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马丽元　郭美
辰）　5 月 8 日，长三角航空应急救
援产业发展论坛在上海举办。论坛
作为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会重
要活动之一，由航空工业主办，中
航文化承办，中国商飞与中国航空
学会参与协办，旨在积极促进中国
航空应急救援领域的行业交流与合
作，有力促进长三角地区航空应急
救援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的蓬勃发
展，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增加动能。

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总经理
罗荣怀，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
二司副司长李毅，上海市国防科技
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娄志强，上海市
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晓东等在论坛
上致辞。论坛由航空工业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何胜强主持。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
响，原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总指

挥杜永胜，航空工业总工程师卢广
山，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党组书
记王鹤荀，中国商飞党委常委、副
总经理张玉金，吉利控股集团沃飞
长空解决方案资深专家范量围绕推
动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建设与
发展发表主旨演讲。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是国家应急
救援、防灾减灾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长三角地区航空应急救援产业
基础雄厚，区位优势明显，在海洋
救援、灾害事故救援、森林与城市
消防、卫生与减灾防灾等诸多领域
中，航空应用广泛而深入。

罗荣怀在致辞中指出，本届博
览会上，航空工业应急业务板块首
次整体亮相，集中展示了集团公司
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建设最新成
果，以及从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需求出发，面向应用场景推出的全

产业链、全价值链解决方案。立足
新发展阶段，航空工业全线将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航空应
急救援能力建设的重要指示，坚定
不移推进航空装备建设，把建成高
质量航空救援体系作为航空工业的
重要战略，全力支撑国家应急救援
体系建设，继续为国家应急救援事
业的发展添砖加瓦，为建设新时代
航空强国不懈奋斗。

李毅表示，航空应急救援装备
是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和航
空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航空
工业创新发展步伐加快，已初步形
成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产品谱系，各
相关央企依托地方政府支持，吸纳
社会资源，逐步形成了航空应急救
援装备发展的主力军。下一步，我

们将按照内需拉动、服务先导、模
式创新、终端带动的发展思路，与
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产需双方共同发力，加
快推动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论坛期间，一系列国产新型航
空应急救援装备签订采购合作协议，
签署系列重要合作项目。来自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交通
运输部等部委，有关地方政府代表，
央企、通航运营、金融行业等企业
界及学术界代表等参加本次论坛。

本报讯（记者　马丽元　郭美
辰）5 月 7 日，由国家应急管理部、
交通运输部及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安徽省人民政府合作举办的
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
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航空工业携百余项核心产品精彩亮
相，首次整体展示航空应急救援业
务实力，集中展现我国航空应急救
援装备体系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全
面展现集团公司加强航空应急救援
体系建设、助力新时代国家应急救
援体系建设的整体实力和责任担当。
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罗荣
怀，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胜强，
总工程师卢广山应邀出席开幕式及
相关活动。

作为我国唯一具备飞机平台、
任务设备、系统组网以及服务保障
全产业链整体供应能力的企业，航
空工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具备提供航
空应急救援整体解决方案能力。本
届博览会，航空工业以“发挥航空
优势 助力新时代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为主题，携旗下 33 家相关单位参展，

展陈面积近 500 平方米，展品 119
件（项），其中 AG930 地效飞机、“新
舟”灭火飞机、“翼龙”-2H 气象型
无人机、大载荷多旋翼无人机 JC-
M70H、医疗转运方舱等 19 项应急
救援产品为首次展出，集中展现航
空工业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创新发展
成就。

航空工业展台由主展区和七个
分展区组成，全方位展示了航空工
业助力应急管理行业客户形成涵盖
主机装备、指挥组网、任务系统、
运营保障及金融服务等全产业链、
全价值链的整体解决方案。其中主
展区突出应急救援场景，包括森林
消防、灾害救援与医疗转运、水上
救援等三个核心场景任务需求，重
点展示国产飞机平台应急救援解决
方案能力。在森林消防模块，由全
球 在 研 最 大 的 水 陆 两 栖 飞 机“ 鲲
龙”AG600 领衔，“新舟”灭火飞
机、“翼龙”-2H 气象型无人机、“旋
戈 ”500H、AC311A 和 AC313 直
升机等相继亮相，展示了航空工业
在森林消防领域的应急救援能力 ；

在灾害救援与医疗救护模块，通过
沙盘演绎，场景重现了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国产大型运输机运 20 临危
受命驰援武汉，多次执行医护人员
与医疗物资的国内外紧急转运任务，
与 AC352 直升机、运 12F 和运 5B
无人型等一同展现了大国重器关键
时刻“顶得上、靠得住”的使命担当；
在近海救援模块，AC312E 直升机、
AG930 地效飞机、“翼龙”-10H 无
人机、AS700 载人飞艇等服务国计
民生的航空产品悉数登场，展现了
航空工业围绕近海救援任务需求提
供的平台解决方案。

分展区重点展示应急救援系统
装备和服务能力，涵盖指挥组网、
搜索与监控、救援执行与人员防护、
应急通讯、航空救援训练与评估、特
种救援装备和运营与租赁服务七个
模块。其中，指挥组网包括航管与
任务指挥平台、基地协同平台、省
级应急救援体系沙盘等 ；搜索与监
控包括精准人员定位系统、微小型
无人机载雷达等 ；救援执行与人员
防护包括智能应急救援头盔、直升

机电动绞车等 ；应急通讯包括智能
可视化搜救系统、5G 毫米波通讯芯
片等 ；航空救援训练与评估包括直
升机模拟驾驶舱、智能融合单元等 ；
特种救援装备包括移动 CT 车、应急
救援方舱等 ；运营与租赁包括航空
救援服务业务和通航救援租赁业务
展示等。

博览会期间，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鲲龙”AG600、AC352 等国产
新型航空应急装备签订购机协议。同
时航空工业积极利用展览交流平台，
主办长三角航空应急救援产业发展
论坛，通过系列高层对话、学术交
流等，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实，促
进与客户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

2021 年正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
展 70 周年。70 年栉风沐雨，党领
导下的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逐步实现了自主自强，
建立起现代航空产业体系，建立谱
系齐全、功能丰富的各类飞行平台，
全面满足森林消防、灾害预防、医
疗救护、近海救援等多种应用场景
需求。以国产大型运输机运 20、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
大型高原型直升机 AC313、“翼龙”
系列无人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航空
装备成为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
中流砥柱。面向未来，航空工业将
继续以支撑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实现国家航空应急救援装备自主保
障为使命担当，以满足应急救援需
求为导向，加速提升航空应急装备
国产化保障能力和体系化解决方案
能力， 发挥航空优势，助力新时代应
急救援体系发展，积极为维护国家
安全、服务国民经济、提高民生福
祉贡献航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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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航空应急救援产业发展论坛在沪举办

航空工业首次亮相
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
“20”家族 、“鲲龙”AG600 登场受追捧

本报讯（记者　马丽元　郭美辰）
5 月 10 日，正值第五个“中国品牌日”，
为期 3 天的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 ( 以下
简称“品博会”) 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
帷幕。为展示中国航空品牌发展格局，
提升中国航空品牌影响力，振奋民族
精神，优化品牌发展生态，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
工业”）作为中央企业展团一员，首次
携“20”家族、“鲲龙”AG600 等大
国重器航空装备品牌精彩亮相品博会。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任洪斌及中央企业有关领导莅临航空
工业展台参观指导。航空工业党组副
书记、总经理罗荣怀出席品博会开幕
式及集团公司系列发布、签约活动。

本届品博会上，航空工业以“航
空科技，领先智造”为参展主题，以
兼具科技感、时尚感和亲切感的设计
理念，围绕“伟大力量、伟大协同、
伟大精神”参展主线，通过展示品牌
定位、品牌架构、品牌合作等，突出
航空工业积极承接国家意志，坚持战
略引领，立足开放合作，构建新发展
格局，持续优化与相关方共建、共享
的发展生态 ；通过展示歼 20、运 20、
直 20 等大国重器航空装备品牌，突出
核心科技自立自强，打造新时代航空
报国伟大力量的品牌形象 ；通过展示
品牌故事、发布公益品牌等，突出为
伟大中国梦不懈奋斗的航空报国精神，
坚定大国文化自信。 （下转二版）

航空工业首次对外发布
公益品牌整体形象

本报讯（记者　马丽元　郭美辰）
5 月 10 日，航空工业“公益品牌发布
会”在 2021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期间圆
满举行。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总经
理罗荣怀，总经理助理、党建文宣部
部长周国强，中航文化董事长、党委
书记兼总经理蔡二雨共同点亮航空工
业公益品牌形象，航空工业党建文宣
部、中航文化以及品牌合作伙伴代表
等参加发布会。

周国强在会上围绕航空工业公益
品牌构建背景、品牌内涵以及设计理
念等，全面介绍了航空工业公益品牌
整体情况。他指出，打造公益品牌是
央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
要举措，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有力
抓手，更是推动集团公司公益事业规
范升级的必然选择。

航空工业发布的公益品牌采用“主
品牌 + 子品牌”方式命名，主品牌名
称为“爱心·航空”。“爱心·航空”
统一公益品牌标志设计，从“以心为
翼，载梦飞翔”的社会责任理念出发，
以蓝色为主色调，以“爱心”“云朵”
及“飞行轨迹”为基础主视觉，以“翅
膀”为辅助元素，象征着航空工业心
系国家、心系人民，不断发挥产业优势、

探索创新、求真求实，将爱心铺洒于
茫茫苍穹与绿水青山。

航空工业公益品牌的子品牌根据
公益活动的不同主题，划分为六类，
分别是以航空科普为主要内容的“蓝
天梦想”，以公益助学为主要内容的“蓝
粉笔”，以应急救援为主要内容的“蓝
天救援”，以扶贫济弱为主要内容的“蓝
水滴”，以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蓝
天护卫”和以海外公益为主要内容的

“蓝丝带”。
航空工业是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特

大型企业，下辖 100 余家成员单位、
28 家上市公司，员工 40 余万人。集团
公司及所属单位开展的“蓝粉笔”乡村
教师培训、“航空科普进校园”“罗阳青
年突击队”“吴大观志愿者服务队”“非
洲职业技能挑战赛—ATC”“赞比亚移
动医院”等项目，获得中央文明办等
多项荣誉，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统
一公益品牌发布后，航空工业将更系
统更规范地谋划和实施社会公益活动，
不断丰富品牌内涵，赋予公益品牌更
强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央企顶梁柱作
用，在履行社会责任、建设社会公益
事业中彰显航空智慧和力量。

航空文创新品发布
暨品牌合作签约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马丽元　郭美辰）
5 月 10 日，在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期间，
中航文化对外发布航空文创新品直 20 科
技组玩具，并与多家民族企业分别签署
合作协议，共同深挖航空文化富矿，优
化品牌发展生态，为航空文化的产业化

开拓积蓄力量。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
总经理罗荣怀，总经理助理、党建文宣
部部长周国强，中航文化董事长、党委
书记兼总经理蔡二雨，以及集团公司党
建文宣部、中航文化、各合作签约单位
代表出席系列活动。 （下转二版）

AG600等国产新型航空应急装备集中与用户签约

航空应急救援联合体战略合作协议在沪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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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丽元　郭美
辰）　5 月 8 日，在长三角航空应急
救援产业发展论坛上，航空工业旗
下中国飞龙、中航租赁和中航（成都）
无人机共同签署了航空应急救援联

合体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展现了航
空工业作为国家航空应急救援装备
体系化发展主力军，积极探索新的
市场模式，率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整体解决方案，为全力推动国家航

空应急救援体系发展、维护国家安
全和提高民生福祉贡献力量的意志
与决心。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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