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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举行
本报讯 9 月 28 日，第十三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
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国务委
员王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
司令员马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司令员王秀斌，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常丁求，广
东省省长、第十三届中国航展组
委会主任马兴瑞等出席开幕式。
常丁求代表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及 15 家主办单位，对本届
航展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指
出，回望昨天，人民空军党缔造。
站在今天，人民空军历史性地跨
入战略空军门槛。今天的空军，
巡航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
绕岛巡航、
抗疫救灾，
已经成为维
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重
要力量支撑。本届航展，空军派
出“八一”
“红鹰”飞行表演队，以
及歼-20、
空警-500、
无侦-7、
红9B、610 雷达等装备参展，展示人
民空军建设成就和崭新形象。展
望明天，新时代吹响了人民空军
新征程的号角。中国空军将以更
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向世界一流
同行学习，
向世界一流空军奋飞，
空军官兵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坚
决捍卫祖国统一，有效应对危机

挑战，为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作
出更大贡献。
马兴瑞代表广东省委、省政
府和航展组委会，对出席开幕式
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对建设航空
强国、航天强国提出明确要求，
2018 年专门向第十二届中国航展
致贺信。目前，中国航展已成为
代表当今国际航空航天主流科
技、展示世界航空航天业发展水
平的国际盛会。本届航展首次创
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实现
“陆、
海、
空、
天、
电”
全领域覆
盖，将为加强航空航天技术和装
备领域国际合作带来新机遇。当
前，广东正紧紧把握粤港澳大湾
区、
深圳先行示范区和横琴、
前海
两个合作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
遇，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
点。广东将以办好本届航展为新
契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加快发
展壮大航空航天等战略性产业集
群，
努力为建设航空强国、
航天强
国作出更大贡献。
开幕式后，领导和嘉宾观看
了飞行表演，
参观了航展展馆。
本届航展共有线上线下近

开幕式。
40 个国家和地区近 700 家企业的
数千件展品参展，室内展览面积
10 万平方米，展馆数量从上届的
8 个增加至 11 个；室外展览面积
36 万平方米，地面装备动态演示

区 12 万 平 方 米 ，参 展 飞 机 107
架；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航
空 航 天 及 国 防 领 域 的“ 高 、精 、
尖、新”产品、技术和服务将全球
首发、中国首展。

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林克庆，中国民航局副局长吕尔
学，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
国家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徐占斌
等参加有关活动。
（南方）

第二届广东省航空科普交流会在珠海召开

与会嘉宾合影。
与会嘉宾合影
。

本报讯（记者 陈尧 秦鑫）9 月
27日，
第二届广东省航空科普交流
会在珠海九洲机场召开。交流会
以
“航空科创让中国腾飞”
为主题，
聚焦新形势下航空科普创新发展、
航空科普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等
议题开展交流和探讨。
本届交流会由广东省通用航
空协会、
广东省无人机行业协会、
广东省航空学会主办，
南航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
珠海航展有限公司、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科技报社、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承办，
旨在推动广东省内优质航空
科普资源深化合作，
提升航空科普
教育整体水平，
促进航空科普资源
共建共享，推进航空科普事业发
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志杰出席

交流会并致辞。他表示，
希望通过
广东省航空科普交流会等一系列
的科普交流活动，
让广大民众尤其
是青少年能够热爱航空、参与航
空，从而投身航空事业的创新创
造，
为航空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会上，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党
组成员、
专职副主席刘建军介绍了
广东省公民科学素质工作的相关
情况，
重点解读了《广东省科学
技术普及条例》等政策法规，
分
享了我省在进一步强化科普公
共服务及引导、
扶持科普产业
发展的措施。他指出，
航空航
天科普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
热点，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
天博览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特色
科普资源，
希望更多的科技工作者

和企事业单位立足区域特色，
抓住
科普政策的良好机遇，
积极投身发
展科普事业，
开发出更多数字化、
视频化、
移动化的科普作品，
力争
形成公益性的科普事业和市场化
的科普产业比翼齐飞的新格局。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
局通航处处长李宏志谈道，
航空业
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人民
群众对于航空科普的需求和欲上
蓝天的美好愿望越来越迫切。要
不断推动航空科普事业的发展，
向
更多的群众普及航空文化，
培养更
多的航空后备人才和航空爱好者。
在主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大响以线上视频的方式，
通过航
空应急救援体系的差距和院士建
议、
交通强国使通航迎来历史性发
展机遇、
积极发展通航产业等方面
分享了加快通用航空与应急救援

交流会现场。
交流会现场
。

体系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试飞英雄”
黄炳新分享了其
参与新型飞机试验、
鉴定飞行任务
的经验，
谈及目前关于试飞员飞行
技术、
身心健康等方面的要求，
让
在座的嘉宾感受到了试飞员的伟
大精神。
在广东省航空航天特色学校
优秀教学经验分享会上，
东莞松山
湖中心小学老师胡杰慧以《逐梦航
空，
在此启航》为题，
从特色科普激
兴趣、
社团建设促成长、
以赛促练
展风采等方面分享了航空科普教
育经验。
珠海市三灶镇中心小学主任罗
俊雁分享了教师人才引进、
校本航空
教材编写等创建航空特色学校的经
验；广东华侨中学老师吴德芬就
《广东华侨中学航空特色课程的开
发与实践》分享了其改进教学方式及

开发
“冯如4号”
航空特色课程项目的
相关经验；
深圳市石岩公学老师黄盛
科围绕主题《一个航空科普人的情
怀》，
分享了对学生的教育理念和
方式，
包括其教育学生
“先学会做
人，
再做队员”
，
用爱心一步步把成
绩差、
专注力差、
调皮捣蛋的学生
引导和培养成全国航空模拟飞行
赛获奖选手的故事；
珠海市三灶镇
海澄小学老师雷腾腾则分享了打
造航空特色文化校园、
开发航空主
题校本课程、
举办航空科技节等方
面的航空科普教育经验。
会后，
航空特色学校和优秀企
业代表走进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的直升机维修仓和科普馆，
近距
离参观了直升机驾驶室、真机零
件、
海上应急装备等，
学习了直升
机发展史、
中国直升机机型发展等
相关方面的知识。

省航空航天特色学校优秀教学经验分享会。
省航空航天特色学校优秀教学经验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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