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战旗）昨日，记者

从“2019 中国直升机发展论坛”上获

悉，10年来，中国民用直升机产业基

地逐步形成了以天津为核心、各地

优势互补的格局。资料显示，包括

直升机产业在内的航空产业是天津

港保税区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近年

来，在空中客车、中航直升机、庞巴

迪、西飞国际等龙头项目带动下，保

税区已有 200 余个航空项目落户，

形成了集航空制造、航空维修、航空

服务、航空物流在内的完整航空产

业链。

作为世界七大直升机研发制造

企业之一，中航工业直升机总部已经

落户天津港保税区，企业负责人介绍

说：“在直升机这个行业里，从最小的

1吨多的到最大的13吨的，各个量级

的产品我们都能自己设计自己制

造 。 这 个 供 应 链 很 长 ，价 值 也 很

高。”此外，去年年底，天津直升机有

限责任公司获得了《通用机场使用

许可证》，天直临时起降点升格为 B

类通用航空机场，为其安全有效运

营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有力保障，进

一步优化了天津港保税区航空产业

发展环境。

除了“引进来”，天津港保税区直

升机企业还非常注重自身的研发。

如航空工业直升机所为改变我国直

升机预先研究长期缺少研究性试飞

支撑的局面，依托预研专用技术项

目，近期购买了一架综合试验机。“自

购飞机用于研发，在国内航空界研发

机构尚属首次。”该所“综合试验机”

技术负责人顾文标表示，此次购买这

架综合试验机的目的主要用于验证

研发数据，在试飞过程中对产品进行

验证，同时探索其极限性能。作为直

升机研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架

综合试验机将担负起我国直升机中

长期发展所需基础技术、关键技术的

主要飞行验证和演示验证的任务。

通过综合试验机平台及配套飞行、测

试、安全保障等技术的研究和建设，

为研究提供飞行试验验证支撑，实现

直升机总体、气动、结构设计、振动等

专业分析方法和技术的突破。

借助政策东风和区内企业外延

式发展路径，以飞机制造、维修以及

航空服务为突破口，天津港保税区将

进一步完善航空产业链、价值链和创

新链，打造国际航空产业聚集区。未

来，天津港保税区将着力建成中国重

要的航空产业基地，其中包括：推动

飞机维修项目，重点发展干线飞机、

公务机和直升机整机维修基地；同

时，发展航空物流，拓展通航和公务

机运营、维护、服务，建设中国北方航

空货运中心；此外，还将着力引进飞

行员培训、飞行俱乐部、飞行服务站，

建立飞行员、机务及空管等高级人才

专业培训基地；建立航空租赁和销售

结算中心，促进航空制造与航空服务

良性互动、比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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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张明庆（身份证号：1201071977****

6315），遗失道路货运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
证号：12010700200161112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花海服饰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2120116MA05T9A24C,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万俊于 2016 年 11 月 13 日在国美购

买小天鹅洗衣机TG80-1422WIDG的发票
遗失，发票号：0078987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腾飞剪艺美发中心，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20116MA05PXRP4G,特此声明作废。

时报讯（记者 战旗）近年来，通用航

空的发展势头锐不可挡，民间投资力度

不断加大，市场需求也在稳步上升。直

升机作为航空器中重要一员，其多用途

性充分凸显了它的优势。随着老业务的

加强，新业务的增加，国内通航企业也在

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不断采购新机型，

国内直升机机队的数量不断增加，飞行

小时数也比前几年有了突破性的增长。

滨海新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新区商务委正在积极抢抓天津智能科技

产业加速发展、高端制造产业规模不断

扩大的有利契机，将世界先进的直升机

安全运营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引入滨

海新区，积极带动直升机在紧急救援、医

疗转运、空中旅游、防火消防、航空测绘

与航拍行业方面的新发展，加快建设天

津直升机产业基地。同时，还将借助滨

海新区地缘优势以及天津自贸区、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政策优势，在加速引进国

际先进直升机、扩大直升机租赁业务的

同时，带动、促进新区航空相关配套智能

科技产业的不断升级与发展。

据了解，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滨海

新区将全力推动轻中型直升机规模化生

产，促进重型直升机项目落地。其中，将

构建1吨及以下、2吨、3吨、4吨、7吨、13

吨及 30 吨级全系列直升机产品，启动 3

吨级直升机立项研制，加速推进7吨级研

发进程。同时，新区将重点推进中航直

升机总部与研发基地项目建设和欧直

“小松鼠”系列轻型直升机客户化中心项

目落地，构造直升机全价值链配套体系。

昨日，记者从空港经济区中航直

升机天津产业基地看到，即将在这里

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

览会布展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参演单

位直升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彩排和演

练，各个参展国家的参展企业正在进

行最后的设备调试和场馆布置。据介

绍，本届直博会展区总面积约16万平

方米，参展国家和地区 18 个，参展企

业 415 家，参展直升机达到 53 架。本

届直博会紧跟国际展览新潮流，融入

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最新科技成

果元素，以“VR+展览”的形式加强人

机交互比重，设立实景沉浸式体验区、

“战勇”飞行体能测试区、直升机机甲

展示区等互动区域，进一步提升观赏

度，给观众全新的观展体验。

记者 贾磊 战旗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战旗）昨日，记者从

“2019中国直升机发展论坛”上了解到，

天津港保税区航空产业发展迅速——

自 2006 年 5 月空客 A320 总装线落户以

来，不断拓展国际合作、延伸产业链条，

相继引进了 50 多家航空制造项目和

100 多家航空服务项目，形成了飞机总

装、研发、维修、部附件组装、零部件制

造、租赁、物流、销售、培训、会展和服务

等全产业链，航空就业人数超过 20000

人，正在成为以国际合作为特色的航空

产业聚集区。

空客天津项目
提升中欧战略合作新高度

过去的十年，天津港保税区与中航

工业、空客公司密切合作，使A320项目

达到了预期目标。在此基础上，天津港

保税区启动了二期合作，确立了进一步

扩大合作领域，建设空客亚洲中心的目

标。目前，A320 项目转产 A320NEO 并

实现增速，今年年底将实现月产 6 架。

截至目前已累计交付A320飞机450架。

同时，建立了A330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

心，2017年9月投产运营，机型包括A330

和A330NEO，并进一步拓展A350，现已

交付A330飞机17架。值得一提的是，天

津港保税区产业配套快速发展。合作三

方确定了两大项目：一是将宽体机生产

拓展至 A350；二是在提高 A320 机翼组

装能力的基础上，在津开展机身系统总

装项目。天津中天航空工业投资公司副

总经理赵学森称，目前，天津成为全球第

四个同时具有单通道和宽体飞机生产基

地的城市，天津与空客的合作达到了一

个新高度。

直升机产业
拓展天津与航空业合作新领域

据了解，2009年1月，天津市政府与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航

工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在天

津空港经济区建设中国直升机产业核心

聚集基地，开启了中航工业与天津在直

升机领域的合作。过去十年，中航工业

直升机总部及其所属公司充分利用其在

天津的总装厂房、机库、跑道等设施开展

重型、轻中型直升机的研发、生产、维修、

通航培训等，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中

航工业与天津港保税区积极拓展航空领

域全方位合作，陆续引进了西飞机翼、航

空机电、中航国际物流、中航锦江维修、

中航赫世、中航产业基金等多个航空工

业合作项目，助推天津树立良好的航空

业界声望。

聚焦四大领域
打造航空产业合作新高地
“当前，航空产业发展进入了全面上

升期。”赵学森表示，天津港保税区将进

一步立足天津、服务全国，扩大合作领

域、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层级、构建

空客产业生态，聚焦航空制造、航空维

修、航空服务和航空物流四大领域，不断

拓展航空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努力

将天津建成国际航空产业合作聚集区、

中国航空产业新高地。

未来，天津港保税区将推进空客亚

洲中心建设。在提升生产能力方面，将

加快落实A320项目提升生产速率，A330

完成交付中心转产 A350 并进一步探讨

扩能项目；在提升配套能力方面，将吸引

客舱系统、机身机构和机载设备等供应

商来津发展；在提升工程能力方面，将提

高组装交付首型机能力和客舱客户化工

程能力，使天津成为空客在亚洲重要的

工程技术中心和创新中心；在提升服务

能力方面，将扩大在维修、培训、航材、金

融等领域的合作，促进空客进一步扩大

在华业务和市场。

同时，天津港保税区还将加快建设

直升机和通航产业示范基地。将以中航

直升机基地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合作领

域，拓展轻中型谱系的新型直升机研发

生产与国际合作。同时，充分利用现有

厂房、机库、跑道等设施，支持发展包括

直升机在内的通用航空运营、维修、培

训，推进航空应急救援产品研发、人员培

训和运营基地建设等，拓展通航产业

链。此外，还将加快临港区域通航产业

园和综合保税区的规划建设，充分利用

区位和功能优势开展飞机组装、交付、展

示销售、运营服务、专业会展、航材贸易、

金融租赁等通航全产业链。

此外，天津港保税区还将着力提升

航空高端服务水平。依托航空物流区，

加快大通关基地建设，发展航空运输、物

流、快递货代、仓储等，推动空港口岸提

效降费，大力发展空港口岸经济，建设中

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同时，聚集航空

培训产业，发展模拟机飞行培训、机务培

训、乘务培训等。此外，还将依托自贸区

和飞机租赁区优势，积极推进航空金融

创新，使销售结算、飞机租赁、资产管理

等业态聚集发展。

■ 相关链接

时报讯（记者 战旗）第五届中国天津

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今天开幕。作为直博

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

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2019 中

国直升机发展论坛”昨天在天津空港经济

区举行。来自直升机行业主管部门、使用

用户、直升机制造商和配套商、科研院所、

知名高校的300余名代表出席了论坛。

本届直升机发展论坛以“直升机与应

急救援”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森林消防、

海上救助、医疗救援等应急救援领域，从

体系建设、装备选用、政策引导、技术创

新、运营实践、未来前景等多个层面和角

度，共同研讨了直升机在应急救援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以及直升机产业如何助力国

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

员、副总经理吴献东认为，航空应急救援

事业是国家应急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近年

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加快了直升机产业

发展，形成了系列化的军、民直升机产品

谱系，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科研生产、市

场营销和维护保障体系，具备了为国家航

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供所需各型装备

的能力。未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以应

急救援需求为牵引，逐步提高国产直升机

综合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天津直博会今天开幕 2019中国直升机发展论坛昨在空港举行

聚焦“直升机与应急救援” 天津首届“直博商旅节”开幕

观直博游空港

时报讯（记者 战旗）灯光璀璨，激情炫

酷！10月8日晚，“空港欢乐GO主题舞台灯

光秀”暨天津市首届“直博商旅节”开幕式，在

天津空港经济区复地活力广场举行，吉祥物

“保保”和“港港”首次亮相。作为第五届中国

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的一部分，首届商旅

节不仅内容丰富、互动性强，还将持续月余，

能让广大游客更好地“观直博、游空港”。

据了解，自 9 月 26 日开始的商旅节将持

续到 10 月 20 日，其间，不仅有结合空港商业

特色、配合直升机之夜的津门民间文化展示、

津门特色小吃售卖、啤酒节、国际奢品秀等活

动，主办方还精心准备了依托湖岸文化的“天

津直博会 空港欢乐GO”环湖室外主题秀。

5个主题线路、6个上线新景
点、14个参观点位

空港工业游 点亮直博会
时报讯（记者 战旗）近日，由天津港保税

区商务局、社会发展局，天津中国国际旅行社

联合主办的“空港工业游 点亮直博会”活动

暨工业游集中上线发布会成功举办。

本次空港工业游活动是以第五届中国天

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为契机，将 5 个主题线

路、6 个上线新景点、14 个参观点位作为工

业游的主要活动内容。其中，主题线路包括

航空航天线路“空客 A320—天津长征运载

火箭—中航直升机基地”、食品加工线路“桂

发祥十八街麻花—伊利乳业—利民—万寿

家”、生物医学线路“奥维森—中科院”、智能

科研线路“科大讯飞—鲸宇科技—恒银”及轻

工品牌线路“海鸥手表—天津纺织博物馆”。6

个上线新景点包括直升机基地、中科院工业

生物研究院、奥维森、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恒

银金融和鲸宇科技。

乘坐专线公交车直达现场 自
驾更有免费停车位

参观直博会 出行方式多
时报讯（记者 战旗）备受瞩目的第五届中

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将于 10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天津空港经济区举办，其中后两日将

对公众开放。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到直博

会现场也成为市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记者

从直博会组委会获悉，本届直博会将提供地铁

站专线公交车和免费停车位，以保障市民和游

客方便、快捷地参观天津直博会。

公共交通
地铁站公交专线直达展区

本届直博会期间，组委会安排了从地铁2

号线空港经济区站至展会现场的专线公交

车。市民乘坐地铁2号线到空港经济区地铁站

后换乘专线公交车，即可直达展会现场。展会

期间，公交专线每天早上8点至下午5点半运

行，高峰时段15分钟一班。如果在空港经济区

地铁站错过了专线公交车，也可以选择乘坐公

交692路，该车高峰时段发车间隔6分钟，平峰

15分钟。此外，途经“中航直升机产业基地”站

的 511、516、136、528 四路公交车不受限行影

响，可直达“中航直升机产业基地”站。

自驾出行
免费停车后专车接送至展区

本届直博会提供了约 4000 个免费停车

位，自驾出行的观众可在位于经一路的停车场

和纬十路、西十四道、西十五道路边泊位免费

停车。此外，为进一步方便游客参展，10月12

日至13日公众日期间，停车路段沿线将设置

接驳车辆，免费接送游客往返直博会现场（接

驳车不接驳经一路停车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对“天津大

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0万吨/年苯乙烯

项目蒸汽保障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

行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http:
//www.daguchem.com/shownews.asp?
id=444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

daguchem.com/shownews.asp?id=393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

告查阅方式：现场查阅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邮

箱：gaojianguo@daguchem.com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50万吨/年苯乙烯项目
蒸汽保障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

新区直升机产业大有可为

天津直博会 满满新科技

天津港保税区
航空项目超200个
已形成完整航空产业链

创新集聚 提升层级

保税区加快建设航空产业合作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