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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3日至18日，第九屆中國國
際航空航天博覽會將在珠海舉行。此次航展的
展覽規模、檔次均大大超過上屆航展，展覽的
國際化程度將更高，專業化水平也將邁上新台
階。

650家中外航空航天廠商激情參展
已躋身於世界五大航展之列，逢雙年在珠海舉辦

的中國航展，是我國唯一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綜合
性國際航空航天展覽。參加第九屆中國航展的國家和
地區達39個，中外航空航天參展廠商有近650家，室
內展覽面積達28200平方米，比上屆多出5000多平方
米；參展的各種飛行器實物超過100架，為歷屆航展
之最。

據承辦中國航展的珠海航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周樂
偉介紹，本屆航展共有6個場館，比上屆多了2個，
其中 1、2、3 號館為永久展館，4、5、6 號館為臨時
展館。1、5、6 號館是國內外各展商的主要展區；2
號館為航天館，是航天科工、航天科技兩個參展單位
的展區；3號館為中航工業、中國空軍兩個參展單位
的展區；4號館為兵器館，是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
等參展單位的展區；6號館為新興際華集團公司的展
館，佔地面積 1200 多平方米，由充氣式帳篷構成，
而 「機庫」本身就是一件展品。

與此同時，航展的 「洋味」也越來越濃了：蘇霍
伊公司、加拿大龐巴迪等一批 「老面孔」擴大了參展
面積；貝爾直升機公司、法國利勃海爾宇航等一批
「熟面孔」在闊別多年後，重返中國航展舞台；美國

伊頓公司等一批 「新面孔」也將首次亮相。其中，霍
尼韋爾公司正在展館內布置有 「中國風」元素的特裝
展台，面積也比上屆擴大了3倍，以便重點展示其研

發的智慧空中管制系統。
本屆航展還將繼續舉辦 「BTOB」商貿洽談會、

「中國國際航空航天高峰論壇」、 「中國航展通用航
空產業論壇」、 「粵港澳台航空產業論壇」等國際性
專業會議及 「中國航空日」活動、 「中國大飛機之
夜」、 「月桂」獎頒獎典禮等活動，提升了規格、檔
次，將豐富航展內涵，增強航展的吸引力。

展品結構更優化內容更豐富
機號為B─007L 「小海鷗」將在本屆航展亮相。

駕機者是 62 歲的中航工業石飛的總飛行師、首席試
飛員——孔翔。他擬首次在航展上駕 「海鷗300」飛
機進行動態表演：低空通場、爬升、 「8 字」盤旋
等。與之相伴的國產通用飛機還有 「小鷹─500」飛
機、 「運 5B」以及在珠海下線的 「領航」150，給
C919飛機配套的國產動力系統 「長江」1000A和水陸
兩棲救援飛機 「蛟龍」600物理樣段等。

中航工業集團公司正以3號展館（中國航空館）
為陣地，圍繞軍用航空、民用航空、直升機、通用飛
機、發動機、機載系統等六條產品主線布展；航天科
技集團公司將展出包括以神舟九號飛船返回艙實物為
主的系列產品及軍貿產品；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的展品

將突出 「軍貿體系化」；而首次以集團形式參展的
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將首次展示系列航空配套武器實
物產品；首次參展的新興際華公司也將攜國際領先
的 1：1 比例的米格 29 戰鬥機和 SCUD ─ B 導彈車
等假目標產品、國內先進的移動空中交通指揮塔等
展品亮相；國內民營航空航天企業，如西安天偉、
哈爾濱建成、北京威標致遠、成都西麥克、中歐飛
機等企業也正在將其旗下的最新技術和產品放在展
台，這使本屆航展的參展商和展品的結構更加優
化，內容更加豐富。首架津產空客 「中華龍」號的
到來，也將為觀眾帶來驚喜，

最吸引眼球的仍屬中國空軍。經典歷史機型 「列
寧」號、 「馮如」號將首次來到珠海。而殲─ 10 型
戰鬥機、殲─ 8F 型戰鬥機、殲轟─ 7A 型戰鬥轟炸
機、轟油─6型加油機、空警─200型預警機、直─
8KA 型運輸直升機、直─ 9WA 型武裝直升機等國產
精銳戰機，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全面展示我國空軍
的實力和形象。

繼 10 月 17 日下午歐洲 「百年靈」噴氣機特技飛
行表演隊駕機抵達珠海後，10 月 26 日上午，來自俄
羅斯、捷克、德國、瑞士、日本、波蘭、意大利等7
個國家展品的6個40英尺集裝箱以及美國西銳公司的
3 架固定翼飛機及 2 架直升飛機又運抵珠海機場航展
專區。

飛行表演將讓中外觀眾大飽眼福
在本屆航展上，除世界各國飛機製造商和運營商

帶來的多款軍、民用新式飛機將進行性能展示飛行
外，4支中外飛行表演隊將在珠海的上空跳起一幕幕
驚險刺激、精妙絕倫的 「空中芭蕾」。

駕駛先進的殲─ 10 戰鷹，中國空軍 「八一」特
技飛行表演隊的空中驕子們、伴隨空軍跳傘運動大隊
的隊員們，將同時搏擊長空，再現 「魔鬼編隊」的驚
險刺激，並為觀眾呈現精采的跳傘表演。精美的雙重
禮物將展現中國空軍將士的風采，也向世界展示着中
國航空業發展的成果。

採用重型戰鬥機——蘇─27UB型戰鬥機，俄羅
斯空軍 「勇士」特技飛行表演隊將回到闊別 6 年的
「中國航展」，將以全新陣容、全新面貌進行9場次

的 5 機編隊飛行表演，帶
給觀眾全新的震撼。

駕駛 3 架 「梟龍」戰
鬥機和 2 架 C ─ 130 保障
機，巴基斯坦空軍將二度
出現在中國航展，共 9 場
次的編隊飛行表演，其威
武雄姿，將充分展示中巴
合作研製的多用途單座單
發輕型戰機的優良性能。

採用 7 架 L ─ 39C 信
天翁教練機，以歐洲 「百
年靈」噴氣機特技飛行表
演隊的豪華陣容，清一色
的法國空軍和 「法蘭西巡

邏兵」特技飛行表演隊的退役飛行員，將以7機編隊
進行變化多端的編隊動作和花式表演。與之並肩的是
「百年靈」機翼行走表演隊，兩名美女分別站在兩架

波音史提曼飛機機翼上，在雲端翩翩起舞。
令人關注的是，珠海西銳通用航空公司也將有9

名女性飛行學員亮相，不但將展出今年取得代理的新
飛機，而且針對公司已邀約及其他有意向的客戶，可
能會開展一次飛行體驗活動。

主 辦：廣東省人民政府 工業和信息化部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中國民用航空局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 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

協 辦：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 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
支持單位：國務院新聞辦 公安部 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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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國航展指定門票銷售代理信息
門票代售商名稱

航展公司票務諮詢

中國郵政

中國電信

建設銀行珠海市分行

廣東省拱北口岸中國旅行社

香港中國旅行社

中美旅業有限公司（香港）

星晨旅遊有限公司（香港）

澳門中國旅行社

康泰旅行社（澳門）

售票熱線及諮詢電話

400-8800-1130756-3375371

11185﹔0756-3811185朱小姐﹕18928020128

114﹔0756-8513068﹔甘小姐﹕13392522818

95533﹐0756-3223183﹐葉先生

0756-8899228﹐8899072 團票﹕
0756-8891813﹐8889500陸小姐﹑沈先生

00852-29987888

00852-23681610

00852-25198088

00853-87998110

00853-28562222

網址

www.airshow.com.cn

www.11185.cn

www.zhuhai.gd.cn

www.ctszh.comctszh.taobao.com

www.ctshk.com

www.flashtvl.com

www.morning-star.com.hk

www.cts.com

工業企業聚集，平沙努力建設珠海產業重鎮
依山傍海的平沙鎮，是珠海市陸地面積最大的鎮，屬於低緯度亞熱

帶海洋性氣候，年平均氣溫24℃。氣候宜人，天空明淨。
境內外眾多的遊艇企業看中了這裡的獨特優勢，在鎮政府的支持

下，他們迅速在這裡打造出全國首個遊艇工業園，已有16家遊艇製造企
業和6家配套企業入住平沙工業園。已成為目前中國遊艇製造產業密集
度最高、規模最大的遊艇製造基地。

目前，該鎮在園區建立了國內首個遊艇專業市場──廣東南國遊艇
與零配件交易中心。同時，要搭建遊艇產業的培訓、科研、檢測平台、
遊艇會展、大型遊艇俱樂部及銷售平台。為培育遊艇消費中心，正在加
快規劃建設碼頭、停泊區，打造親水文化，引導水上休閒消費。

兩年前，三一集團與珠海市政府簽署協議，投資百億元建設港口機
械、海洋工程裝備及工程船舶製造產業園已落戶平沙。明年投產後年產
值可達50億元，5年後達到300億元；6月21日，番禺珠江鋼管珠海有
限公司的高性能鋼管項目竣工，同時其海洋裝備鋼管製造項目奠基。三
期項目建成達產後預計年產值100億元以上。另外，投資逾百億用清潔
能源天然氣發電的鈺海電力項目正穩步推進……為支撐這些大項目，該
鎮主動承擔起這類大項目的支撐基地的功能。

現代農業崛起，平沙向幸福村居目標邁進
在4年前，地域廣闊、土地肥沃的平沙，出現了廣東首個台灣農民

創業園。其規劃總面積4.5萬畝（其中核心區5000畝），包括創業園核

心區、現代農業示範區、農業科技孵化區、農產品加工貿易中心、農業
科普培訓區、生態農業觀光區等五大功能區。

目前，其核心區的水電路等資源已基本完善，土地資源已基本整合
到位。已有14家台灣農業公司落戶園區，總投資4.41億元。他們生產的
台灣珍珠芭樂、水果木瓜、香蜜甜瓜等已走出珠海，成為了平沙乃至於
珠海發展現代農業和特色農業的品牌產品。

該鎮有11個社區，為將這些社區打造成幸福村居，該鎮加快了平沙

鎮市政服務站的建設步伐，正在完善平沙鎮社會福利中心配套等社區基
礎設施。同時，大力推進特色產業發展工程、環境宜居提升工程、民生
改善保障工程、特色文化帶動工程、社會治理建設工程、固本強基工
程。

此前六年，該鎮已累計投入5億多元用於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的改
造，平沙水質淨化廠工程、15.38千米的平沙排污管網已全部完工並投入
使用；平塘河 「一河兩岸」整治工程也已順利完成，平塘河實現了水清
魚游的理想效果，徹底解決了困擾平沙居民近十年的平塘河污染問題；
此外，平沙鎮每年投入 1000 多萬元用於工業區和農業社區的綠化、美
化、亮化工程，城鎮和農業社區面貌煥然一新，已在珠海率先獲得 「全
國文明鎮」稱號。

現代新城初現，平沙將成特區旅遊強鎮
從地理空間而言，平沙鎮遠離市區，但該鎮卻聲名遠揚：近幾年來

先後被評為 「廣東省教育強鎮」、 「廣東省生態鎮」、 「全國特色景觀
旅遊名鎮」、 「國家衛生鎮」，在2011年更是摘得 「全國文明鎮」金字
招牌。現在，該鎮又正在向國家生態鎮邁進。

就現代旅遊業而言，最大的亮點是其成功引進了香港中旅集團，總
投資70億元開發建設海泉灣度假區。以其磅礴的氣勢和浪漫的地中海風
情受到海內外遊客的矚目，這裡年接待遊客400多萬人次。被國家旅遊
局授予全國首個 「旅遊休閒度假示範區」稱號。

今年6月，開發總面積約4.1平方公里、估算總投資130億元人民幣
以上的珠海海泉灣二期項目正式啟動。將開發建設綜合性體育公園、白
金五星級酒店、商務會議中心、高端私密溫泉SPA項目、濕地公園、遊
艇俱樂部等項目等。

據平沙鎮負責人介紹，海泉灣二期項目是規劃中的平沙新城的核心
區和起步區。平沙新城佔地面積約20平方公里，今年將加大投入，抓好
平沙新城道路、供電、供水、供氣、通訊、排水、排污等市政基礎配套
設施項目的前期工作。正着力構建平沙主幹道交通框架，大力推進公交
優先政策，着手平沙汽車客運站的規劃和前期籌建工作，力爭開通各工
業園區通往鎮中心區的公交汽車。

記者注意到，在完善第三產業和城市服務配套方面，該鎮正在推進
愛琴海皇家花園酒店、南國酒店、福格酒店、西海岸愛布菲爾星級酒店
加快建設，促進台灣風情街早日投入使用，推動鈺海商城、高特立商城
的建設。同時以美平廣場為中心，發展商業、飲食、休閒購物、文化娛
樂等服務業，特別是該鎮還啟動了文化創意產業園項目，該項目佔地面
積近30萬平方米，橫跨平塘河一河兩岸。

海泉灣海泉灣

與珠海港咫尺之遙，和珠海機場遙相呼應的珠海市高欄港經濟區平與珠海港咫尺之遙，和珠海機場遙相呼應的珠海市高欄港經濟區平
沙鎮，有起伏的蔗林，浩渺的綠海，濱海的田園……現在，這裡又展開沙鎮，有起伏的蔗林，浩渺的綠海，濱海的田園……現在，這裡又展開
了波瀾壯闊的了波瀾壯闊的 「「平沙新城平沙新城」」 建設，在競爭中發展，在發展中競爭，平沙建設，在競爭中發展，在發展中競爭，平沙
正朝着打造正朝着打造 「「適宜創業、適宜居住、適宜旅遊適宜創業、適宜居住、適宜旅遊」」 的新城目標穩步邁進。的新城目標穩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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