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2日，迎着明媚的阳光，记者来到安阳航校
采访。占地2.4平方公里的航校飞机场上视野辽阔、
绿草茵茵。远处几顶降落伞正在徐徐下降，像点缀在
蔚蓝天空中的彩色花朵。安阳通用航空公司助理周
晓壮说，这是国家跳伞队正在训练，每年的4月到10
月，国家跳伞队都会来这里集训。

十几分钟后，跳伞队员们准确降落在规定地点。
张玲是省航空运动管理中心的专业跳伞运动员，
2011年入选国家队以来，已经连续 7年来安阳参加
集训了。她告诉记者，安阳的飞行保障能力特别强，
可以说是想飞就能飞。全国的跳伞冠军都曾在这里
集训过。今年国家跳伞队一共来了24名运动员，备
战11月份的亚锦赛，目标就是亚洲冠军。

除了备战亚锦赛，张玲还将参加今年第九届安阳
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中的空中跳伞表演赛，届时将有
6架飞机搭载100多名运动员一起跳伞，冲击吉尼斯
跳伞表演记录。

在安阳，飞翔不再是少数人的梦想，运动员可以
实现冠军梦，普通人也可以实现飞翔梦。

安阳工学院飞行学院自2012年开始正式招收飞
行学员，去年第一批民航飞行学员16人已经毕业并
在昆明、顺丰航空公司顺利就业，今年即将毕业的第
二批22名飞行学员也都拿到了飞行驾照，正在准备
毕业论文和答辩。飞行学院院长杨庆祥说，学院在原
有航空专业的基础上，新增设了航空物流与航空安保

专业，提升了实验室硬件建设，并在去年10月份购买
了一架波音737整机作为航空实物教具。

在杨庆祥的指引下，记者在学院东南角见到了这
架波音737飞机。民航机务工程大一班的学生正在进
行现场教学，教师叶龙海讲解了机翼、水平尾翼等飞机
的基本构成和工作原理。谭占濮是该班班长，他告诉
记者，能来这里学习，真是太幸运了，没想到学校真的
有一架飞机，学习起来感觉更直观，对自己今后的发展
充满信心。

目前，安阳航校、安阳工学院、安阳学院、安阳职
业技术学院都开展了航空相关的培训教育；全丰植保
从事无人机驾驶员的培训业务；河南贯辰、河南中宇
通用航空公司和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分别开展飞行
员、滑翔伞、三角翼、动力伞等培训业务。安阳市已经
形成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相结合，多学科共同发展的
人才培养体系。

时间长河缓缓流逝，璀璨精华悄然沉淀。5月27
日至 30日，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即将精
彩绽放。“航空运动之都”安阳诚邀八方宾客齐聚盛
会，释放激情、放飞梦想，尽览通航前沿的无限风光。

正如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所说，航空运动文化旅
游节已经成为安阳的城市品牌，成为展示安阳形象、
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助
力安阳经济发展，相信安阳的通航产业一定能够在河
南做大做强！15

缓解出行压力 提升城市形象

安阳加快建设公交港湾和候车亭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闫明）为了缓解出行压力，提升城市形
象，今年3月以来，安阳市在市区主干道改建公交港湾。预计5月20
日前，89处公交港湾将全部改造完成；5月 25日前，配套建设48个
新式公交候车亭，剩余的候车亭也将于6月中旬全部完成。

记者从市城建指挥部、市公交公司获悉，继去年对中华路、文明大
道等26处公交站台进行港湾式改造、新建86组候车亭后，今年又对
朝阳路、人民大道等11条道路上的89处公交站台进行港湾式改造。

为了赶在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前完成改造项目，市城
建指挥部、市住建局等相关单位通力配合，在保证施工质量和扬尘治
理的前提下抢抓工期，施工人员分成两组，按照工程进度昼夜施工。
预计在5月20日前，89处公交港湾将全部改造完成。改造完成的公
交港湾经过验收后，将陆续移交市公交公司进行公交候车亭的建设。

公交候车亭是城市公交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仅在功能上
满足广大市民的出行要求，造型美观的公交候车亭也逐渐成为城市
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市公交公司营运处处长任运臣说，公交候车亭在设计时会充分
考虑其所在路段的文化特点，比如说人民大道西段靠近殷墟，设计
时就加入了甲骨文元素，显出该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安阳东区则
处处体现出勃勃的生机，我们就在中华路上设计了时尚的现代候车
亭，同样今年的候车亭也将在原来的设计理念上进一步创新，达到
提高整个城市品位的目的。

目前，市公交公司正在对已完成交接的公交港湾加紧施工安装，
预计5月25日前，在89处公交港湾设立公交站牌，并建成其中48个新
式公交候车亭，剩余的候车亭也将于6月中旬全部完成。15

“天地图·汤阴”

让城市管理更聪明
让百姓生活更便捷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郭佳佳）打开汤阴地图公
众服务网站，医疗卫生、公共安全、住房保障、城市交通、人居环境等一
目了然。5月16日，记者从汤阴县国土局了解到“天地图·汤阴”公众版
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正式上线，开始进行试运行。这一权威地理信息公
共支撑平台的发布，标志着汤阴县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迈向一
个新的台阶，在全市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工作方面也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据了解，由汤阴县国土局组织建设的“天地图·汤阴”地理信息
综合服务网站，也是国家天地图、数字中国、数字汤阴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门户网站和服务接口两种形式向公众企业、政府部门提供24
小时不间断、一站式地理信息服务。该平台由新闻中心、电子地图、
服务资源、数据中心、应用指南、开发中心、资源申请、留言咨询八大
版块组成。主要提供矢量电子地图、影像电子地图等多种地图服务
及地名地址、元数据等资源服务。

“一般的地图网站主要利用了导航地图,其主要特点是道路网及道
路沿线单位信息比较丰富,其他区域就比较粗略,农村比城市信息更
少。而该平台在城区、农村地名地址数据都很完善，定位更加精准，影
像也更加清晰。”河南省遥感测绘院工程师刘杰说。

刘杰介绍，社会公众从不同角度观察汤阴的地形地貌、道路交通、
旅游名胜，及时查找到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信
息，还可以非常直观地为公众提供包括新闻、水、电、气、道路、规划等信
息服务，方便群众和游客，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此外，在政府决策方面，可在公共平台上实现一张图管理，建立基
于统一地理坐标系的、空间连续的数字汤阴地理空间框架，为政府及
公安、城建、规划、交通、通信、教育等部门提供一个权威、标准、唯一的
地理信息公共支撑平台，从而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天地图·汤阴’的知名度，让
该平台发挥真正的作用。”汤阴县国土局副主任科员郭翔斌表示。15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闫明）为防患于未然，增强广大群众的
防灾减灾意识，切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5月 12日，安阳市民政局、
地震局等7个部门及安阳县、北关区等县区，在市两馆南广场集中开
展防灾减灾宣传、咨询活动。现场展示了70余块儿主题鲜明、形式
新颖的版面，发放了3万余份防震减灾宣传页、600余套防空防灾书
籍和视频光盘，并向广大市民展示了如何正确使用救灾应急产品。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九个“防灾减灾日”，安阳市将5月9日至
15日定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是“减轻社区灾害风险，提升基础减
灾能力”。宣传周期间，除了在市两馆南广场集中开展宣传、咨询活动
外，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还结合国家和省级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创
建活动，开展社区灾害风险识别与评估，编制灾害风险图，加强救灾应
急物资储备和志愿者队伍建设，提高社区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同时，
积极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防灾减灾救灾演练活动。15

减轻社区灾害风险 提升基础减灾能力

安阳市防灾减灾宣传“接地气”

为了增强市民的法律意识，安阳市司法局、市基层法律工作者
协会在车展现场设立法律咨询台，提供购车法律服务，前来咨询的
市民络绎不绝。图为5月6日，安阳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
法律宣传页。 文图 李国栋 赵洪钢 15

安阳市司法局普法到车展

安阳通航
进入低空飞行“加速”期
■核心提示

一年一度的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将于

5月27日至30日精彩亮相，作为打造“航空运

动之都”的年度盛典，安阳已成功举办八届，在

国内外叫响了“安阳航展”品牌的同时，也有力

地促进了通航产业的发展壮大。

今年安阳通航产业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重大利好。2016年 11月 14日，国务院、中央

军委正式批复安阳机场建设工程预可行性研

究报告。2017年 1月 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下发《关于建设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的

实施意见》，确定安阳市等26个城市为首批

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

新的机遇面前，安阳通航迎风而起、振翅

飞翔，一场精彩纷呈的通航大戏正在安阳的

低空领域全面上演。在4月7日召开的第九

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动员会上，安阳

市市长王新伟指出：“航空运动是安阳市最具

特色优势、最有发展潜力、最能带来效益的品

牌。举办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借助本地的

区域优势和通航产业基础，将通航产业打造

成为安阳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产业转型升

级的新引擎。”

巍巍太行，纵贯京冀晋豫，蜿蜒似长龙，被喻为中
原的脊梁。“北雄风光最胜处”的林虑山成就了滑翔运
动的天然场地——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

该基地负责人陈广玉说，山顶的西风起飞场今年
正式开放使用，可以满足即将于本月底举办的第九届
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赛事升级要求。下半年还
准备建设山顶服务中心和气象站，为下一步发展航空
运动与航空旅游产业园打下基础。

5月的安阳，春和景明、繁花似锦。
记者漫步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东西主轴安泰大

道上环顾四周。路的北面，2.3万平方米的航空运动
之都博物馆主体已基本完成，建筑的球形屋顶远远看
去像三个苹果；路的南面，航空会展中心、航空运动器
材及设备研发测试和孵化中心正在紧张建设……

安阳市航空发展建设办公室航空产业处处长张存
富介绍说，安阳的通航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功能定位各
异，又能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已形成航空运动、无人机
制造、航空零部件、飞行培训为特色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近年来，安阳各通航园区围绕产业结构、资源优
势等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一区三园”的产业布
局：“一区”是指安阳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是安
阳航空产业园区的总称；“三园”分别是航空教育与科
技研发园、航空运动与航空旅游产业园、航空产业园
三个特色产业园区。

目前，航空运动与航空旅游产业园内，林州通用机
场建设工作进展顺利，航空游览接待大厅、三角翼起降
场和通航综合楼、机库、停机坪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一
条800米的跑道计划年内建成；航空教育与科技研发
园内，1万平方米的无人机大厦、2.3万平方米的航空运
动之都博物馆主体已基本完成，航空会展中心、研发测
试和孵化中心正在紧张建设；航空产业园依托安阳机
场，重点开展航空物流与保税区、支线与通勤航空运营
基地、轻型航空器制造基地和交易中心、通用航空专业
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四大方面的职能，安阳机场预计年
内开工建设。

在即将开幕的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上，主办方将举办“2017年全国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
范区建设研讨会”，邀请中国民航系统、国家体育总局、
航空运动管理中心、国家空管委、军方、河南省民航办、
国内有影响力的大中型通用航空相关单位共聚安阳，
从产业发展、园区建设、教育培训、航空制造、技术开发
等角度深入探讨，全力助推安阳市通用航空产业综合
示范区建设。

围绕各区优势精准定位
全市“一区三园”稳步推进
1

3月22日，省委书记谢伏瞻来安阳调研，在全丰航
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技术人员将《今年全
省范围病虫害监测及防治方案》作为遥感遥测最新的
技术成果送给谢书记。

正如全丰遥感遥测技术成果显示，进入4月份，
小麦条锈病在我省爆发，其蔓延态势为近 20 年少
见。安阳市政府将100万亩高标准粮田的统防统治
任务，交由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4
月 28日，该公司出动400余架无人机、近千名员工，
奔赴安阳县、林州市、汤阴县、内黄县进行防控，并于
5月 10日前完成了全部工作。副总经理张晓林说，
公司研发了“全球鹰遥感无人机”，能够准确预判出
规定区域内的病虫害问题，并制定出科学的飞防作
业方法，今年小麦条锈病的预测和防治就是力证。
全丰已经从一个传统农药生产企业转型为以人工智
能无人机为载体的现代服务型企业。

全丰的成功转型不是个例。在安阳高铁站东面，
河南贯辰通航有限公司直升机6S店在阳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3000平方米的椭圆形钢结构展厅内，数十

架直升机整齐排列显得霸气十足。“这里是目前亚洲最
大的直升机6S店。”董事长刘冰说，“准备工作已全部
完成，5月19日将正式对外营业。今后，除了飞行员培
训、通航作业，我们还将实现直升机托管、维修、销售、
租赁、航务保障等全方位服务，下一步还将跟美国麦道
直升机公司合作，建设直升机组装生产线。”

一花独放孤自赏，百花齐放才是春。目前，安阳正式
运营的通航企业有12家。其中，高安和揽羽两家航模制
造企业生产的航模器材畅销欧美等地；安阳精密制造产
业园拥有世界先进、国内一流的集成精密铸造技术，主要
生产航空航天、军工等精密零部件；安阳通用航空公司去
年全年飞行小时数近5100小时，占全省通航飞行小时数
的70%左右，项目合作协议突破200份；河南中宇通航增
加了直升机培训和农林防治服务项目……

安阳的通航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迎着朝阳，蓬勃
成长。河南贯辰、全丰植保两家企业还将作为安阳通
航企业的代表参展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2017年中国（安阳）通用航空装备博览会，展示本地通
航企业的科技成果和雄厚实力。

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

2 通航产业亮点频闪 延伸产业链条多点开花

3 圆运动员的冠军梦普通人的飞翔梦

目前，安阳已形成航空运动、无人机制

造、航空零部件、飞行培训为特色的多元化发

展态势。安阳机场预计年内开工建设。

目前，安阳正式运营的通航企业有12家。河南贯辰、全丰植保两家企

业还将作为安阳通航企业的代表参展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2017年中国（安阳）通用航空装备博览会。

每年的4月到10月，国家跳伞队都会来这里集训。安阳工学院飞行学

院自2012年开始正式招收飞行学员，去年第一批民航飞行学员16人已经

毕业。

河南中宇通航三角翼飞行培训 安阳机场效果图

河南贯辰通航公司飞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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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观察记者 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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