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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逐步成长为
航空工业大国，拥有了完整的飞行器研发
制造体系，具备了独立研发制造先进军民
机的能力，并向着“航空强国”的目标稳步
迈进。在这些成绩中，处处可见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
的身影。

多年来，航空工业大力弘扬“航空报
国”精神，不断解放思想、砥砺奋进，在深化
改革中迸发活力，在搏击市场中强筋壮骨，
在走向世界中锻炼成长，已成为一个具有
较强影响力的航空工业集团。2017年，航
空工业实现营业收入4035亿元、利润165
亿元，在《财富》世界 500 强中排名第 161
位，连续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经营业
绩考核中获得A级。

航空装备体系不断完善

在不久前闭幕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上，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生产
的歼-20精彩亮相。

开幕式上，歼-20“身披”标准低可视
度水渍迷彩涂装，上演了一出低空通场、战
斗盘旋、上空横滚、斜半滚以及大仰角拉
起、垂直爬升云层的飞行绝技，国之重器的
实力一览无余。

40 年来，航空工业始终将“保军强
军”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军事斗
争和军队战略转型需要，充分把握航空装
备研制规律，推动装备发展从“更新一代、
研制一代、预研一代”向“探索一代、预研
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代”转变，实现了
从测绘仿制到自主研制再到自主创新的
历史性跨越，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

从歼-10 到第四代歼-20 飞机、“鹘
鹰”战机，从中小型到以运-20为代表的大
型系列运输机，从有人飞机到“翼龙”系列
高端无人机批量出口国外，一系列跨越式
发展极大地完善了航空武器装备体系。

目前，我国已跻身世界少数几个能系
列化、多谱系自主研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航空武器装备的国家之列，加快了国防力
量由单纯防御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的步
伐，助力我国国防力量实现以空固土、以空
强海的华丽转身。

民 机 产 业 振 翅 欲 飞

10月20日是中国民机史上值得铭记
的日子。这一天，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款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 顺利
完成水上首飞。“鲲龙”AG600的成功研制
填补了我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研制空
白，为中国大飞机家族再添一名强有力的

“重量级选手”。
上半截是飞机下半截是船——作为飞

机中比较稀有的机种，水陆两栖飞机数量
本就很少，AG600这样世界首屈一指的大
型飞机更是罕见。根据资料，中国拥有
AG600飞机设计、制造等核心技术的自主
知识产权，飞机机体结构、动力装置和主要
机载系统100%由中国国内企业配套。为
研制这架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航空工业付
出了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航空工业一直坚信，发展我国自主民
机产业是企业的使命。多年来，航空工业
积极探索适应我国民机产业发展的道路，
通过不断提升自主供给能力，形成了“新
舟”系列涡桨支线飞机、AC系列民用直升
机和AG系列固定翼通用飞机三大产品系
列，实现了民机产业从蹒跚起步到振翅欲
飞的跨越。

目前，最新的“新舟”600 已完成适航
取证并交付用户，全新研制的“新舟”700
飞机也进展顺利。“新舟”系列飞机累计交
付104架，在18个国家和地区33家用户的
200 多条航线上运营，为打造国产民机品
牌、打响知名度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全
新研制的3吨级直升机相关工作正加快推
进；与空客公司对等合作研发的新一代先
进 7 吨级直升机 AC352/EC175 正在开展
取证试飞。

此外，航空工业作为主供应商，全力支
持中国商飞C919、ARJ21的研制和生产交

付。航空工业所属 50 多家单位承担了
C919整个机体90%以上结构工作量，在航
电、机电、起落架等 11 个主要子系统项目
上，与通用电气、霍尼韦尔、汉胜、赛峰等公
司开展 50/50 对等合资合作，并承担了多
项重大试验试飞任务。

在更高层面融入世界产业链

为加快我国迈向新时代航空强国的步
伐，近40 年来航空工业从转包生产、技术
引进到供应链管理等各个纬度努力对接世
界航空产业。

一方面，坚持引进来，聚集全球资
源。1979 年，航空工业与原麦道公司签
署了第一份来料装配合同，拉开了我国航
空转包生产的序幕。40 年来，航空工业
转包生产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进步，与国外主要航
空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并成为波音、空
客多个大型民机项目的一级供应商和零
部件唯一供应商。由此，航空工业实现了
从生产零部件产品向生产大部件及系统
级产品的转变，从产品和技术层面合作到
资本层面合作的转变，从一般供应商向
系统级供应商和风险与收益共享伙伴的
转变，在世界航空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
日趋明显。

另一方面，坚持走出去，提升竞争力。

多年来，航空工业积极发挥军工优势，不断
拓展航空军贸业务。1979年，航空工业率
先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成为我
国军工行业最早的外贸公司。40年来，我
国军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产品谱系不断
完善，从歼-7战斗机、K-8中级教练机等
型号为主升级至以“枭龙”战斗机、“猎鹰”
L-15高级教练机、“翼龙”无人机等型号为
主，实现了从二代机向三代机、从中级教练
机向高级教练机、从有人机向无人机的跨
越，基本形成了满足不同细分市场需求、高
低搭配的产品谱系。

统计显示，截至 2017 年底，航空工业
实现海外收入 932 亿元，占集团公司全年
总收入的23%；海外资产超过1000亿元；
在 84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295 家境外机
构，海外雇员近3万人；初步构建起境外投
资管理、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体
系；并购了美国西锐公司、奥地利 FACC、
耐世特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企业，
国际化布局初步完成。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瑞松表示，航空工业的国际合作模式已
由转包生产零组件跃升至整机、系统、资
本层面的对等合作。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的深入推进，下一步公司要抓住飞机制
造业扩大开放的机遇，进一步提升合作层
次，深化合作内涵，将技术合作、项目合作
提升到合资合作，在更高层面融入世界航
空产业链。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飞“薛莹
班”班长薛莹出生于一个飞机制造世家。她
从小就对造飞机充满好奇。

1991年技校毕业后，18岁的薛莹进入西
飞工作，成了一名装配铆工。当时的她已经
注意到，波音公司用的产品与国产飞机用的
产品从外观到精度均存在明显差距。这一
切，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一定要造出世界一流的飞机，不能让外
国人瞧不起。”带着这样的梦想，薛莹拼了。

当时，薛莹所在班组承担着波音 737-
700飞机垂尾前缘组件装配任务。这项任务
要求非常严格，铆枪钻孔的大小、间隙、深度
等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为练好基本功，薛莹在工作之余利用废
弃料头练习，直到胳膊疼得再也举不起铆枪
才肯罢休。就这样，仅仅几年之后，她就凭借
远超同龄人的技术水平脱颖而出，并担任班
长职务。在之后的几年里，她不仅继续严格
要求自己，还带领全班同志钻研业务，通过互
帮互学提升整个班组工作水平。

“让世界享受中国人的航空制造”是薛莹
和她的团队共同的梦想。他们制造的产品如
此精良，以至于行业巨头波音批准其质量免
检，整个团队还被波音授予“用户满意员工”
荣誉证书。

2005年，航空工业西飞命名薛莹带领的
“波音 737-700 垂尾前缘班”为“薛莹班”。
其所承担的产品任务也由月产11架份提高
到月产30架份。

“保证每一个细节的完美是班组的核心
使命。”“薛莹班”班组成员告诉记者，薛莹特
别勤于动脑，经常对工艺方法、流程提出合理
化建议，她完成的产品关键特性数据总是最
好的。

同时，薛莹还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组织技能大师成立创新工作站，积极开展技
术攻关与技能传承工作，培育新时代“工匠
大师”。

20多年来，薛莹在航空制造装配铆工这
个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为企
业争了光，为中国制造添了彩。在航空报国
强军富民的征途上，正是一个个、一代代薛莹
式的英雄共同挺起了中国航空工业的脊梁。

西飞“薛莹班”班长薛莹：

“一定要造出世界一流飞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紧跟国家战略步伐，军民融合由浅入深、由
点到面、由产品到产业，开展了一系列具有
开创性的探索实践，推动全行业在融合中
改革创新、发展壮大。

目前，航空工业各相关业务相互支
撑、协同并进的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航
空工业牢记“航空报国”使命，大力推进军

民用航空产业协同发展，在航空武
器装备、民用航空、国际化业务、

服务保障和拓展业务等方面
持续发力。具体来说，在

装备建设上，共建军品
产业发展新格局；

在民机发展上，
打造军民融

合典型产
品，加

快

民机产业转型升级；在国际化发展上，大
力拓展军贸和国际合作，推动军民融合产
品“走出去”；在服务保障业务上，扎实构建
维保体系，全力满足军队改革需要；在产业
拓展上，加强优势技术资源转移转化，服务
国民经济发展，军民融合产业收入占比不
断提升。

与此同时，航空工业以改革为引领，努
力开创新时代航空工业军民融合新局面。

在协作共享上，着力建设开放型科研
生产新体系，扩大外部配套与协作。一是
集团抓总、主机牵头，积极吸纳民口/民营
供应商加入航空产业链，构建开放型供应
商管理体系；二是打造开放式产业联盟，吸
纳社会优质资源发展航空产业；；三是以共三是以共
建军民融合基地建军民融合基地、、航空产业园方式推进资航空产业园方式推进资
源集聚化源集聚化、、产业集群化发展产业集群化发展。。

在合作融合上在合作融合上，，以大安全以大安全、、大防务为方大防务为方
向向，，积极提供装备和服务积极提供装备和服务。。促进促进““陆海空陆海空
天天””大防务领域的跨界融合大防务领域的跨界融合。。根据航空武根据航空武
器装备发展新趋势器装备发展新趋势，，全力推动对外融合全力推动对外融合，，努努

力提高力提高““陆海空天陆海空天””大防务领域跨界融合的大防务领域跨界融合的
层级和深度层级和深度。。

在科技创新上，以资源共享促协同创
新，构建军民协同创新体系。一是各主机
所牵头组织科研机构、高校和优势民企打
造开放式创新联盟，协同开展军用技术联
合研究，探索打造集研发、生产、运营为一
体的联合创新平台；二是重大设备设施开
放共享度逐步提高；三是初步构建起“航
空+互联网”网络生态；四是扎实推进产学
研用合作项目。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战略合作，在国内与北航、清华、中科院等
19家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在国内外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
联合实验室、联合技术中心（UTC）。以专
项基金吸引外部力量参与航空技术研究。
2017年，航空科学基金向90家国内高校和
48家科研机构发布项目指南，通过开展产
学研用合作，提升了航空工业基础研究和
前沿技术研究能力。

在体制机制上，推进管理模式和体制

机制创新，全方位适应军民融合发展需
要。一是推动科研院所改革，进一步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二是试点推进股权开放，启
动了一批向全社会开放股权结构的改革试
点；三是设立产业基金并推动企业上市，目
前航空工业共有28家上市公司，资产证券
化率已超过66%；四是探索激励机制改革，
通过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非上市公司分红
权激励、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
等形式，更好地吸引、保留和激励核心骨干
人才，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五是优化
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创新提出“建清单、选
方式、定比例、做转化、兑奖酬”五步实施
法，促进和规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进入新时代，航空工业将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推进军民融
合，以此引领中国航空工业全面深化改
革，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航空强国
不懈奋斗。

开创新时代军民融合新局面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谭瑞松

航空工业：

强筋壮骨 遨游苍穹

20112011 年年 99 月月 22 日日，，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
大型民用直升机大型民用直升机 ACAC313313 在青海共和机场成功在青海共和机场成功
飞到海拔飞到海拔80008000米的高度米的高度，，创造了国产直升机高创造了国产直升机高
原试飞最高升限新纪录原试飞最高升限新纪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19991999年年1010月月11日日，，在建国在建国5050周年庆周年庆
典阅兵式上典阅兵式上，，航空工业研制的空中加油航空工业研制的空中加油
机机、、““中国飞豹中国飞豹””等等55种机型种机型、、2727架飞机飞架飞机飞
过天安门上空过天安门上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19791979年年，，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
司成立之初司成立之初，，原中航技总公司总经理原中航技总公司总经理
刘刘国民国民（（前排中间前排中间））率团赴埃及签署中率团赴埃及签署中
国军贸首单国军贸首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2424日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AG600600在珠海金湾机场完成陆上首飞在珠海金湾机场完成陆上首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瑾瑾摄摄

20172017年年22月月2727日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国自主研制的
新型长航时侦察打击一体型多用途无人新型长航时侦察打击一体型多用途无人
机系统机系统——““翼龙翼龙””ⅡⅡ无人机成功首飞无人机成功首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瑾瑾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