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今年創建首個國家公園
毗鄰港澳的廣東，近年來實施新一輪綠化廣東

大行動、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等重點生態工程。廣
東省林業局透露，目前廣東自然保護地數量居全國
首位，已建立縣級以上自然保護地1359個。而近期
廣東省政府辦公廳下發《關於明確廣東國家公園建
設工作領導小組有關事項的通知》指出，省政府已
將 「粵北生態特別保護區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調整
為 「廣東國家公園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全面鋪開
廣東南嶺國家公園、珠江口國家公園等廣東國家公
園建設和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工作，構築粵港澳大
灣區的生態屏障。

「廣東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活躍、常住人口
數量最多、集體林地佔比最高的省份，同時也是自
然保護地數量最多的省份。」廣東省林業局有關負
責人表示，目前廣東省已建立縣級以上自然保護地
1359個，形成了一個保護類型齊全、布局合理、生
態效益和社會效益較顯著的自然保護體系。

完成廣東南嶺國家公園總體規劃
「為打造南方集體林區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

樣板，廣東高度重視國家公園建設工作，2018年以
來多次組織專家現場勘查、召開專家咨詢論證會，
成立廣東國家公園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廣東省林

業局有關負責人透露，目前，自然資源部、國家林
業和草原局已明確將廣東南嶺作為候選國家公園列
入《國家公園空間布局方案》中2025年前重點開展
設立工作名單（試點結束後的第一批）。

據了解，目前廣東省已初步完成廣東南嶺國家
公園總體規劃、設立方案、科考報告等相關申請材
料，並於7月召開了省內專家咨詢會。按照規劃，
廣東南嶺國家公園規劃總面積約2121平方公里，包
括南嶺-石門台片區和丹霞山片區，涉及韶關、清遠
市的9個縣（市、區）、30個鄉鎮，範圍內有18處
自然保護地和國有林場。

廣東南嶺國家公園建設將依據 「二三四七八」
整體架構，即： 「兩大生態服務基地，三個生態發
展核，四大自然體驗區塊，七個遊憩體驗區域，八
處國家公園入口社區」，實現南嶺國家公園自然體
驗可持續發展。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綠色崛起先行區
專家介紹，廣東南嶺國家公園遵循山水林田湖草

是一個生態共同體的理念，突出保護南嶺山地森林及
生物多樣性、丹霞地貌、水源涵養等核心功能的定位，
目標是將廣東南嶺國家公園打造成世界灣區國家公園
建設典範區、中國發達地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樣板區、
南嶺山地水源涵養和生態保護修復引領區、粵港澳大
灣區經濟帶體制改革和綠色崛起先行區、中國自然保
護地自然體驗和生態教育示範區。

廣東省林業局有關負責人透露，廣東正加強和
自然資源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的溝通對接，加快
推進各項申報工作，力爭年底前國家同意廣東省創
建廣東南嶺國家公園。同時，在該公園範圍內統籌
實施一批生態修復、環境整治、能力提升重點生態
工程，推動韶關、清遠、河源、梅州、肇慶、雲浮6
個地級市全面對接廣東南嶺國家公園建設。

數據顯示，廣東野外資源種群呈現穩步增長的
良好態勢，全省有陸生脊椎野生動物770多種、高
等植物7050多種。廣東省林業局力爭今年全省森林
覆蓋率將達58.66%，森林蓄積量達5.84億立方米，
築牢南粵生態屏。

廣東自然保護地全國最多

■目前廣東自然保護地數量居全國首位

■廣東正全面鋪開廣東南嶺國家公園等建設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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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當關一夫當關

《解放軍報》14日報道了解放軍首個換裝殲-20的部隊 「王海大隊」 。文章
提到， 「王海大隊」 年輕飛行員陳鑫浩，面對來自不同方向多批 「敵機」 的攔截
，在兵力明顯處於劣勢的情況下，駕駛新改裝的 「新型戰機」 ，以 「零損傷」 一
舉 「擊落敵機」 17架。專家認為，該新型戰機應該是中國自主研製、綽號 「威龍
」 的新一代隱身戰鬥機殲-20，可在對手還沒有發現時就將其擊落，並具備更強
、更遠的超視距攻擊能力。據介紹，殲-20可對那些試圖威脅國家安全的現實與
潛在的對手構成強大的空中威懾力與打擊力。

南空航空兵某團飛行一大隊組建於
1950年10月，在抗美援朝空戰中，平均
飛行時間只有十幾小時的一大隊飛行員

在大隊長王海的帶領下，和曾經參加二戰的美國王牌飛行
員進行近距離空中格鬥，共擊落擊傷敵機29架，創造15
：0的輝煌戰果，湧現出擊落擊傷敵機8架的一級戰鬥英雄
、特等功臣王海；擊落擊傷敵機7架的一級戰鬥英雄、特
等功臣孫生祿，擊落擊傷敵機4架的二級戰鬥英雄、特等
功臣焦景文，1964年9月被空軍命名為 「王海大隊」 。

王海大隊抗美援朝英雄部隊

▲戰鬥英雄王海和焦景文 網絡圖片

話你知

大公報14日從珠海教育部門獲悉，珠海市教
育研究中心與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共同舉辦 「2020
年珠澳兩地基礎教育合作科研課題研究交流會」
，這對優化珠澳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完善兩地教
育交流合作機制等都有促進作用，亦助力粵港澳
大灣區國際教育示範區建設。

據悉，粵港澳教育合作不斷深入，華南師範

大學開創了內地高校在澳門設立教學點的先河，
三十多年來超過70%的澳門中小學教師在當地接
受教育。而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進，三地教
育合作也正持續深化，打造大灣區國際教育示範
區。其中，目前正加快引進港澳優質教育資源到
灣區合作辦學。

記者 方俊明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衞生應急救援備受關注
，但目前尚未有一個面向全國的相關機構和平台
。14日，作為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
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邢銳在廣州
市新聞辦組織的分享會上透露，為打造平戰結合
的衞生應急隊伍和平台，廣東將以民航廣州醫院

和現有民航資源為基礎，建立粵港澳大灣區衞生
應急中心，立足大灣區，輻射全國打造醫療應急
救治、應急培訓、科學研究的一個開放應急平台
，並建立起一支國際化的應急救援隊伍。目前，
相關規劃已在推進。

記者 敖敏輝

加快合作辦學 建教育示範區

穗推進衞生應急中心建設

殲20參數
機長
20.9米

機翼
12.88米

最大飛行速度
3062.7千米/小時

最大飛行高度
20000米

最大航程
5500千米

作戰半徑
1500至2200千米

大公報整理

▲2018年珠海航展，中國空
軍殲-20編隊首次面向公眾開
啟彈艙進行飛行表演

網絡圖片

▼▶內地媒體報道，殲-20近
年在空軍比武中罕逢敵手。右
圖為殲-20，下圖為殲-10

網絡圖片

擊落擊落1717敵機敵機零損傷零損傷
隱身戰術隱身戰術 超視距反攻超視距反攻

據《解放軍報》14日報道， 「截獲目標！」
「發射！」 烈日當空，一場空中對抗激戰正酣。東

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 「王海大隊」 年輕飛行員陳
鑫浩，面對來自不同方向多批 「敵機」 的攔截，與
戰友靈活協同、勇敢出擊，在兵力明顯處於劣勢的
情況下，以 「零損傷」 的代價一舉 「擊落敵機」
17架。據介紹，陳鑫浩駕馭這款新型改裝戰機飛
行時間剛過100小時。有報道指， 「王海大隊」 是
解放軍第一個整建制換裝殲-20戰機的單位。該單
位的換裝，標誌着解放軍航空兵作戰部隊正式踏入
五代機時代。

先發制敵 百戰百勝
知名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向大公報

分析指出，某新型戰機應該是殲-20。他表示，這
種0：17的戰績並不奇怪，因為殲-20是五代戰機
，而且殲-20有自己獨特的戰法，借助於技術優勢
，殲-20擊落三代機、四代機輕而易舉。

宋忠平指出，殲-20取得如此驕人戰績，隱身
性能好是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同時還因為殲-20具
備更強、更遠的超視距攻擊能力，並可配備遠程防
空導彈，可以在對手還沒有發現時就將對手擊落。

此前，內地媒體曾報道稱，在2018年 「金頭
盔」 空軍比武中，2架殲-20與8架殲-11B進行 「
自由空戰」 對抗演練。殲-20在作戰時間內， 「擊
落」 殲-11B72次，自己沒有損失。在2019年 「金
頭盔」 空軍比武中，殲-20對上有備而來的
殲-11B部隊，殲-11B據說吸收上次慘痛教訓，制
定專門的反隱身戰術，然而結果更加慘痛，殲-20
「擊落」 殲-11B共108次，自身依舊沒有損失。

空軍指揮學院教授王明志早前曾接受內地媒
體採訪指出，目前，空天安全威脅事關國家安全全
局，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背景下，美軍頻繁派遣
隱身戰機在我前沿部署。中國空軍迫切需要提升應
對空中隱身威脅的能力。

全系統國產 戰力深不可測
王明志介紹，殲-20隱身戰機作為空軍新一代

隱身戰機，具有在空戰場 「先對手發現、先對手攻
擊、先對手摧毀」 的能力，可以對對手的非隱身戰
機形成壓倒性優勢，對那些試圖威脅國家安全的現
實與潛在的對手構成強大的空中威懾力與打擊力。

與國外戰機相比，王明志指出，首先殲-20雖
然與發達國家隱身飛機研製相比時間要晚一些，但
起點高。其次，殲-20隱身戰機在信息化程度上，
具有針對隱身飛機特點的搜索、發現、跟蹤與攻擊
的手段與方法。第三，中國在全系統上擁有自主知
識產權，為後續針對性的能力提升創造條件。

▲解放軍東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多機編隊突襲
網絡圖片

大灣區快訊

2011年1月11日，新一代隱身戰機殲-20經過18分鐘
的空中飛行後平安落地。這一飛，開啟了中國空軍的 「20
」 時代，也宣告了 「隱身時代」 的到來。身為殲-20首飛
試飛員的李剛，駕駛飛機滑過觀摩台並舉起右手敬禮，一
旁的殲-20總設計師楊偉熱淚盈眶。圖為殲-20首飛試飛
員李剛 中國軍網

隱身戰機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