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鹰”飞行表演队在航展现场进行飞行表演。 航展上展示的云影无人机。智能机器人“飞飞”在空军展台与观众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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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11月11日电（记者荆淮
侨 孙少龙）第12届中国航空航天国际博
览会11日下午闭幕，航展上签订了逾569
个项目价值超过212亿美元的各种合同、
协议及合作意向，成交了239架各种型号
的飞机。

中国航展组委会11日发布信息显示，

在为期6天的展会里，共有来自43个国家
和地区的770家厂商参展，还有近200个
军政贸易代表团参观，专业观众近15万人
次，普通观众约30万人次。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
积超过10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近40
万平方米，参展的国内外各型飞机146架。

在参展商中，国外展商数量达350家，
比上届增加了 30 家，境外展商比例为
45%。包括波音、空客在内的大飞机制造

厂商，以及公务及直升机厂商、航空发动机
厂商和航空系统集成厂商齐聚珠海航展，
实现了航空产业链全覆盖。

航展期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与乌鲁木齐航空、浦银租赁公司进行2
项合作项目签约，金额达134亿元人民
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气
象局、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航天五院等
多个单位进行32个项目签约，金额达452
亿元人民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与江西赣州、南京软件园、外国客户累计签
约合作项目500多个，金额达424亿元人
民币，签约项目涉及高速飞行列车、反无人
机、军民融合、智慧产业等多个领域。

珠海航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作德
说，借着港珠澳大桥开通，依托连接港澳
的优势，未来珠海航展可以整合三地会
展资源，做到“一展三地，一会多站”，促
进国际买家要素、买家资源集聚，发挥港
澳的重要作用。

新华社广州 11 月 11 日电
（记者黄书波 于晓泉）“庆祝人民
空军成立69周年记者见面会”11
日在珠海举行，中国空军在会上
公布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空军路
线图。

中国空军副司令员徐安祥
中将说，中国空军现代化建设

按照三步走战略设计和展开，
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目标
一致。

第一步，到2020年基本跨入
战略空军门槛，初步搭建起“空天
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空军架
构，构建以四代装备为骨干、三
代装备为主体的武器装备体

系，不断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
体系作战能力。

第二步，在实现 2020 年目
标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全
新的空军军事力量体系，推进空
军战略能力大幅提升；再用一段
时间，全面实现空军军事理论、
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

现代化，基本完成空军战略转
型，到 2035 年初步建成现代化
战略空军，具备更高层次的战略
能力。

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战略空军，成为总
体实力能够支撑大国地位和民族
复兴的强大空天力量。

航展落幕 梦想起飞

中国空军公布
建设强大现代化空军路线图

签订逾569个项目

超过212亿美元合同协议

成交 239架各型号飞机

全新涂装的歼－20
战机在闭幕式上展雄姿。

航展上展示的
轰-6K（左）、运-20
（中）和运-9。

11月11日，第12届中国航展
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飞行表演
的现场依旧人头攒动，不少观众早
早来到现场，为的就是占住一个绝
佳的观演位置。

“快看，来了！”每当飞机进入观
众的视野，人群中就会发出这样的欢
呼。随之而来的，是一双双凝视着天

空的眼睛，和一阵阵默契的掌声。
李明亮是一名空军前飞行员，

如今已经转业的他，趁着周末休息
的时间来到了航展现场。“虽然一
直在和飞机打交道，但还是第一次
到现场来看航展。”李明亮说。

聊到飞行表演中最让他激动的
演出，李明亮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如
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起了各种飞机
的特点、表演上的细节等等。“这次航
展我看到了国家的装备自信。”

“以前在天上飞，现在在地上
看，虽然角色变了，但心中的激动
仍然难以自制。”李明亮说，每次飞
机在天空中做出一个动作，观众爆
发出阵阵欢呼声的时候，他总是难
掩激动。“遗憾的是，没能开上歼-
10B、歼-20，打从心底里羡慕天上
的这些兄弟们。”

转业后李明亮成为一名民航

飞机驾驶员，但他觉得，现在开飞
机更多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完成自
己的工作。“驾驶着我们国家的战
机翱翔在天空中，是实现人生价值
的一种方式。”

这么想的，不止有李明亮。在
展馆内的中国空军招飞展台上，摩
肩接踵的人群传递着无数青少年
对天空的向往。

刘燚今年12岁，平头短发让他
显得格外精神。今天，他和父母一起
来到了航展现场。记者来到时，刘燚
正在招飞展台前踮起脚向里张望。

“上午看了飞行员叔叔们的表
演，感觉特别帅，我最喜欢的就是
歼-10B！”刘燚说。据刘燚的父亲介
绍，孩子从小就对这方面感兴趣，今
天看了航展，更是激动得无以复加。

“我想到北京去，上航空航天
大学！”刘燚兴奋地说。

“震撼、激动、自豪……”在被
问到观看航展的感受时，几乎所有
的受访观众都有着类似的表达。
来自河北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今
天6点多就出发来看航展，准备待
到17点闭馆再走。

“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深感
自豪！”一边说，李先生一边给记者
看他转发在朋友圈里的关于航展
的内容。

航展进入最后一天，但观众们
的热情依旧不减。据珠海航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周作德介绍，在为期
3天的公众开放日里，门票销售接
近24万张，参观人数预计30万至
35万人次。

两年一届，航展即将落幕，但
对于无数心怀家国情怀和蓝天理
想的人们来说，梦想才刚刚开始。

（新华社广州11月11日电）

军事专家王明亮：

从中国航展看
未来智能化战争

“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深化发
展，信息化战争呈现出向智能化战争转
变的新趋势，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在第
十二届中国航展上，军事专家王明亮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航展展示了
对未来高新技术特别是智能化战争武
器进行的探索。

王明亮表示，智能化战争是以智能化
决策系统为核心，以新型信息网络为依
托，以传统能量武器、高能武器、新能武
器实施的战争形态。“其中，高能武器指

‘高超声速’，即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的武器。新能武器则指新概念武器，
即激光武器、动能武器等，将彻底改变
交战规则。”

王明亮进一步说，智能化战争的作
战方式将是分布式作战。“即以智能化决
策系统为核心，由大中小微、有人与无
人相结合、隐身与非隐身相结合的武
器，组成群族，分散部署，集中能量实施
的作战。本届航展上，各种体量的无人
机及无人作战车辆井喷式亮相，虽然没
有展示投放平台，但以运－20为代表的
众多战机未来都可以作为投放无人武器
的平台。”

公开资料显示，国外关于智能化系
统研究主要采取军民融合方式，军方提
供高精度的作战行动基本模型，民企利
用算法将军事模型制作成自主决策、自
主控制系统。这次航展上，我国军工企
业推出智能化作战任务系统，进行了概
念上的探索，部分民企也推出了包括飞
行控制、航空管制、加工制造等在内的
智能化技术。

“非常明显，中国航展再一次竖起
了智能化的方向标，未来的航展上，我
们一定会看到自己国家的智能化空天
海陆武器装备系统，为打赢未来智能化
战争打下坚实基础。”王明亮说。

(据新华社广州11月11日电)

专家点评

珠海航展完美收官
本版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69年筚路蓝缕，40年跨越发展。
就公众关心的中国空军装备建设发展，空军

副参谋长赵鹏敏、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宫继宏、空军
装备部综合计划局局长王中华接受了记者采访，
从九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空军装备建设发展情况。

关键词 1 科技驱动

创新是空军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是空军建
设永恒的课题。中国空军将紧跟世界空天领域发
展趋势，吸收最先进理念、开发最前沿技术，鼓励
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加快成果应用转化，推动空
军军事理论、组织形态、备战训练、人才装备等创
新发展，驱动以科技为核心的战斗力全面提升。

关键词 2 融合发展

加快迈向世界一流步伐，离不开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中国空军将坚定不移贯彻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宽阔的胸怀，聚
集全社会优势资源，重点在航空航天事业、装备研
发保障、军事物流仓储、国防设施建设等方面，加
快构建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深度融合发
展新格局，不断为空军建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 3 重型运输机

克服地球引力自由飞翔，是人类自古以来梦
寐以求的事。美国从早期螺旋桨的C－46、C－
47，到喷气式的C－141，再到最大起飞重量400
多吨、载重118吨的C－5，运输机越造越大。前
苏联的安东诺夫系列同样如此，安－225最大起
飞重量600多吨，载重250吨。但，大也不是无
限的，各国有各国的需求。中国空军会根据自己
的需求，发展合适的运输机。

关键词 4 战略预警

提升战略预警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的合理需
要，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必要保障。为实现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转型建设目标，中国空
军预警探测装备体系将逐步向远拓展，向反隐
身、反导等新任务拓展，预警探测装备会看得
更清、看得更远。

关键词 5 防空反导

防空反导是空军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目前，中国空军地面防空兵在创新驱动发展
中形成了远中近程、高中低空相结合的作战体
系，信息化条件下防空反导能力全面提升，已构
筑起捍卫国家空天安全的“蓝天盾牌”。需要说
明的是，中国的防空反导装备建设，是根据我国
安全发展需求和军队装备建设发展规划而组织
实施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地区。

关键词 6 三代改

随着技术的进步，对现役装备进行改进，提
升综合作战能力，是目前各国空军的通用做法。
美、俄都在不断升级F－15／16、苏－30系列等
现役战斗机，升级航电武器系统，适应新的战场
环境和对抗需求。升级现役装备与新研装备相
比，往往大家更关注新研制的装备，但中国空军
装备部门喜新不厌旧，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一
代平台，多代系统，注重挖潜，持续发展”，充分发
挥装备效益。

关键词 7 航空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是工业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是高
精尖技术产品。中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航空
发动机工业体系，已经走过了引进、自主研制的
历程，正向自主创新迈进，同时中国空军的航空
发动机基本实现了自主保障。当前我国航空发
动机的水平，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进步很大很
快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空军相信，经过军队和
国防工业共同努力，我国有能力造出更先进、更
适用、可靠性更高的新一代高端航空动力。

关键词 8 无人机装备

无人装备是未来军事装备发展的重要方向。
从中国航展可以看到，翼龙、彩虹系列等不少我国
自行研制的无人机装备琳琅满目。可以说，我国
无人机装备发展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空
军将与国防工业部门共同努力，根据空军担负的
使命任务，研制发展满足需要的无人机装备，走出
一条符合国情军情、具有中国空军特色的无人机
建设发展之路。

关键词 9 高原、远海作战装备

建强高原、远海作战能力，是维护国家利益、
履行使命任务的必然选择。中国空军必须把视
线投向更高的天空、更远的海洋，否则就不能称
之为战略空军。近年来，中国空军聚焦高原、海
上两个方向，狠抓装备研制和能力提升改进，飞
越岛链、管控东海、战巡南海、砺剑高原，已是空
军常态化训练课目。

(据新华社广州11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