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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重器扎堆亮相珠海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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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博华景项目地块一出让部分地上附属物补偿明细表
现将万博华景项目地块一出让部分征收回民区攸攸板镇攸攸板村委会集体土地所涉及的地上附属物补

偿公式如下，如有异议请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联系，联系电话：5295706
名称
直径3-5cm果树
直径30cm以上杨、柳榆树
新植树
机井120米深2眼
坟
低压灌溉
青苗补偿费
45.977亩小计

数量
225
93
2759
240
67
400
45.977

单价
50
100
30
1000
1000
200
2700

补偿金额（元）
11,250.00
9,300.00
82,760.00
240,000.00
67,000.00
80,000.00
124,140.00
614,450.00

序号
1
2
3
4
5
6
7

呼和浩特市通宝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5日，将以下7笔债权全部转让给包瑷琪。特此公
告。

1.敖文政（合同编号：委2013B借109-DY819J-01）
2.敖文政（合同编号：2013B借026-BZ603J-01）
3.金学工（合同编号：2013B借025-BZ603J-01）
4.赵旭（合同编号：2013B借027-BZ603J-01）
5.蔚芝（合同编号：借委2012-08-28-07）
6.鄂尔多斯市中宝龙元煤炭储运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编号：委2015B借087-BZ221J-01）
7.鄂尔多斯市中宝龙元煤炭储运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编号：委2015B借097-BZ327J-01）

敖文政等7笔贷款债权转让公告

歼10B推力矢量验证
机惊艳亮相、歼20战机编
队飞行、新一代运载火箭
家族首次集体亮相、高速
飞行列车初露真容……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
天航空博览会（珠海航展）
正在广东珠海举办。经过
20多年努力，珠海航展成
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空
航天类专业展会之一，为
推动世界航空航天科技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航空
航天大国如何强起来？核
心技术如何更好实现自主
可控？

聚焦本届航展，探访
大国重器“扎堆”亮相背后
的“必然”。

开启大防务时代

湛蓝的天空中，我国
自主研制的歼10B推力矢
量验证机拖着彩烟，表演
了“榔头”机动、“大迎角
360度滚转”“落叶飘”“眼
镜蛇”等一连串典型过失
速机动飞行动作。这标志
着我国成功实现了推力矢
量这一航空关键领域的创
新突破。

“本届航展，我们的参
展展品达到134项，其中37
项是首次亮相。特别是‘长
空亮剑’的国之重器展区，
集中展示了制空、打击、预
警、信息、投送等全要素高
度融合的空中作战体系和

‘从三代到四代、从有人到

无人、从空基到全域’的跨
越发展能力。”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周国强
说。

首次亮相和全套体系
并存，在本届航展成为一
个普遍现象。

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领
域的一次航展，实现了“陆
海空天电”领域的中外企
业首次聚首。“没想到我们
也有机会参加珠海航展。”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部
主任李彦庆说，这家全球
知名的船舶制造企业今年
第一次参展，琳琅满目的
各类展品不仅展示了企业
的最新成果，也填补了珠
海航展版图的最后一块空
白。

创下规模之最的，还
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和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作为

“天”的代表之一，航天科
工展出了防空、海防、对地
打击、无人作战、预警监视
安防、商业航天和指挥通
信与支援保障七大体系的
近百项产品，参展规模为
历届之最；作为“陆”的代
表之一，兵器工业推出装
甲突击、火力打击、防空反
导、智能弹药等领域一系
列新产品及成体系成建制
武器系统和解决方案，体
现出我国陆军外贸武器装
备的高水平。

这也是迄今为止不同
类别产品最丰富的一次

“全谱系”航展。以“电”领

域为例，从巨大的价值数
亿元、可以探测数百公里
的大型相控阵雷达，到小
巧玲珑、可以随手携带的
安防设备，再到小得“看不
清的”系列芯片……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向全球市场
展示了覆盖多个技术领域
的400余项尖端信息化产
品和解决方案，构建了一
张无所不包的“智慧之
网”。

这也是富有国际合作
色彩的全球性、全参与的
航展。不仅有国有大型企
业参与，也有大批民营企
业参与；不仅有军转民的
高精尖产品，也有带来新
鲜血液和灵活机制的军民
融合产品；不仅有中国企
业，还有数以百计的外国
企业，特别是波音、普惠等
40多家美国企业参展，多
个欧洲国家的企业和院校
在航展上宣布一系列和中
国的深度研发和培训合作
计划，充分体现了世界各
国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20”成为发展代名词

本届航展，和歼10B推
力矢量验证机一起备受瞩
目的，还有首次编队飞行
的歼20战机。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副总经理杨伟说，

“20”不仅是一个机型的代
名词，更是中国航空工业
跨越式发展的代名词。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

际，中国的“大国重器”面
向全球市场，举行了史上
最全的一次“集体亮相”，
在众多参展企业看来，这
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董
事长熊群力说，能够拿出
适合全球不同需求、不同
层次、不同领域的高科技
电子信息产品，得益于改
革开放引领企业“厚积薄
发”。

“正是在改革开放的
推动下，航空工业集团实
现了从传统国企向现代公
司的跨越，实现了航空工
业从以军为主到军民融合
的跨越，实现了航空工业
从国内企业到跨国公司的
跨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副总经理陈元先说。

“将大国重器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里”“开放发展
与自主创新”———这是航
展上中国参展企业最经常
提及的高频词和关键词。

“航空工业也在走一
条自主创新之路，但是自
主创新不意味着封闭，还
是一种开放、协同以及资
源的整合与包容，我们通
过整合不同国家的资源优
势，在创新上实现更好的
发展。”陈元先说。

走独立自主创新之路

人类自古就对天空充
满向往，中华民族世代传
递着飞天的梦想。面向未

来，中国的航空航天科技
发展将为人类带来更多福
祉。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
关键核心技术等领域的短
板仍然不容小觑，必须集
中优势资源、加快攻关。

“核心技术买不来、要
不来、等不来，‘卡脖子’的
短板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要
走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
独立自主创新之路。”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
立功表示，通过航展，大家
进一步了解了我们在最尖
端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的
进展与突破，让世界能够
更加理性、全面地看待开
放的中国，也更加敞开胸
怀与我们交流合作，这将
最终让我们加速迈过核心
技术“关键坎”。

让国产大飞机早日冲
上云霄，曾是无数中国航
空人的梦想。由于历史原
因，中国曾一度被讽刺为

“没有翅膀的雄鹰”。此次
航展上，先后首飞成功并
逐渐羽翼丰满的国产大飞
机“三兄弟”运20、C919、
AG600再度同台亮相。继它
们之后，CR929宽体客机、
通用型运输机运20F100又
进一步揭开神秘面纱。未
来，人类的蓝天舞台上，将
有更多国产大飞机的身
影。

“事实证明，‘造不如
买、买不如租’的思想只会
阻碍我们前进的脚步。”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民机部项

目办主任冷毅勋说。
不久前，在湖北荆门

成功完成水上首飞的国产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
再次回到“老家珠海”，在
它的主场完成了荣归首
秀。这架被称为“争气机”
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其
几乎所有部件均实现国
产，是名副其实的自主研
制。

不论是其装配的国产
涡桨6发动机还是先进的
气水动布局、世界最高的
飞机起落架……“AG600的
研制成功，再一次证明了
走独立自主路线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我们在独立自
主研发之路上，决不能‘翻
烧饼’般老是翻来覆去，要
有持之以恒的信念和决
心。”冷毅勋说。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
本届珠海航展上，在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的展厅内，
一幅巨幕天顶屏幕上反复
播放着新中国刚成立时的
场景：飞机编队从天安门
上空飞过、接受检阅，但没
有一架是我们自己造的。

从一架国产战机都没
有，到如今两型四代、20系
列、国产大飞机家族等一
系列全国产明星机型携手
亮相珠海航展，中国航空
工业走过了近70年的风雨
无阻的奋进之路。

中国航空航天科技从
无到有、从有到强，筚路蓝
缕但未来可期。

文/新华社记者 陈 芳 王 攀 胡 喆 荆淮侨

“红鹰”飞行表演队在进行飞行表演

摄影/新华社记者 李 刚

装甲突击装备动态展示

摄影/新华社记者 徐金鹏

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亮相

摄影/新华社记者 邓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