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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6年首届航展以来，中国航展已逐步发展为集贸易性、专业

性、观赏性为一体，代表我国航空航天科技和武器装备研制高水平的盛

会。本届航展上不仅有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精、尖展品参展，还有来

自多个国家的飞行表演队为观众们献上视觉盛宴

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前沿科技成果扎堆亮相——

蓝 天 盛 会 再 起 航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晴空万里，秋风和煦。11月6日，为
期6天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
览会在广东省珠海市开幕。

在航展中心宽阔的停机坪上，歼
10B、运 20、空警 500、ARJ21 先进支线
客机、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等明星飞机次第排列，引人驻
足。来自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770 家展
商集中亮相，参展产品结构首次实现

“陆、海、空、天、电”全领域覆盖。

展览规模创出新高

在本届航展 770 家参展商中，国际
展商约占45%。展览规模也创下历史新
高：室内展览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米，比
上届增长 22％，并增设了第 10 号馆；室
外展览面积近40万平方米，参展的国内
外各型飞机超过140架。

展区内，我国空军、陆军同台“秀
技”，国内10大军工企业首次联袂登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以“新时代、新作
为，铸建航空强国”为参展主题，参展展
品共计134项，其中37项首次亮相，占比
28%。备受瞩目的歼20飞机首次公开编
队飞行展示；列装空军后的运20再次公
开亮相并进行飞行展示；此前刚刚在湖
北完成水上首飞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
水陆两栖飞机AG600也作了静态展示。

此外，航空工业的“新舟”700、
AC 系列直升机、FTC-2000G、歼-
10、直 10、空警 500、空警 200、运
9、“翼龙”I、“翼龙”II等众多明星机
型也悉数亮相航展。

开幕式后，在中国商飞公司与俄罗
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UAC）联合
展示的CR929远程宽体客机样机前，排
队等待进入机舱观看的人络绎不绝。这
是 CR929 远程宽体客机 1∶1 展示样机
首次在国际航展上展出，同时也是中俄
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首次以
CR929 远程宽体客机项目的实施主体

参加珠海航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新一代运载火

箭家族等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
“高、精、尖”展品集体亮相，全面展
现我国在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领域的突
破性成就。

本届航展，国际展览规模继续扩
大。波音、空客等世界知名航空航天企
业悉数亮相，特别是世界“百强”航空航
天企业参展比例有较大幅度提高。美
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意大利、乌克
兰、捷克、荷兰等传统欧美国家展团继续
参展，德国、英国展团强势回归，白俄罗
斯首次组织国家展团参展，“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参展比例也大幅提升。

中外合作的航空航天企业也频频亮
相，彰显了我国航空业与国际企业融合
并进的开放与包容。北京天骄航空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及旗下重庆天骄航空动力
有限公司（统称天骄航空）与乌克兰马达
西奇公司继上届参展后，再次联合参
展。双方展出了 4 款航空发动机，涉及
涡轴、涡桨、涡扇等系列，均为首次在珠
海航展展示。在以发动机涡轮结构为造
型的联合展台上，双方展现了合作的业
务体系、发展规划及中乌航空动力合
作项目。这标志着双方在航空发动机领
域的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尖端科技引人瞩目

在本届航展上，参展展品取得了重
大突破，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高、
精、尖”展品前来参展，特别是国内参展
企业的展品结构、档次、质量均进一步优
化。如，运-20、运-9、轰-6K、空警-
500、歼-10B、歼轰-7A、直-10K、直-
19 等空军现役机型悉数亮相。FTC-
2000G、“枭龙”等外贸机型也一展雄
姿。

最为令人期待的是歼-20隐身战斗
机。在本届航展上，4 架歼-20 隐身战
斗机编队的表演成为展现空军力量、传

递强军自信的名片。
备受期待的还有歼-10TVC（矢量

技术验证机）战斗机的亮相。这是中国
首次装有矢量发动机的战机飞行表演。
同时，歼-10TVC 也不负众望，精彩的
表演让现场观众直呼过瘾。

除有人战机外，无人机也是历届珠
海航展上备受关注的亮点之一。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 11 院派出彩虹无人机家族
参展团，除彩虹-4 和新一代彩虹-5 察
打一体无人机亮相外，大型飞翼布局高
空高速隐身无人机和倾转旋翼无人机等
全新机型首次以实机参展，吸引了国内
外航空专家的目光。

本届珠海航展上还展示了大量高性
能运载火箭、导弹、雷达、电子设备等航
空航天技术产品。其中，新一代运载火
箭家族首次集体亮相，新一代载人火箭、
新一代载人飞船、重型运载火箭、空间站
核心舱、嫦娥四号探测器与“鹊桥”中继
星、大推力泵后摆液氧煤油发动机等均
为首次展出。此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60余部大型实装产品、400 余个前沿产
品也将亮相，多维度展示覆盖“海、陆、
空、天、电”全领域的尖端信息化产品。

“陆空一体”格局成型

惊艳的飞行表演是历届航展的重头
戏。在本届航展上，空军“八一”飞行表演
队和首次亮相的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
行表演队作了多场特技飞行表演，与外国
飞行表演队在珠海上空共舞蓝天。

在本届航展上，空军新型战机和一

批现役主战装备全新亮相，集中展示空
军在改革开放、改革强军中取得的新成
就。其中，歼-20 战机在本届航展上以
新涂装、新编队、新姿态飞行展示。携手
歼-20 而来的，还有空军飞行员驾驶的
运-20战机。运-20是我国依靠自己力
量研制的一种大型、多用途运输机，可在
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
长距离航空运输任务。

今年，是国产三代机歼-10首飞 20
周年，这也是列装歼-10表演机以来，八
一飞行表演队第5次献技中国航展。据
该队队长曹振忠大校介绍，他们特意为
本次航展创作了“六机分组开花”及“四
机编队横滚”两项全新表演动作，意在奉
献一场更为精彩的蓝天盛宴。

此外，随着地面装备动态演示区规
模的扩大，本届航展地面装备动态演示
内容更加丰富。中国兵器、中国兵装以
及东风、北汽等“民参军”企业的40个型
号装备，陆续开展爬纵坡、涉水池、蛇形
机动等项目表演。同时，在以上项目表
演的基础上，融入武器射击、基本战术等
课目的训练场景演示，空中飞行表演和
地面动态演示交相辉映，为现场观众带
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

随着中国航展规模不断扩大，展品
结构不断优化，商贸功能不断提升，中国
航展促进军贸发展，服务国家政治经济
外交军事大局的能力和作用进一步凸
显。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航展吸引了来
自 60 多个国家的近 200 多个军政贸易
代表团和超过13万专业人士参观，一大
批合同和协议将在航展期间签订。

作为广东省唯一的航空产业专属经
济园区，珠海航空产业园历经 10 年磨
砺，不断开拓进取，逐步发展为在国内
外航空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较强竞争
力、集产学研于一体的航空制造业基
地，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 （航空产
业） 示范基地”。依托珠海航空产业
园，珠海市成为“航空产业国家高技术
产业基地”“国家通用航空固定运营基
地发展示范区”及首批“国家通用航空
产业综合示范区”。

从珠海大道向西沿海岸线，航空产
业已在金湾区崛起。珠海市金湾区委书
记阳化冰说，这 10 年珠海在航空产业
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无论是生产制
造类还是航空服务类项目都逐年增长。

珠海航空产业园在探索空域改革，
助力航空产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积极争取并实施了多项试点，成为
创新的“试验田”：在2014年建成了我
国首个由地方政府投资兴建的通航飞行
服务站，提供从计划、情报、气象到救
援等一揽子飞行服务，成为实践低空改
革具有标志性的创新举措。截至 2017
年底，共受理飞行计划申报 974 架次，
其中金湾本场飞行675架次，转场飞行
108架次，固定空域 191架次；同年开
通了我国首条低空飞行航线 （珠海—阳
江—罗定），被业界认为是中国空域改
革4年来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成为我国
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重大突破。

10 年来，航空产业园一直致力于
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核心发展战略，积极
搭建创新平台，支持创新要素向市场主
体聚集，鼓励龙头企业吸纳全球创新资
源。阳化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目前珠

海航空产业园以广东省科学院航空航天
装备所、中航通飞研究院等为依托，搭
建了政产学研公共创新平台；依托中航
通飞的试验试飞条件，构建了企企合作
的验证试飞平台；同时，依托珠海航
展，搭建了贸易交流、政策创新和军民
融合平台，形成开放共享的通用航空创
新创业发展支撑体系。

珠海航空产业园以龙头引领航空制
造业，初步形成通用航空产业链。通用
航空产业为龙头的中航通飞，在园区建
设了“一总部、两中心、三基地”，形
成了集市场营销、研发、制造、试飞交
付、运营服务为一体的通用航空全产业
发展体系平台。

珠海雁洲轻型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研
制的“王子”2座轻型运动型教练机已
获得 FAA 的适航证，珠海航太科技公

司、珠海海卫科技公司等一批整机企业
已建成投产。产业园还积极抢抓无人机
产业发展机遇。隆华无人机公司、佰家
科技、羽人农业航空等主要从事无人航
空器整机系统及零部件研发、制造企业
发展情况良好，其中羽人航空于 2016
年入选首批广东省机器人骨干企业。航
空发动机维修能力跻身亚洲前列。珠海
摩天宇航空发动机维修公司拥有覆盖民
航发动机 80%的维修能力，为国内规
模最大、维修等级最高的民用航空发动
机维修基地，是亚太地区最具竞争力的
航空发动机维修企业；航空配套企业逐
步增多。珠海先后引进了航天科工 （深
圳） 集团、武汉航特装备、哈尔滨广联
通航、民航校飞中心等项目，配套企业
不断增多，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通航
产业链。

珠海航空产业园：

搭建通用航空创新平台
本报记者 李茹萍

日前，农业农村部在河北邯郸举行全国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观摩交流活动。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
德表示，2017年原农业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
民银行等部门下发了促进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8 年初，联合原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中国农业银
行开展产业化联合体支持政策创新试点。一年来，联合体
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初步构建了政策支持体系、利益分享机
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实现了1+1+1＞3的聚变效应。

不同于传统的“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近
年兴起的一种农业产业化新模式，是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
农业经营组织联盟。联合体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
衔接上发挥引领作用，使得龙头企业专心搞市场、家庭农场
专心搞生产、合作社专心搞服务，让小农户的微力量聚合成
发展产业的大动能。

在试点中，各地积极创新组织方式，培育了一批带农作
用突出、综合竞争力强的产业化联合体。7 个试点省份及
其他一些省份都制定了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实施意见，明
确了产业化联合体示范创建的评定标准和支持政策。内蒙
古、陕西、江西等省（区）把促进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纳入绩效
考核内容。江苏省选取了基础较好的南京、无锡等六个市
作为试点，每市择优选取一家联合体开展机制创新探索。

在产业化联合体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自然灾害、违约
失信等各类经营风险。在试点中，各地从法律规范、资金保
障、道德约束等多种途径，探索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风险防范
机制。目前，多数省级示范联合体都设立了风险保证金，有
的是“政府出资+产业化联合体出资”，有的是完全由产业
化联合体出资。内蒙古、海南省分别安排专项资金 4000
万元、1000万元用于开展利益联结风险补偿、担保。

河北邯郸通过签订生产服务合同，联合体成员之间确
立了农产品收购、生产资料供应及农机农技服务的合作关
系，有效避免了“单打独斗”的市场风险。

“联合体成立之前，公司尝试建立自己的肉鸡生产基
地，从选址建鸡舍到物色管理人员，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但
规模难以扩大，效益不好。”江西崇仁麻鸡产业化联合体理
事长、国品麻鸡公司负责人周云经说，今年3月份联合体成
立，由国品公司牵头，联合2家麻鸡产业企业、3家麻鸡合作
社、27户家庭农场、2家社会化专业服务组织抱团发展。通
过半年运作，产品订单成倍增加，半年销售崇仁麻鸡 2500
万羽，增加销售收入5.2亿元。

曾衍德表示，产业化联合体的特点是优势互补、紧密联
结。通过签订合同、制定章程，龙头企业负责标准制定、原材
料供应、精深加工、市场开拓、品牌培育等，合作社负责组织
农户生产、技术指导监督、生产性服务，家庭农场主要负责农
业生产、精耕细作。各类主体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协同发展。

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在珠海航展首次亮相。这是空间站核心舱首次以1：1实物

形式，作为工艺验证舱出现在公众面前。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八一飞行表演队在飞行表演。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聚变效应日益凸显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让1+1+1＞3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报北京11月8日讯 记者王轶辰从中国铁路总公
司获悉：自11月11日至20日，铁路部门将充分发挥高铁成
网优势，科学配置动车组预留车厢、高铁确认车、普速列车
行李车等多种运力资源，扩大“高铁极速达”服务范围，推出
行李车冷链快递、高铁运输农产品等新服务，积极投身电商
黄金周运输。

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电商黄金周铁路总
体运力资源投放创历年新高，日均综合运用高铁载客动车
组700列、预留车厢的高铁载客动车组132列、高铁确认列
车 20 列、普速旅客列车行李车 350 列、特快货物班列 4
列。围绕电商物流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多种运输服务。
同时，对速度快、运行稳、品质优且市场反响良好的“高铁极
速达”产品，完成第 11 次扩网，开通运营线路达到 431 条，
覆盖58个大中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铁路部门将首次推出铁路冷链快递新
服务。今后，高附加值、小批量、多频次的冷链货物，可利用
行李车有源冷柜和无源蓄冷箱，在北京至上海、北京至成都
间实现冷链快递。江西赣南贫困地区的脐橙和丹东草莓、
威海牡蛎、山西苹果等电商农产品，将通过高铁运输，快速
送达消费者。

“高铁极速达”通达58城市
将推出铁路冷链快递服务

我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在“今日头

条”上发布了时长 1 分 09 秒的短视频，在

视频中篡改了《囚歌》的内容。该视频损害

了叶挺烈士的名誉，引发了舆论关注，造成

了一定社会影响，不仅给叶挺烈士近亲属造

成了精神痛苦，也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

历史感情，对此我们深感内疚和悔恨。我公

司现向叶挺烈士近亲属及社会公众致以最诚

挚的歉意，承诺在今后的网络创作中定当尊

重历史、弘扬正气，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的监

督指正。

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道歉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