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安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有 3300 多年的

建城史，500年建都史，是早期华夏文明的中心之
一，是中华第一字——甲骨文的发现地，是世界
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的出土地，是
中华第一经——《周易》的发源地，还是三皇五帝
中的颛顼帝和帝喾帝的建陵之地。这里有世界
文化遗产——殷墟、中国的庞贝古城——三杨庄
汉代遗址、震惊世界的曹操高陵，以及世界唯一
一座以文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武丁中
兴、妇好请缨、西门豹治邺、曹操建邺、岳母刺字
等名人轶事都发生在安阳。

（二）安阳风光秀丽，和谐宜居，是知名的旅
游目的地。安阳西倚雄奇险秀的太行山，东连一
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境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
国家 A 级景区 16 处，其中，5A 级景区 1 处，4A 级
景区 6 处，3A 级景区 4 处。有举世闻名的人工天
河——红旗渠，世界知名的滑翔攀岩基地——林
滤山，北雄风光最胜处——林州太行大峡谷，以
及五龙洞国家森林公园、汤河国家湿地公园等著
名旅游景点。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
魅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三）安阳工业基础雄厚，环境良好，是投
资兴业的宝地。安阳是河南省重要的工业基
地，初步形成了冶金建材、装备制造、煤化工、
食品医药 4 个主导产业和纺织服装、电子信
息、新能源 3 个优势产业，规划建设了 8 个产业
集聚区、20 个专业园区、1 个省级循环经济区，
集聚工业企业 1245 家。目前，正在依托苏氏
精密制造产业园，打造全国航空零部件产业基
地。同时，安阳市在全省率先实行项目联审联
批联办联席制度，将全力打造服务“高地”，投
资“洼地”和“兴业”宝地。

安阳具有得天独厚的航空资源优势。安阳
拥有 4420 平方公里、3000 米以下的低空开放空
域，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安阳林滤山国际滑
翔基地，是世界上知名的滑翔基地，有着“世界一
流，亚洲第一”和“滑翔胜地”的美誉。每年除二
三月份风季外，其余常年可以飞行。

（四）安阳具有快速发展的通用航空产业。
目前，已有 12 家通用航空企业落户安阳，高

安航模、揽羽模型生产的航模器材，产品畅销欧、
美、日、韩等地。安阳神鹰公司组装生产的轻型
飞机，在 2008 年珠海航空展隆重亮相并赢得一
致好评。同时，安阳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直升机
4S 店，引进了无人机、大型航
模、飞机螺旋桨等产品的
生产企业。

安阳具有充足的技术
人才支撑。安阳航校被称
为中国航空体育的“黄埔军
校”，具有中国民航局认可
的 签 发 飞 行 执 照 的 资
格，为多个国家和地
区培训了优秀的
飞行员、赛事教
练 和 裁 判 员 。

安阳工学院开设了本科飞行技术专业，已连续招
收两届飞行员；安阳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专科航
空学院，开设了 4 个专业，第一批学员马上要毕
业。同时，还引进了白云通航航空紧急救援人才
培训基地、中航文化国际航空人才培训基地等项
目，初步形成了学历教育、专业培训、社会培训和
青少年活动相结合，以及从飞行员到空乘，再到地
勤维修、保养等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体系。

安阳具有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从1992年至
今，安阳市依托林滤山滑翔基地，成功举办了20余
次国内外重大滑翔伞、跳伞等比赛。安阳市还有中
国航协最大的航空俱乐部和航空体育训练、比赛中
心，承担国内外跳伞、直升机、热气球、动力伞等航空
运动项目的训练比赛、航空表演任务。这些都为安
阳市积累了丰富的赛事组织、管理经验和组织经验。

安阳具有战略层面的政策支撑。目前，安阳
市航空运动之都和低空经济试验区发展战略已
作为《中原经济区安阳发展纲要》的第八大战略，
列入河南省“十二五”规划，豫东北机场建设选址
已经确定。2012年，安阳被中国民航局确定为全
国通用航空产业园区试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的深入实施，将为安阳市在人才培育、产
业发展、开放招商等方面带来更多的机遇。

安阳具有周密细致的前期准备。为了保障
这次活动安全、有序、顺利进行，安阳市委、市政
府成立了高规格的筹备委员会，按照“高标准、严
要求、零差错”的要求，对赛前各项工作进行了详
细的安排部署，场地建设、气象、医疗救护服务、交
通、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
展。同时，安阳市还招募培训了 200名志愿者，负
责信息咨询、秩序维护、残障人援助等工作。目
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安阳市有信心将活
动办得特色鲜明、井然有序、安全喜庆。

安阳有精彩的航空赛事和丰富的文化、经
贸活动，游客不仅可以挑战航空运动的极限，实
现飞翔蓝天的梦想，还可以享受一场独特的文
化盛宴。

（五）近年来，安阳市围绕打造航空运动之
都，不断提升办节理念，注重深化节会内涵，深
入拓展节会领域，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已成为
安阳及全省规格较高、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重
要节庆活动，成为安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重
要品牌活动。第六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集文化、体育、旅游和经贸于一体，内容丰富，安
排紧凑，亮点频现，参与性强，主要内容包含航
空运动、通用航空、文化旅游活动和商务活动 4
部分 19项。

太行起舞，洹水迎宾。素有“豫北
咽喉、三省通衢”之称的安阳，敞开双
臂，欢迎各界有识之士了解安阳，走进
安阳，领略航空运动的无限魅力，体验

“航空运动之都”的亮丽风采。
我们相信，建设航空运动之都战

略的深入实施，必将使安阳插上腾飞
的翅膀，在低空经济的大潮中，

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中 华 文 明

从 安 阳 走 向 世
界，安阳航展让
世界走进安阳。

（一）“一渠绕群山，精神动天下”。
林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太行山东麓、晋冀豫三省交界处，1994年 1月撤县设市，总

面积 2046平方公里，辖 16个乡镇、4个街道办事处和 1个国家级开发区，542个行政村，30
个居委会，人口 105万。综合经济实力位居河南省 108个县（市）前十强，是全国廉政教育
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先后荣获中国产业百强县（市、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
家AAAA级旅游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县（市）、国际滑翔基地、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
国家星火技术密集区等荣誉称号。

2013年全年生产总值完成 424.1亿元，增长 9.5％；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2.7亿元，
增长11.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99.4亿元，增长32.1％；农民人均纯收入完成12613元，增
长 12.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21219元，增长 10.7％。初步预计，2014年一季
度全市生产总值 105 亿元，增长 8%；工业增加值 82 亿元，增长 7.8%；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77亿元，增长11.9%；农民人均纯收入3651元，增长12.0%。

（二）二十世纪 60年代，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苦干十年，在太行山悬崖绝壁上开凿
了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孕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的红旗渠精神；二十世纪 80年代，十万大军出太行，匠乡劲旅遍布全国；二十世纪 90年代，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市办工业蓬勃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推进。勤劳智慧的林州人民，在青
山绿水间谱写了“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的创业三部曲。2011年新华社长篇通讯《守望
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刊发，揭示了红旗渠精神“难而不惧、富而不
惑、自强不已、奋斗不息”的当代特征。

（三）林州工业基础雄厚。矿产资源丰富，拥有煤、铁、石英砂、白云石、含钾砂页岩等
32种矿藏。依托资源优势,林州工业形成了钢铁、铝电、煤机、汽配和高新技术五大产业集
群。红旗渠经济开发区是中西部县域唯一一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3年，全年工
业总产值完成1040.2亿元，增长9.7%；工业增加值完成239.7亿元，增长10%。

今年 4 月 11 日，在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会议上，林州市被授予“2013 年度县
（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评价先进县（市）”称号，林州市产业集聚区被授予“河南省十
强产业集聚区”称号。

（四）近年来，林州市按照“以路扩城，以改建城，以绿美城、以水活城，以产兴城”的城
市发展战略，城市建设，特别是城市绿化和水系建设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目前，城市绿
化覆盖率36.62%，绿地率32.5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0.2平方米。

水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品位的象征。2012年至今，林州市投资 2.7亿元，对铁牛
沟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建设龙湖·龙头山城市公园，全部工程计划 5年内完成。全部建成
后，龙湖·龙头山公园将成为林州集休闲、娱乐、旅游、观光于一体最大的城市公园。

（五）林州旅游产业前景广阔。
“百里画廊”大峡谷气势磅礴，人工天河——红旗渠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林滤山国际

滑翔基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拥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 4A级旅游区、国家森林公
园等 19个国字号旅游品牌，形成了以“一红（红旗渠红色教育游）一绿（太行大峡谷绿色生
态游）一蓝（蓝天滑翔运动游）”为主导的特色旅游产业。先后有 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
要首脑和数以万计游客前来参观。

林滤山国际滑翔基地位于林滤山东侧的断层崖面，被国际航协秘书长海勒先生誉为
“亚洲第一，世界一流”。自 1992年以来，多次在这里举办国际国内滑翔伞比赛。现在，林
州利用这一优势，每年举办一届国际滑翔赛，已将其办到世界性的永久体育赛事，并以此
为依托举办国际滑翔旅游节。

2013年，在全国旅游行业低迷的形势下，全市共接待游客 487.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10.3亿元，分别增长 14%和 22%。其中，太行大峡谷景区游客和收入分别增长 35%
和 45%。韩国游客由 2012年的 2.2万人次增加到 6万人次，成为继张家界、黄山之后接待
韩国游客最多的山岳型景区，被韩国观光协会评为“韩国游客最喜欢的中国名山”。

旅游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红旗渠分水苑景观工程和纪念馆新址主体完工，青年洞
入口廊桥、连线工程等建成投用；太行大峡谷景区漂流项目建成并进行试漂；桃花谷景区
栈道升级改造顺利完工；航空运动主题公园航空培训中心建成投用；红旗渠干部学院建成
投用；两个冬季旅游滑雪场建成开业；天平山景区天平飞瀑观光电梯投入运营；露水河景
观桥、红旗渠迎宾大道、渠畔路等新改建工程竣工通车，旅游畅通工程全面完工。

（六）如果您是飞行爱好者，那么，请到林州来吧。
林州市在建的通用航空起降场占地 1000亩。建成后，可以满足小型公务机、运 12、运

5、塞斯纳 172等小型固定翼航空器和中、小型直升机起降和飞行运营的需求。围绕机场
的运营将开展机场服务、通用航空运营、运营综合保障、航空器销售、专业人员培训、航空
运动等一系列通用航空产业活动，广泛开展固定翼和直升机私、商照飞行驾驶培训业务，

并向社会提供通用航空器的起降、停泊、维修、养护等服务。
滑翔伞项目也是林州航空运动俱乐部的一个重要

项目。林州市投资 2000余万元，建设完成了滑翔初级训
练场和轿顶山二号国际滑翔基地的上山道路和配
套设施。2012年滑翔伞亚锦赛试飞仪式在轿顶山

二号国际滑翔基地成功举行。
亲爱的朋友，好客的林州人民欢迎您！

主办单位：河南省民航办、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旅游局、安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安阳市人民政府、安阳德宝置业有限公司、河南贯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林州市人民政府、中航天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安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安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中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安阳航空运动协会、林州滑翔协会、安阳全丰植保科技有限公司、安阳高安模型有限公司、安阳揽羽模型有限公司

活动时间：2014年5月25日—5月27日

安阳：一座会飞的城市

林州——红旗渠的故乡

①①

古都安阳逢盛事 洹水太行迎嘉宾
第六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25日盛大开幕

第六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活动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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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5月25日

9：00

5月25日-

5月27日

5月25日

5月25日-

5月27日

5月25日-

5月27日

5月26日-

6月1日

5月24日-

5月25日

名 称

开幕式暨安阳市重大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

2014年中国（安阳）国际

通用航空装备博览会

全国通用航空企业运营交

流会

安阳市青少年航空运动风

采展

航空表演

每日10：00-15：00

第六届安阳林滤山滑翔伞

公开赛暨第四届“海峡杯”

滑翔伞交流活动

第二届安阳市青少年航空

模型比赛暨安阳市青少年

纸飞机竞技大赛

地 点

安阳国际会展中心

安阳市民文化广场

安阳华强建国酒店

安阳国际会展中心

安阳市民文化广场

林滤山国际

滑翔基地

安阳市第八中学

类别

开幕式

通用

航空

活动

航空

运动

赛事

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

①翱翔蓝天

②直升机表演

③比翼齐飞

④林州飞机场塔台示意图

⑤世界文化遗产地——殷墟

⑥三角翼表演赛

⑦百里画廊，云蒸霞蔚——太行大峡谷

安阳精品游安阳精品游：：““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殷墟—““人工天河人工天河””红旗渠—红旗渠—““北雄风光最胜处北雄风光最胜处””太行大峡谷—林滤太行大峡谷—林滤山国际滑翔基地山国际滑翔基地
主题特色游主题特色游：：文化安阳游文化安阳游：：殷墟—羑里城—中国文字博物馆—马氏庄园殷墟—羑里城—中国文字博物馆—马氏庄园

山水安阳游山水安阳游：：太行大峡谷—红旗渠—太行屋脊—天平山太行大峡谷—红旗渠—太行屋脊—天平山
历史安阳游历史安阳游：：岳飞庙—袁林—二帝陵—曹魏高陵岳飞庙—袁林—二帝陵—曹魏高陵

安阳旅游安阳旅游精品线路精品线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本版文图由安阳市外宣办、航办、旅游局和林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时 间

5月上旬

5月25日-

5月27日

5月25日

5月25日-

5月27日

5月1日-

6月10日

5月25日晚

5月中旬

5月下旬

55月月2525日日--

55月月2727日日

55月月2323日日--

55月月2525日日

名 称

飞越魅力安阳动力伞拉力赛

暨安阳职业技术学院植保动

力伞学员毕业汇报表演

安阳市文化旅游精品

展示交流会

安阳市广场舞大赛

安阳豫剧精品展演

安阳航空文化旅游摄影大赛

第六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

游节开幕式晚会

韩国万人游安阳活动

启动仪式

十大旅游名网看安阳

邮票发行及珍贵邮票展览

商务考察洽谈活动

地 点

安阳市各县区

安阳国际会展中心

安阳两馆广场

安钢剧院

安阳市活动各场地

安阳国际会展中心

林州市

安阳市内

安阳国际会展中心

安阳市

类别

航空

运动

赛事

文化

旅游

活动

经贸

招商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