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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历程，见证空军腾飞
开幕式上，配装“中国心”的

歼-20呼啸而至。这是歼-20换装
国产发动机后首次对外公开展示。

从1998年八一飞行表演队首次
炫舞蓝天，到2008年空军航空兵部
队首次大规模参加飞行展示；从
2014年运-20飞行首秀，到2021年换
装“中国心”的歼-20呼啸而至……
中国空军的参展装备今非昔比。

“装备在不断升级，体系在不
断完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断
提升。”军事专家王明志表示，参
展装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空
军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本届航展上，空军以动态飞
行表演、静态装备展示、军事训练
论坛、空军招飞展台、每日新闻发
布等多种方式，集中展示了中国
空军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槛的
新气象。空军研究院研究员杨宇
杰表示，展示的歼-20、运-20、空
警-500、轰-6K、歼-16D、无侦-7
等现役主战装备，都是战略空军
体系能力的可视化载体。

未来已来，加速空军转型
中国空军首次亮相的两型高

端无人机——无侦-7、无侦-8，成
为极具未来感的装备，体现出无人
化装备发展的广阔前景。“无人作战
力量崛起是战争向着智能化方向发
展的重要特征。”杨宇杰说，“此次中

国航展再一次展示了空
军面向无

人化、智能化发展的步伐。”
然而，无人作战力量建设只

是战略空军建设的一个领域，中
国空军秉持“建设一支强大人民
空军”信念，紧盯世界一流空军目
标，全面提升战略威慑、空天防
御、远程打击、战略投送等能力，
加速推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
战略转型，全面担负起党和国家
赋予的使命任务。

空军歼-20飞行员李吉宽说：
“未来作战中，歼-20将作为‘刀
尖’发挥重要作用，助力空军更好
肩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神圣使命。”

战鹰航迹，支撑空天逐梦
10月1日是第十三届中国航

展首个公众日，也恰逢新中国72
周年华诞。蓝天之上，中国空军两
支飞行表演队拉出红、黄、蓝三色

彩烟，为祖国庆生。
空军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空军

官兵的心目中，“中国红”是使命，
“中国红”是荣耀，“中国红”是传
承。鹰击长空心向党，万里蓝天护
和平，人民空军将以更加开放自信
的姿态，昂首新征程，奋飞新时代。

“领土、领空、领海就是我们和
祖国之间最强韧的纽带。祖国是我
们共同的依靠，我们是祖国可靠的
力量。”轰-6K飞行员宋波说。

仰望天空，追溯过往。如今，人
民空军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
西太、绕岛巡航，飞了过去没有飞
过的航线、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
域，正在更大范围更好地履行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据新华社

新华社香港10月3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3日表
示，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外围的水马
于当日上午已被移除，恢复原貌，其
他地方的水马也已被移除或即将移
除，香港全面恢复安全常态。

李家超当日以“移除水马 香港
复展安全面貌”为题发表网志说，特
区政府总部是管治核心的标志，再
展安全面貌，象征香港安全、稳定和
信心。国庆节，全港多处挂满国旗和
区旗，举办了不同的庆祝活动，市民
高兴地度过。这与2019年“黑暴”和
外部势力插手破坏的场面形成了强
烈对比。

他表示，香港国安法立竿见
影，破坏和反动力量全面减退，外
部势力不敢公然插手破坏香港。

“爱国者治港”原则让立法会恢复
理性，不再成为外国代理人瘫痪或
颠覆政府的工具。本届立法会在

“爱国者治港”原则下，预期通过的
法例有40多条，比过去每年平均20
条多一倍，通过的拨款可达2800亿
港元，对香港的建设、发展和就业，
产生重要作用。

李家超表示，香港再展安全面
貌，恢复安全常态，巩固了香港发展
和繁荣的基础，加上“十四五”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前海方案”等
无限机遇，他很有信心，在特区政府
和广大市民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香港前途无限。

针对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
大的问题，近日，消防救援局印发了

《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试
行）》《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检
查指引（试行）》，要求从业单位要对
照《风险指南》《检查指引》自查自
改，相关部门、单位要严查严管，确
保安全。

密室逃脱类场所是在特定受限
空间场景内进行真人逃脱、剧本杀、
情景剧类活动的场所。从业单位为
了增强“沉浸式”体验，采用隔断打
造光线昏暗的密闭、狭小空间，大量
使用灯光、音响、电子游戏道具等电
器设备，大量使用布幡、塑料等可燃
装饰物，火灾风险高，一旦起火，极
易造成人员伤亡甚至群死群伤。

消防救援局印发的《密室逃脱
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试行）》从起
火风险、人员安全疏散风险、火灾蔓
延扩大风险三大方面，对密室逃脱
类场所的火灾风险进行了明确。《密
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检查指引
（试行）》从消防安全管理、火灾危险
源、重点部位、应急处置能力四大方
面，对开展火灾风险检查的重点内
容进行了说明。

消防救援局要求各地消防救援
机构要紧密结合国庆假期安全防范
工作，主动向当地政府做一次专题
汇报，推动解决当地密室逃脱类场
所突出问题。要依托安全生产委员
会、消防安全委员会等平台，向文
旅、住建、公安等部门发送建议函，
提示加强密室逃脱类场所消防安全
管理。要迅速将《风险指南》《检查指
引》印发至当地密室逃脱类场所及
其所在建筑物业管理单位，指导其
压实消防安全责任，向社会公开消
防安全承诺，落实火灾风险分级管
控机制，强化消防安全自主管理。要
提请政府，会同文旅、住建、公安等
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对密室逃脱类
场所对照《风险指南》《检查指引》开
展自知自查自改工作要进行重点抽
查，对检查发现的消防违法行为，依
法责令改正；对存在重大隐患的，依
法采取查封、关停等措施。

消防救援局强调，各地要广泛
开展宣传警示教育，提示密室逃脱
类场所火灾风险，提醒群众关注消
防安全，举报身边火灾隐患。对存在
重大隐患的密室逃脱类场所，组织
新闻媒体集中曝光，以舆论监督倒
逼隐患整改、震慑违法行为。要将密
室逃脱类场所作为高风险场所开展
常态化消防监督检查，精准防范消
防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火
灾事故发生。

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网站

消防救援局：

“密室逃脱”，严查严管！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3日电
（记者 潘莹）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通报，霍尔果斯市在每三天一次的
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2人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诊
断均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
前，感染者已被转运至霍尔果斯市
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当日，霍尔果斯市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已排
查密切接触者192人，全部落实隔离
医学观察措施，相关流调排查、核酸
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香港全面恢复安全常态

新疆新增2例无症状感染者
均在霍尔果斯市

回眸中国空军

精彩
瞬间

10月3日，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闭幕，本届航展吸引
了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的近700家
展商，航展期间各类会议、论坛、讲
座、文化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本届航

展现场签订了总值超过125亿美元
的合作协议书，成交了各种型号的
飞机159架；展会6天共迎来专业观
众超过9万人，普通观众近12万人。

本届航展“国家队”实力强劲，亮点

频出，主办单位参展首秀展品占参展品
总数的25%以上。空军多型武器集中亮
相本届航展，歼－16D首度现身，最新改
型教10和装上“中国心”的歼－20展翼蓝
天，充分展现了空军战略转型的新成

就、空中力量的新发展；航空工业以“大
展20宏图、添彩和平天空”主题集中展
示了近140项自主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
术项目，近40%为首次参展。20系列的集
体亮相标志着我国航空武器装备正式

迈入“20时代”，此外，歼－15、空警－500、
“枭龙”、AG60等明星机型也闪亮登场。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将于2022年
11月8日-13日在珠海蓝天下再次广
邀宾客、共享盛会。 据广州日报

见证我国空军
飞出新高度

中

国

航

展

记者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
悉，由该校青年科研团队研发的“冯
如三号-100型”无人机续航时间新
世界纪录，近日被国际航空联合会
（FAI）正式认证。

据介绍，该无人机持续飞行80
小时46分35秒，超过由美国极光飞
行科学公司研发的“猎户座”油动固
定翼无人机2014年创造的80小时2
分52秒的世界纪录，跃居全世界油
动固定翼无人机（重量等级无差别）
续航时间榜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破纪录的团队由25名来
自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本科生组
成，平均年龄不超过20岁，90%以上
为“00后”。

据了解，“冯如三号-100型”无
人机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三
号”团队研发、设计、制造，全机为黑
色，翼展约10米，机身呈潜艇形，由
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潜在的应用
领域包括测绘、通信和侦察等。

据新华社

本届航展上，一些“小而
美”的人机混合科技创新成果
也十分“吸睛”，让观众一窥未
来生产生活的新模样。

外骨骼：
穿上它，上楼不费力

在展览现场，中电科机器
人有限公司研发的一件外骨骼
机器人引来不少观众围观体
验。它外观好似一副简易的铠
甲，可以为腰部和腿部提供助
力。记者将其穿在身上，走路、
跑步、弯腰、起身，都明显感觉
轻松不少。

中电科机器人有限公司研
发工程师李昀佶介绍，这款“白
虹”髋关节助力外骨骼机器人
在左右髋关节装有两个驱动模
组，通过分析人体当前的运动
状态，以及预测人体下一个周
期的运动意图，对人体的髋关
节进行助力。

“无论是走路、上下楼梯还
是弯腰搬运、蹲起，都会对人体
进行助力。经过我们测试，使用
该款外骨骼机器人时，人体耗

氧量会降低约35%，可以跑得
更快、走得更远、搬起更重的东
西。”李昀佶说。

“灵犀手”：
用意念控制的智能假肢

给一位小臂以下截肢的患
者外接一只机械手，他就可以依
靠意念控制手部动作，如同健全
人一样拿起杯子、做出手势。这
样科幻的画面，已经成为现实。
此次亮相中国航展的“灵犀手”
可穿戴设备由中国电科14所研
制，集成了意念控制、人工智能、
生物交叉等前沿技术，可根据人
体动作或动作意图实现对机器
人等设备的精准控制。

中国电科14所高级工程师
刘川介绍，“灵犀手”可以通过
读取大脑控制身体时发出的电
信号，判断人做了什么动作，再
控制机械手去做出相应的动
作。新一代“灵犀手”还增加了
神经反馈，手指尖的传感器可
以将抓握物体时的压力和位置
信号反馈给使用者，以获取更
真实的“手感”。 据新华社

在 本 届 航 展 上 ，中 国 空 军
歼-20、运-20、空警-500等一大
批主战装备集中亮相，这些先进
装备展现了中国空军推进战略转
型的新成就，展示了中国空军历
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槛的新气
象。记者为此专访了空军研究院
研究员杨宇杰。

问：从这届中国航展空军展
示的装备看，中国空军历史性跨
入战略空军门槛的标志是什么？

答：战略空军门槛不是哪型
战机或武器系统能够简单标志
的，它是空军在任务、能力和效果
三个维度具备战略属性的共同结
果。概略地说，装备是基础，更重
要的是能力。中国空军成立72年，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致力于
联合、体系、能力、基础四个维度，
有了质的提升。这几年，在“20”系
列支撑下，空军的跨越有目共睹。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中国
空军必将飞得更高更远。

“跨入门槛”意味着空军有能
力遂行战略威慑、空天防御、远程
打击、夺控制空权、战略投送、支
援陆海等作战任务，全面担负起

国家赋予的战略任务，在装备体
系、作战能力、后勤保障、人员素
质等方面，都有了“空天一体、攻
防兼备”战略空军的初步样子。

问：中国空军历史性跨入战
略空军门槛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答：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一
直是我们的不懈追求。从1924年
我们党选派优秀青年学习航空，
到东北老航校白手起家艰苦创
业，从抗美援朝边打边建到全面
转入现代化建设，从改革开放乘
风振翅到新时代高飞远航，中国
空军一直在朝着“建设一支强大
的人民空军”方向坚毅前行。

航展上集中展示的空军装备
领域建设新成就，就是这种不懈
努力的真实反映。人民空军的装
备发展史，就是人民空军发展壮
大的生动写照。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空
军建设发展迎来重大机遇。完成第
一步，同时也站上了新起点。“跨入门
槛”，既是空军给前辈人的交代，也是
对当前加速推进战略转型的自我激
励，更是向国家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空天有我，祖国放心！ 据新华社

腾 飞 · 转 型 · 逐 梦

从1996年创办以来，走过25年的中国航展，见证着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崛起，成为
“陆海空天电”全覆盖，集贸易性、专业性、观赏性为一体，代表当今国际航空航天主流科
技、展示世界航空航天发展水平的国际盛会。

飞出空军新高度——中国空军的飞行表演，已经成为航展名片，作为世界四支超音
速飞行表演队之一，八一飞行表演队以歼-10为表演机，其飞行水平折射出中国空军部队
的战斗力跃升进程。创出航空新梦想——这次航展，中国航发集团携多款新型航空发动机
精彩亮相，特别是首次公开亮相的“太行”发动机发展型，让不少参展观众驻足流连。

第十三届中国航展闭幕：成交飞机159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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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战略空军门槛跨入战略空军门槛
对中国空军有何历史意义？

外骨骼外骨骼、“、“灵犀手灵犀手””
这些成果将带来哪些改变？

同 | 步 | 播 | 报

北航青年科研团队
打破油动固定翼无人机
续航时间世界纪录

换发换发
中国空军9月28日在第

十三届中国航展召开新闻发布
会，会上，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
科表示，歼-20 战机用上了
“中国心”！

亮相亮相
歼 -20、运 -20 和 空

警-500、轰-6K等一大批主
战装备出现在航展上，展示了
中国空军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
门槛的新气象。

升级升级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上，歼-16D首次亮相。

上新上新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上，无人装备集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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