升产品感
知，协同做大规模。中国电信将投入专
项资源，力争到 2017 年实现活跃用户
达到 4000 万户、活跃商户超过 40 万、
交易额超过 1.2 万亿元，通过系统升
级、应用升级，实现端到端流程保障，
优化客户体验。

在 新 兴 ICT（信 息 通 信 技 术）方

面，将突出云网融合优势，与合作伙伴
协同助力产业升级，充分发挥云网融
合优势、打造 5S（系统、服务、标准、保
密、持久）五大体系安全保障体系。

在物联网方面，强化平台核心能
力，有针对性地拓展市场。比如，针对
智慧城市市场，推出公共安全、智能交
通、智慧医疗等重点模块，将物联网纳
入智慧城市功能模块，直销渠道整合营
销；针对垂直行业市场，将推行标准产
品牵引拓展制造、能源、车联网、物流等
重点领域；针对个人消费市场，与各领
域优秀供应商实行清单级合作、协同营
销，开放自助服务和使用平台能力，借
力规模发展。

中国电信发布“十三五”五大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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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2016年6月，首架转场交付的运-20大型运输机腾空而起。
图② 2016 年 7 月，世界在研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在珠海总装

下线。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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