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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十周年

盛会“秀”十年正芳华

安阳爱飞客飞行大会暨第九届安

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共

安排享飞翔盛宴、览通航前沿、游太行

山水、品古都文化、成合作之美 5大板

块共20项子活动。本次大会经美国航

空运动协会（ASA）引进，有瑞沃三角

翼、天狼滑翔伞、黑鹰动力伞、空时水

上三角翼等 6家美国轻运动飞机企业

与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签约。辽

宁中澳航空成功落户安阳，引进佳宝

发动机和灌熊飞机生产线。同年年

底，安阳机场正式奠基。③6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都安阳

自古就与飞翔颇有渊源。

十年前，安阳把目光投向“蓝

天”，敏锐地抓住了“靠蓝天发展”的

机遇。

十年来，一年一度的航空盛会

让安阳这张“飞翔”名片越来越靓，

豫北大地插上了“奋飞”的翅膀。

如今，在以“中国航空运动之

都”闻名于世的安阳，航空运动专业

成熟，飞行表演精彩纷呈，通航产业

风生水起，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十年大事记

第一届中国安阳滑翔伞世界杯

热身赛暨全国滑翔伞优秀选手赛拉

开序幕，也吹响了安阳大力发展航空

运动产业的号角。大赛共有 15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02 名选手报名参加，创

下我国滑翔伞赛事国外选手报名参

赛人数之最。

2009年5月28日

“中国航空运动之都”
花落安阳

安阳是我省老工业基地，这里有比较
完整的工业体系。

然而，2011年 5月 28日，在第三届中
国安阳国际航空运动旅游节开幕式上，与
会领导为“中国·安阳——航空运动之都”
揭牌，标志着炙手可热的“中国航空运动
之都”花落安阳。

为什么是安阳？当时全国举办航展
的城市不少，安阳市为何能戴上“中国航
空运动之都”的桂冠？他们的底气何来？

资料显示：在发展通用航空方面，安
阳市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都得天独厚。

安阳很早以前就开放了东西宽 170
公里、南北长 70公里、面积 4420平方公
里的 3000米以下低空空域；安阳航校是
中国航协最大的航空俱乐部和航空体育
训练、比赛中心，有中国航空体育的“黄
埔军校”之称，已为全国航空体育培养近
万人；位于海拔 1600米的林虑山山巅的
国际滑翔基地，已连续 10年举办国内外
重大赛事，赢得“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美
誉。

好风凭借力。2010年，国务院、中央
军委明确提出：开放低空空域，大力发展
通用航空。2011年，《国务院关于支持河
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将
豫东北支线机场建设列入国家机场建设
规划，为安阳人的航空梦插上了飞翔的翅
膀。

2011年安阳市果断决策，将“航空运
动之都”建设纳入全市发展重点战略体
系，出台政策、设置机构，加快通用航空的
产业发展、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

2017 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建设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的
实施意见》，确定 26 个城市为全国首批
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安阳市名列
其中。

依托林虑山滑翔基地，安阳市连续20
多年举办数十次国内外重大赛事，并于
2009年起，成功举办9届航空运动文化旅
游节。依托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平台，安
阳市选商引资，贯辰、中宇等通航公司纷
纷落户当地，高安、豪克等航模公司乘势
而上，航空运动、航空教育等产业园区顺
势兴起。

利用安阳航校飞行培训师资力量雄
厚的优势，当地高校从 2011年起开设了
飞行技术、航空机电、空中乘务等航空专
业，安阳市建立了学历教育、专业培训、社
会培训相结合，从飞行员到空乘、地勤、机
修、保养等多层次、多类型的通用航空人
才教育培养体系。

通用航空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国
内外诸多航空元素集聚安阳：中国龙飞通
用航空公司计划在安阳建设通用航空运
营基地，环宇航空商务公司正在筹建全国
首家直升机6S店，飞翔旅游公司则在整合
全市旅游线路，将在全国率先开通航空观
光航线……

目前，安阳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高安航模、揽羽模型均为国内外知名
航模企业，产品远销欧美、日韩市场，销售
网络遍及全国；安阳神鹰公司是一家集轻
型飞机生产、销售、飞行员培训为一体的
现代化企业，与法国TOP公司合作的飞机
制造项目已落户安阳；安阳通用航空公司
与香港卓诚实业公司合作，成立了通用航
空专业维修公司；占地210亩的安阳空港
新城，正在加紧推进……

在滑翔伞世界杯赛暨第一届中

国安阳林虑山国际滑翔伞公开赛举

行的 8 天时间里，来自 27 个国家和

地区的 130 余名滑翔伞运动员，以天

空为舞台、高山为背景，尽情在蓝天

白云间展翅飞翔，上演了一幕幕惊

险刺激的飞翔竞技和激情浪漫的滑

翔之旅。

第三届中国（安阳）国际航空运

动旅游节升格为国家体育总局与河

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这届航空

运动旅游节成为一次集文化、体育、

旅游于一体的高规格节庆活动，对于

推动航空运动普及与发展，挖掘体育

赛事功能，展示中原深厚文化底蕴、

人文精神和时代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届中国（安阳）国际航空运

动旅游节增加了中航工业集团公司

作为主办单位，涉航项目签约金额

100.5亿元，开创了安阳市航空领域招

商引资工作的新局面。同年 11月，中

国民用航空局批复同意在安阳开展

通用航空产业园区试点工作，为我国

通用航空的发展先试先行。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安阳市将原有的中国·安阳殷商

文化旅游节与中国（安阳）国际航空

运动旅游节合并为一个品牌——第

五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提出

“安阳——一座会飞的城市”的口号。

2013年

2014年

第六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正式推出了“安阳航展”的概念，并使

其成为一个国际性品牌的特色航展。

在2014年中国安阳国际通用航空装备

博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52家参展

商参展，涉及航空器材、航空培训、航

空服务等多个领域，为全国的通用航

空企业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国

内叫响“安阳航展”的自主资源品牌。

第七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

节上，中国安阳国际通用航空装备博

览会、通用航空产业发展高端论坛、

全国滑翔伞冠军赛暨安阳林虑山国

际滑翔伞公开赛等活动同时举行。

商务签约项目 36 个，投资总额 315.1

亿元。

安阳爱飞客飞行大会暨第八届安

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隆重举行。飞

翔在安阳、视听在安阳、畅游在安阳、合

作在安阳4大板块共16个子活动，让人

们共享了一场震撼的航空盛典。2016

年年底，安阳机场预可研报告获批。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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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蓝天 安阳人十年来不息的梦想
重温飞翔之旅

解读飞翔“密码”

翱翔蓝天是人类有史以来的
孜孜追求，从2009年开始，安阳已
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9届航空节赛
事，每一届都有独具魅力的特色和
亮点，每一次都留下了安阳人逐梦
蓝天的足迹。

“2009年 5月 28日，首届中国
林州滑翔伞世界杯热身赛暨全国滑
翔伞优秀选手赛在安阳林州林虑山
正式开赛。后来，这被称为第一届
安阳航展。”对此，林州滑翔俱乐部
董事长陈广玉记忆犹新，他说，每年
这个时候，世界各地的滑翔爱好者
都会齐聚林州，共享飞行盛宴。

2010年 6月 2日，第二届航空
运动旅游节开幕，当时的航展，主
要内容是“航空运动+安阳本地旅
游”，通航产业也尚未进入国人视
野。2011年 5月 28日，第三届航
空运动旅游节升格，国家体育总局
与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当
时，安阳被授予“中国航空运动之
都”的牌子。2012年，第四届航空
运动旅游节增加了中航工业集团

公司作为主办单位，涉航项目签约
金额达 100.5亿元，安阳市航空领
域招商引资工作再上新台阶。

2013年，安阳市委、市政府做
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中国（安阳）
国际航空运动旅游节与原有的安
阳殷商文化旅游节两节合办，作为
展示安阳形象、对外招商引资、广
交四海宾朋的大舞台。同时举办
的2013中国（安阳）国际航空装备
博览会，展出各类飞行器45架，其
中安阳本地展商9家。

2014年第六届安阳航空运动
文化旅游节，就可以概括为“一会
二展二赛二活动”，“一会”即全国
通用航空企业运营交流会；“二展”
即安阳市文化旅游精品展、国际时
尚飞行运动生活方式品牌文化交
流展；“二赛”即第六届安阳林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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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即韩
国万人游安阳文化交流活动、安阳

市青少年航空运动风采展活动。
一个简单的航空运动赛事成

了全国通用航空企业高规格合作
的交流平台。接下来的第七、第
八、第九届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更成为安阳市民的航空“嘉年华”。

5月18日上午，安阳市钢三路
小学四年级的航模课正在进行，孩
子们拿着手中的飞机模型，正在听
老师讲解飞机的构造。“我们学校
的航模课程是伴随着安阳航空运
动文化旅游节的开展逐渐发展起
来的。”该校老师介绍说。随着航
展影响的扩大，安阳市开展航模教
育的中小学越来越多。

市民王先生是安阳航空运动
文化旅游节的“忠实粉丝”，他每年
都会带着家人观看飞行表演，他希
望今年的航展再多一些百姓能亲
身体验的项目。“要是有让家庭组
团或某些群体参与其中的一些活
动，肯定有趣。譬如，驾驶模拟飞
机、航空竞猜等，这将激发群众参
与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的热情。”

第十届安阳航空节将再次惊艳蓝天
再享飞翔盛宴

“第十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
游节突出‘航空运动’特色，彰显

‘中国航空运动之都’品牌魅力。”
安阳市航空发展建设办公室航空
产业处处长张存富介绍，此次盛会
精彩活动将接连呈现，带给观众一
场视觉盛宴。

航空运动赛事规格层次高。
组委会共谋划了 5项航空运动赛
事，其中，国际赛事1项、国家级赛
事4项，分别是滑翔伞世界杯热身
赛暨林虑山国际滑翔伞公开赛、全
国跳伞锦标赛、全国动力伞锦标
赛、全国航模公开赛分站赛暨河南
省青少年航模大赛、全丰杯全国无

人机应用大赛。
航空航天展将首次亮相安阳。

中国航空成就巡展将借助虚拟现实
技术，全景展示我国航空工业改革
开放 40年来的发展历程、重大成
果。中国航天科技展将以航天文
化、航天产业、航天技术为主，带您
一睹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航天
服风采，零距离感受卫星应用、空间
生物、工业智能控制等产业发展。

飞行表演精彩纷呈。特技飞
行、飞机写字、飞机和汽车竞速、无
人机编队飞行以及跳伞、动力伞、
直升机编队飞行等轮番上阵，共同
扮靓安阳天空。

文化旅游活动丰富多彩。有
殷墟妇好文物安阳故里展、安阳文
化旅游产业精品展以及“豫北叙
事”首届刘文金二胡艺术音乐节、
世界旅游推广音乐节等文化旅游
活动。此外，还有战鼓表演、书法
展、广场舞等多项群众文艺活动。

本地通航企业亮相展示。据介
绍，安阳十余家涉航企业将携飞行
器亮相2018年中国（安阳）国际航空
装备博览会现场，并参与飞行表演，
集中展示安阳航空企业风采。同时，
安阳航空十年成果展将重点展出近
10年来该市在航空运动、通航产业、
招商引资等领域取得的成果。③6

位于海拔 1600 余米的林虑山

山巅，垂直高度 800米，气流迎

崖而上，全年适飞天数超过200
天，成功举办 20多次国内外滑

翔赛事

2017年，林虑山国际滑翔伞公开

赛成功申请为国际二类赛事

是中国航协最大的航空俱乐部和

航空体育训练、比赛中心，被誉为

中国航空体育的“黄埔军校”

2017年年初，安阳市与美国航空

运动协会签订安阳国际航空运
动城项目，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90亿元，产业规模将突破 300
亿元，带动就业 1万人以上
安阳正式运营的通航企业有15家

安阳航校

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

安阳国际航空运动城

“大黄蜂”飞行特技表演 安阳市航办提供 飞行特技表演 季春红 摄 飞行特技表演 岳书华 摄

滑翔伞运动员在空中翱翔 安阳市航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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