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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明传电报 
               签批盖章 刘鲁颂   

等级  加急 局发明电〔2018〕2626 号

 

关于征集《鲲鹏展翅 远举高飞——中国民航 

改革开放 40 年（暂定名）》稿件的通知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运输（通用）航空、服务保障公司，各机

场公司，局属各单位：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隆重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按照《民航局关于印发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活动方案的通知》（民航发〔2018〕54 号）要求，

拟编纂出版《鲲鹏展翅 远举高飞——中国民航改革开放 40 年（暂

定名）》一书。现就征集稿件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民航事业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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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辉煌成就，讲好民航故事，总结成功经验，弘扬当代民航精神，

团结引导民航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

开放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改革开放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为实现民航高质量发展，早日实现民航强国宏伟

目标不懈奋斗。 

二、 主要内容 

经初步研究，该书内容约 100 万字左右，分上、下两册，共

分 12 篇（具体见附件 1）。主要记录、收录改革开放 40 年来民航

局党组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大转折点和全行业各单位、各部门的

重点工作、重要活动、重大成就等。 

三、征稿要求 

1. 围绕主题，突出重点。 

各单位、各部门要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主题，从本单

位、本部门的特点、工作实际出发，认真梳理改革开放 40 年来本

单位、本部门在民航行业、所在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的改革特点、

工作亮点、发展成就，从一个角度切入，研究、确定文稿题目，

从而反映、展示、凸显本单位、本部门的特色、亮点，突出改革

开放发展历程的独特性、创新性、代表性，增强启发性、可读性，

避免千篇一律，避免简单地写成工作回顾、工作总结（附河南机

场集团稿件初步提纲，供各单位参考，见附件 2）。 

2. 语言精练，内容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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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确定后，要重点阐述本单位、本部门在深化改革、促进

发展方面的工作举措、工作成效、成功经验、典型案例。要言之

有据、言简意赅、表述严谨、逻辑清晰，不讲大话、空话、套话，

减少铺陈、重复，避免面面俱到，尽量体现一定的高度、深度和

闪光点，确保文稿质量。 

除文字稿外，请各单位、各部门配发相关的图表、数据和一

定数量的图片、照片，力求图文并茂。照片原则上为 5-10 张，像

素不低于 300dpi，并配简洁、准确的文字说明。 

3. 高度重视，及时报送。 

各单位、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改革开放 40 周年庆祝活动的重大

意义，加强组织领导，予以高度重视，组织专班或安排专人，负

责此项工作，并请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将主

办部门及联络人回执（见附件 3）、稿件大纲报送民航局综合司，

于 10 月 20 日前报送文稿的成稿（电子邮件以“单位名称+题目”

命名）。 

联系人：段志飞  电话：010-64091273、18910060880 

孟祥喜  电话：010-64091232、15811171107 

E—mail：mhggkf@126.com 

 

附件：1.《鲲鹏展翅 远举高飞——中国民航改革开放 40 年

（暂定名）》编目 

  2.稿件大纲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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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办部门及联络人回执 

                                                            

民航局综合司  

2018 年 9 月 26 日  

 

 

 

 

 

 

 

 

 

 

 

 

 

 

抄送：局领导，总工程师、安全总监。 

西藏区局，各监管局（运行办），各地区空管局，航空运输

协会、民用机场协会、民航科普基金会、航联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局机关各部门。 

承办单位：民航局综合司 电话：010-6409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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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鲲鹏展翅 远举高飞 

——中国民航改革开放 40 年（暂定名）》编目 
（初步） 

  

经初步研究，本书内容约 100 万字左右，共分上、下两册。

主要编目包括： 

一、序 

拟请民航局主要领导作序。 

二、民航改革发展综述 

约 15000 字左右，由民航局综合司拟稿。 

三、领导访谈篇 

专访部分现任、历任民航（总）局领导。由中国民航报社负责。 

四、行政管理篇 

收录单位：民航局机关 16 个司局。 

文稿要求：每篇稿件 6000 字左右、配图 4-6 张。 

五、安全监管篇 

收录单位：民航各地区管理局、部分监管局（运行办），约 15 家。 

文稿要求：地区管理局每篇稿件 6000 字左右、配图 6-8 张，

监管局（运行办）3000 字左右、配图 3-5 张。 

六、运输航空篇 

收录单位：各航空运输企业，约 4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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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要求：中航集团、东航集团、南航集团、海航集团的文

稿原则上 10000 字左右、配图 8-10 张，其他航空公司 5000 字左右、

配图 4-6 张。 

七、通用航空篇 

收录单位：各通用航空公司，约 30 家。 

文稿要求：每篇稿件原则上 3000 字左右、配图 3-5 张。 

八、机场篇 

收录单位：各省（区、市）机场（管理）集团公司，约 35 家。

（不属于所在省（区、市）机场集团管理的机场，另行报送。） 

文稿要求：首都机场集团文稿原则上 10000 字左右、配图 8-10

张，其他机场 5000 字左右、配图 3-5 张。 

九、服务保障篇 

收录单位：三大服务保障企业，民航局空管局及地区空管局、

区域管制中心，约 18 家。 

字数要求：三大服务保障企业文稿原则上 6000 字左右、配图

6-8 张，民航局空管局文稿 10000 字左右、配图 8-10 张，其他单

位不超过 4000 字、配图 3-5 张。 

十、科教篇 

收录单位：民航科研院所、院校，约 7 家。 

文稿要求：每篇稿件原则上 5000 字左右、配图 6-8 张。 

十一、综合篇 

收录单位：民航局直属企事业单位，各协会、科普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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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5 家。 

文稿要求：局属企事业单位稿件原则上 5000 字左右、配图 4-6

张，协会、科普基金会原则上 3000 字左右、配图 3-5 张。 

十二、重大事件 

改革开放 40 年民航 40 件大事简介。（由民航局档案馆负责） 

字数要求：10000 字左右，配图 120 张左右。 

 

此外，各地区管理局如认为辖区内的其他组织、机构（如：

民营企业、院校等）有必要收录入册，可择优推荐，并通知其及

时组稿、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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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纲样例 

 

打造郑州模式  创造郑州速度 

奋力实现航空运输业务持续高速发展 

（参考版） 

 

改革开放四十年，河南民航人始终怀揣梦想、接力奋斗，推

动郑州航空枢纽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飞

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机场集团迎着新时代的开放大

潮，聚焦融入“一带一路”“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要求，在全国率先实

施“货运为先、国际为先、以干为先”发展战略，在激烈竞争中成

功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子。 

一、货运创造“郑州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州机

场货物集疏规模迅猛增长，被航空业界誉为“郑州路径”的新发

展模式初显成效。2012-2017 年，郑州机场货运吞吐量呈现出井喷

式发展，由 15.12 万吨增长到 50.27 万吨，年均增速达到 27%，行

业位次由全国第 15 位跃居至第 7 位。 

（一）构建辐射全球的航空网络。 

（二）打造便捷高效的通关体系。 

（三）对标国际一流机场，全面提升综合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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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运由中部的“跟跑者”变为“领跑者”。党的十八大

以来，郑州机场运营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基地建设和运力引进不

断加强，客运航线网络持续优化，由跟跑型机场逐步逐步成为领

跑型机场。2012-2017 年，旅客吞吐量由 1167.36 万人次增长到 2430

万人次，年均增速达到 16%；行业位次由第 18 位跃居至全国第 13

位。客货运首次实现中部地区“双第一”。 

（一）加密加厚客运航线网络。 

（二）不断加强基地建设和过夜运力引进。 

（三）持续拓展中转运输规模。 

三、对地方经济带动作用逐步突显。在实现枢纽建设目标的

同时，郑州机场充分发挥航空物流对枢纽经济的引擎作用，不断

延伸和完善物流链、产业链，有力带动了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

蓬勃发展。2017 年郑州机场保障进出口货值占河南总货值的 40%，

作为河南对外开放的通道和平台作用日益彰显。 

（一）不断增强货源集疏能力。 

（二）大力发展新兴业态。 

（三）积极引进大型物流集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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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鲲鹏展翅 远举高飞——中国民航改革开放 40 年（暂定名）》 

各单位主办部门及联系人回执 

 

单 位：                   （填写全称） 

 

主办部门  

办公电话  主办部门

负 责 人 
 

手  机  

办公电话  

手  机  

微  信  
联系人  

E—mail  

注： 

    请各单位、各部门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16：00 前将此《回执》以电子

邮件形式报送民航局综合司。 

联系人：段志飞    电话：010-64091273、189 1006 0880 

                  微信：189 1006 0880 

孟祥喜    电话：010-64091232、158 1117 1107 

          微信：158 1117 1107 

E—mail：mhggkf@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