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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重工航空业务2020年亏损低于预期

三菱重工（MHI）日前透露，
国防与航天部门全年亏损低于预期，
不过其“空间喷气”（SpaceJet）
支线飞机项目仍将在近期内冻结。
截至 3 月 31 日的年度财务报告显
示，该部门的运营亏损为 948 亿日
元（8.71 亿美元），低于去年同期亏
损 2090 亿日元。

2020 年 10 月，由于其本已亏
损的 SpaceJet 支线飞机项目面临
着新一轮的进度延期，MHI 暂停了
该飞机项目，并实施了大幅度的预
算削减，使 MHI 的全年损失从上
一年的 2630 亿日元削减至 1610 亿

日元，在其预期的 1200 亿日元范
围内。MHI 透露，它将在本财政年
度（2022 年 3 月 31 日结束）继续
进行其 SpaceJet 飞机项目的型号
文书认证活动，并评估项目重启的
可能性。

新冠肺炎疫情对 MHI 的飞机、
国防与航天部门的收入产生了重大
影响，MHI 透露，虽然其国防业
务收入增长了近 11%，但其商用
航空业务收入却下降了近 1/4。剔
除 SpaceJet 飞机项目后，该部门
的全年营业利润为 214 亿日元，几
乎只是上一财年的一半。MHI 的商

用飞机结构业务部门是波音 777 与
787 飞机项目的一级供应商，但由
于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反弹，该
部门的收入复苏进程显得乏力 ；只
有航空发动机业务在下半财年实现
了稳定的收入现金流，完成了目标。
MHI 认为，航空发动机行业正在稳
步复苏，预计到 2023 年，其营收
才能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 ；航空
结构业务需求则将继续保持匀速发
展状态，预计在 2024 年后才会完
全恢复。

� （吴佳茜）

空客公司公布Vertex直升机
自主飞行系统研究项目

日前，空客公司公布，其正在
开展一个名为 Vertex 的直升机全
自主飞行能力研发项目，预计将于
2023 年开始飞行验证。

该项目使用的飞行实验室平台
为一架改装的 H130 直升机，通过一
块触敏屏实施控制。一名飞行员将
通过触敏屏设置飞行目的地并在系
统推荐方案中选择合适的飞行路线。
随后，直升机将设置导航系统和路
线，随后起飞，按照预设的飞行路
线飞行，最后着陆。该技术还具备
障碍物探测能力，可在低速、低空
飞行时自动探测并规避飞行路线上
的障碍物。

空客公司表示，Vertex 是其城
市空中运输系统实用化的关键技术，
同时也将应用在其现有的旋翼机产
品线上。

Vertex 系统的组成包括一套先
进传感器、摄像机和激光雷达组成
的探测系统，用于为飞行器提供其
所处的环境状态的实时数据。其中
激光雷达是该系统的关键，用于探
测周边物体的距离。Vertex 计划使
用 Luminar 技术公司正在研发的下
一代激光雷达。

Vertex 使用 2 台机载计算机，
一台用于视景系统，一台用于航电
系统，每台计算机的计算能力都是
当前产品的 500~800 倍。2 台计算
机将处理各种传感器获取的数据，
并通过算法识别障碍物，构建三维
地图，识别直升机停机坪，最后完
成飞行规划并对全电传飞控系统实
施操纵。

最后，为了让飞行员不用全程
盯着腿上的平板，Vertex 包括一个
眼镜形式的头盔显示器。

在 Vertex 运行期间，飞行员仍
然可以随时改变航线，只需要在触
摸屏上点击新的目的地即可。飞行
员仍然是飞行过程中的最终决策者，
自主飞行技术只是为其提供决策支
持、加强飞行安全性的辅助手段。

空客公司目前已经在飞行实验
室上完成了 30 小时的飞行试验，用
于测试旋翼防撞系统（该系统将在
今年年底投入市场），探索如何降低
直升机噪声，以及推进基于数字式
加速度计的健康及使用监控系统的
成熟。

此外，约有三分之一的飞行时
长用于搜集 EAGLE（自动导引及
着陆扩展之眼）图像探测系统数据。
该系统使用一个陀螺稳定摄像机来
探测并分析直升机周围环境，其采
集的图像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处理并
发现其中的关键区域（可飞去的区
域或需飞离的区域）。目前进行的验
证飞行中，并未将 EAGLE 系统与
直升机飞控系统链接，空客公司指
出，实现 Vertex 自主性的下一步工
作是在飞行实验室上加装第三个驾
驶员座位并安装控制杆，用于向飞
控系统提供电子输入信号。这些工
作将在明年开始。

完整的 Vertex 系统验证飞行将
完全由平板电脑操纵，空客公司透
露，通过大量使用仿真技术来测试系
统和训练飞行员，希望能够在 2023
年初在 20 飞行小时内实现 Vertex
计划的目标。

空客公司还表示，空客正在与
EASA 讨论确定安全性增强系统的
可靠性需求，理论上可以放松对该
类系统的故障率要求。� （李昊）

一季度我国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近40%

工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
一季度，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
长势头，增加值同比增长 39.9%，
前两个月实现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7.1 倍。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综合制造能力的重
要体现，也是反映经济运行状况
的晴雨表之一。

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在
产品、技术创新上不断取得突破，
全产业链布局能力不断提升，高
端化、大型化、智能化设备加快
推出。

不久前，全球工程机械 50 强
峰会组委会和《中国工程机械》
杂志发布的“2021 全球工程机械
制造商 50 强”榜单上，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等 11 家中国企
业上榜。

工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
工程机械、载货汽车等投资类产
品产量增速均超过 70%，既反映
了各地生产和开工建设的回暖，
也体现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
提速。� （张辛欣）

赛峰集团和Pyroalliance公司
共同开发电动飞机高压断路器解决方案

日前，赛峰集团与电气设备供应商 Pyroalliance 公
司合作，为包括电动垂直起降（eVTOL）飞机在内的未
来电动飞机上的大功率电网开发紧急电气停机解决方案。
高压断路器解决方案适用于带有电动推进系统的飞机，
其电网的电压范围为 800~1200 伏。这些解决方案具备
“毫秒级”超快速使用特性，可在发生电力故障的情况下
为机载电网提供瞬时保护。

本次合作的一半资金来自法国民航局的“民航恢复”
计划，目的是电力推进系统的保护技术成熟。赛峰集团
和 Pyroalliance 个计划开发和测试烟火高压断路器原型，
在 2022 年之前证明其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并在 2023 年
实现大规模市场应用。

除了对空中出租车市场感兴趣之外，赛峰集团还在
为其电动和混合动力飞机上的电气和电力产品寻求应用。
赛峰集团还曾在 4 月宣布将支持 Bye 航空公司 eFlyer�
800 飞机的推进器设计，这是一种用于支线运输的 8 座
全电动双涡轮螺旋桨飞机。� （纪宇晗）

今年适逢建党 100 周年，因此红
色旅游的融合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再次
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旅游出行业的
新一轮的热点聚焦。

多家航空公司增开红色旅游航线

今年夏航季，海航执飞红色旅游
航线约 190 条，航线覆盖全国主要革
命老区，日均航班量约 300 班次，日
均运送旅客近 3 万人。其中，仅海南
航空、北部湾航空、天津航空、祥鹏
航空、福州航空等独飞的航线 122 条；
2021 年新开北京—百色、天津—延安、
成都—延安、宁波—赣州、大连—赣州、
广州—三明等红色航线 60 余条，涉及
陕甘宁、赣南、左右江、沂蒙等革命
老区，通达北京、广州、深圳、成都
等 30 余个主要城市。海航在赣州机场
的市场份额近 80%，是赣州机场最大
的承运人，旗下天津航空、祥鹏航空、
福州航空等与赣州机场深度合作，拓
展航线通达成都、重庆、郑州、西安
等 19 个城市，助力中央苏区红色旅游
高质量发展。

中国南方航空发布消息称，将推
出红色旅游定制游服务。目前，该航
司已推出“上海、嘉兴 3 日游”“南昌、
井冈山、瑞金 3 日游”等多条红色旅
游路线。“近年来，随着各类红色旅游
活动全面展开，红色旅游也有望成为
疫情后江西旅游市场复苏的引擎。”江
西省文旅厅智库专家、江西省旅游协
会副秘书长李志强认为，随着红色旅
游服务基础设施的完善、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及新生代消费者的崛起，除传
统红色教育培训活动外，红色旅游呈
现定制化趋势。

东航江西分公司结合市场形势和
江西特点，全力打造红色之旅。为提
高江西省内旅客的出行效率，提供差
异化产品服务，发挥东航江西省内航
网优势，推出“自由飞—江西通”红
色旅游主题产品，实现省内自由签转，
助力旅客便捷出行。�

湖南航空联合同程旅游打造了“空
铁联运红色旅游”项目，红色首发团
从无锡搭乘湖南航空精心准备的红色

主题航班抵达长沙后，通过空铁联运
方式，乘坐高铁专列前往韶山。本次
航班为“游中华，感受百年荣耀”红
色首发团，无锡—长沙也是湖南航空
的精品航线之一，在客舱布置上特意
将行李架贴、头枕片统一换成红色主
题内容，让红色旅游的氛围包裹着整
个客舱。

从春秋航空河北分公司获悉，为
了让广大旅客在欣赏秀丽风光的同时，
重走革命之旅、学革命历史课，春秋
航空新增恢复石家庄至南京、南昌、
贵阳、大连等多条红色旅游航线。据悉，
春秋航空河北分公司在石家庄正定机
场运力为 16 架，航线达 40 余条，通
航石家庄至上海、昆明、厦门、成都、
重庆、深圳、广州、深圳等大中小城
市航线。

早在 4 月 24 日，延安机场公司
以迎接建党 100 周年为契机，优化完

善航线网络，重点打造特色航线航班，
先后新开哈尔滨、西昌航线，加密成
都、遵义、南京航线，恢复武汉、济南、
桂林、大连等航线航班，使得全年累
计运营航线达 27 条，通达城市 29 个。
“五一”期间，延安机场加开了延安到
上海周五、周日直达航班，全面恢复
呼和浩特—延安—三亚、呼和浩特—
延安—武汉、重庆—延安—太原航线。

乘坐国产民机重“走”长征路

5 月 11 日，一架 ARJ21 飞机从
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上午 9 时 10 分
降落至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机场。至
此，国产 ARJ21 飞机全面贯通了红军
万里长征之路的井冈山、遵义、西昌、
延安四大红色航线，成都航空构建起
了红色精品旅游航线网络，追寻红色
印迹、传承革命精神有了更为便利的
通道。

据了解，新开通的红色航线首航
航班，航班客舱内也进行了一番精心
布置和装饰，座椅头片、行李架统一
为红色背景，上面“走进国产民机，
感受中国力量”标语格外醒目，也彰
显了国产民机 ARJ21 执飞红色航线的
意义，带给旅客与众不同的体验。

ARJ21 飞机作为我国首款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支线客机，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在首家用户成都航
空开启商业运营。商业运营近 5 年来，
成都航空已拥有最大的 ARJ21 机队
规模。先后为其开通了包括一般高原
航线、延伸跨水航线、特殊机场航线、
国际航线在内的 92 条干支结合航线，
通达上海、成都、哈尔滨、符拉迪沃
斯托克等 62 座国内外城市，安全运输
旅客逾 170 万人次。

据悉，依托于红色航线网络，成
都航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民航和大

飞机事业发展，已推出研学交流、红
色观光等多款红色旅游定制产品，航
班保障、培训教育、红色观光等均可
提供专人定制服务，丰富多彩的红色
旅游产品可满足人们多样化红色文化
旅游需求。

多地推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近日，“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
精神”重庆红色旅游年全国旅行商推
介活动在重庆市举行，全国 40 个省
市的 70 余家旅行商参会。活动中，重
庆市发布了 20 条重庆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覆盖红色旅游景区、纪念馆、革
命遗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
据介绍，重庆市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
和旅游资源，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423 处，登记备案革命纪念馆 27 家，
馆藏革命文物 29374 件，各级各类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208 个。

5 月 11 日，2021 年贵州红色旅
游年在习水县正式启动。遵义市、毕
节市、铜仁市为广大旅客推出 18 条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追寻红色足迹，体
验红色史诗。贵州是红军长征途经的
重要省份，红军长征足迹遍及贵州 60
余个县 ( 市、区 )。

日前，浙江上虞乡村振兴之旅红
色线路发布。下一步，上虞区将以这
6 条红色线路为载体，持续挖掘红色
文化内涵，加强线路品质提升，注重
教育效果体现，让每一条线路都发挥
出应有的红色价值，引导人民群众就
近就便追寻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从而唱响红色旅游感召人、激励人、
鼓舞人的主旋律，增强党史学习教育
的感染力和渗透力，真正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入脑入心。

今年一季度，甘肃省接待游客
3882.7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58.3 亿元，较 2020 年同期分别增
长 219.6% 和 200% ；已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77.6% 和 73.1%。甘肃
文旅复苏，红色旅游日渐升温 ；该省
还充分挖掘当地特色红色资源，创新
融合推出新路线新玩法，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中国年轻群体“打卡”游玩。

旅游平台上线红色旅游频道

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2020
年我国红色旅游出游人数超过 1 亿人
次，整个“十三五”期间，红色旅游
出游人数保持稳定增长，在全国国内
旅游市场中维持在 11% 以上的市场份
额。今年以来，国内旅游逐渐恢复之
后热度空前，红色旅游也成为热门的
旅游主题吸引了大量的旅行者。携程
集团联合新华财经在 5 月上旬发布的
《2021“五一”旅行大数据报告》显示，
“红色旅游”关键词在五一期间环比 4
月同期提升约 7 倍。对比 2019 年同
期，携程红色旅游景区订单量实现约
375% 的增长。诸如圆明园、中山陵
景区、中国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广场、
狼牙山成为热门红色旅游景区。

携程今年初与新华网联合发布了
百条红色旅游产品，将红色景点与沿
线风物结合，覆盖北京、上海、山西、
河北、陕西、甘肃、宁夏、重庆、四川、
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浙江、安
徽、山东、江苏、江西、福建、湖南、
新疆等国内 21 个省市区、108 个城市，
约 200 个红色景点，几乎涵盖全部著
名革命圣地、红色目的地。

携程正式发布上线“重温峥嵘岁
月，追寻红色之旅”红色旅游频道。
联动目的地政府，通过点亮中国红旅
游地图、建设目的地红色旅游文化馆、
发布红色旅游热门榜单等创新传播方
式，将红色旅游目的地充分展示在携
程国内外数亿用户视野，为目的地打
造强流量传播阵地，扩大当地红色旅
游影响力。

5 月 10 日至 11 日，洪旅集团和
岳阳青年国际旅行社联合邀请来自湖
南省的 30 余家渠道商代表齐聚洪旅集
团各景区进行“红色行�”�实践教育线
路考察活动，打造两地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洪旅集团注册成立了洪湖党史
学习教育服务中心，利用洪湖得天独
厚的红色资源，立足于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为社会提供高标准的
党史学习教育服务。� （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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