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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发挥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的窗口作用，安阳没有给自己“圈围
墙”。除了大力招商引资、吸引通航
企业入驻外，安阳还不忘借机“打
广告”宣传，结合深厚的文化底
蕴，把自身特色文化推介出去。

5 月 18 日，作为此次航空
节的重磅活动，阔别 42 年的妇
好墓国宝在安阳展出。“凤归大
邑商——殷墟妇好文物安阳故里
展”共展出青铜器、玉器、骨器、石器
和刻辞甲骨等 404组 474件文物，数万
名游客、市民大饱眼福，共享历史文化盛宴。

5月 25日，圭亚那共和国《国家宝藏·殷墟妇好
鸮尊》邮票中国首发仪式在开幕式现场举行，邮票上
中英文对照的“国家宝藏”字样引人注目。与此同
时，一系列活动纪念殷墟考古发掘 90周年、妇好墓
发掘42周年，助推殷商文明迈向世界文化舞台。

“一节”“三展”“五赛”，形式各异的群众文化活
动为航空节呐喊助阵。

与战鼓声交相辉映，5月26日晚，“豫北叙事”首
届刘文金二胡艺术音乐节在安阳大会堂举行。这是
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来安阳演出的一场高
质量民族音乐会。

作为安阳市第十届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的“重
头戏”，2018安阳文化旅游产业精品展于 5月 25日
至 27日在安阳国际会展中心开展，安绣、麦秸画、烙
画、青铜仿品、名家书画……丰富多彩的创意文化产

品，展现了古都安阳的文化底蕴。
近几年，随着安阳市旅游业的快

速发展，“大美安阳”“文化安阳”“历
史安阳”走进了越来越多旅游爱好
者的视线。

“现在，各地研学旅行发展存
在很大差异，我认为安阳的研学
旅行资源非常丰富、很有研学价
值，很值得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到
安阳去走一走、看一看，更深入地了

解安阳的历史和文化。”国内知名教育
学家王振民此前曾向世人推介安阳。
今年 5月 26 日，第二届中国研学旅行

大会暨红旗渠研学旅行论坛在林州开幕。国内外教
育界、文化界、旅游界、科研界专家学者以及联盟成
员单位、研学基地和教育综合实践基地成员等相关
企事业单位约500人参加。专程到安阳观光的福建
市民韩先生告诉记者：“之前我对安阳了解不多，不
过这一次真地发现安阳如此美丽，给我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殷墟和羑里城，我觉得它很神秘！”

“航空节是向世界展示安阳的平台，而文化赋予航
空节深度和广度。”安阳市航办副主任郭聚法说，2013
年安阳航空节增加了殷商文化内容，形成了完整的“安
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这几年来，市民、游客、客商
不仅能过“航空”瘾，还能领略古都文化的魅力。

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借力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在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的征途
中，安阳这座“会飞”的城市，重整行装再出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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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召开
重点项目银企对接会
现场共签约 15个重点项目，金额达
86亿元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为进一步推动政
银企合作，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促进安阳市经济转型发
展，6月 1日上午，安阳市组织召开重点项目银企对接
会，积极搭建起银企面对面沟通、交流、对接的平台。
会议现场共签约 15个重点项目，金额 86亿元。

根据安排，今年，安阳市省、市重点项目 237个（含
省统一管理项目 10个），总投资 2820.7亿元，年度投资
目标 739.7 亿元，其中，省重点项目 49个（含省统一管
理项目 10 个），总投资 650 亿元，年度投资目标 253.6
亿元；市重点项目 188个，总投资 2170.7 亿元，年度投
资目标 486.1亿元。

为积极帮助重点项目解决融资难题，做好重点项
目资金保障工作，市金融办专门组织召开此次重点
项目银企对接会。安阳商都农商银行作为金融机构
代表在会上发言，该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潘晓峰介
绍，去年，全市农信系统资产总额达到 660 亿元，各
项存款净增 55 亿元，余额达到 569 亿元，各项贷款净
投放 32 亿元，余额达到 269 亿元，实现经营利润 7.2
亿元，上缴税金 2.89 亿元，全面完成市政府下达的目
标任务。

今年，全市农信系统将不断加大与市政府重点
项目对接力度，积极履行与市政府签订的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全力支持重点企业转型升级，全力支持绿色
农业和特色产业，计划拿出 50亿元资金，加大对辖内
经济的支持力度，其中，计划向小企业贷款 20亿元、向
农商户贷款 30亿元。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持续提升服
务水平，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全力打造利益共同体，
为实现“一个重返、六个重大”目标、建设新时代区域性
中心强市作出应有贡献。8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苗红果）
5 月 28 日-31 日，以广西师范学院校长李传起教授为
组长的教育部专家组一行 12人到安阳师范学院开展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4天时间里，专家组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职能部
门和教学单位、听课看课、调阅课程试卷和毕业论文
（设计）等形式对安阳师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了
全面了解。

专家组认为，安阳师范学院以建设“一个使命、两
大服务”的地域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学为发
展目标定位，本科教学经费投入稳步增长，教学条件
明显改善；积极探索学程分段分类培养、专业教育与
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培养、课堂内外融通协同育人
以及教师教育与实践育人结合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
本科教学改革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重视教学质量保
障工作，加强教学质量管理制度和队伍建设，构建质
量标准、教学组织、教学资源、教学制度、教学监控“五
位一体”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和“54321”教学质量保
障模式，为本科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提供有效保障；始
终坚持红旗渠精神的传承和弘扬，用红旗渠精神塑造
学校文化，将红旗渠精神融入教育教学、融入社会实
践、融入创新创业，有力支撑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落实和人才培养总体目标的实现。专家组还对安
阳师范学院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提
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安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纪多辙表示，此次审核评
估既是对学校教学工作的一次综合考评，也是对学校整
体提升办学水平的有力促进，为学校下一步的改革发
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给出了思路。学校将把本
次审核评估作为新的起点，努力办好党和人民满意的
社会主义大学，把学校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8

安阳师范学院

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
工作审核评估

无论是展出规模、展品结构、
展览形式，还是境内外参展厂商、
飞行表演队、专业会议活动等指
标，本届安阳航展均创历史新高。

5月 25日上午 10时许，备受
观众关注的飞行表演准时与观众
见面。侧飞、翻腾、急速下坠，一
架架飞机呼啸而过，跳伞表演者
身系彩带、当空舞蹈；特技飞机时
而打滚撒欢，时而一飞冲天，时而
孔雀开屏……优美的滑翔特技动
作与绚丽的空中焰火完美结合，
演绎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据了解，此次航空节共有 10
架特技飞机、6架 R-22 直升机、
10具热气球、30具动力伞编队、
20架无人机进行表演，由国际顶
尖飞行员执飞，“四机筋斗”“四机
对冲”“四机开花”等高难度动作
一一呈现在空中。

“这是我第一次来安阳参加
航空表演，我们这次准备了空中
打字、空中海报等高难度的表演
节目。此外，我们每个人还将进
行个人表演以及编队表演。”来自
第一通航特技飞行表演队的德国
飞行员Tibo Tim介绍。

特 技 飞 行 被 誉 为“ 空 中 芭
蕾”，精彩刺激的飞行表演带来的

“速度与激情”也让现场观众有种
血脉偾张的感觉。“表演真是太震
撼了，我第一次站在这么近的距
离观看飞行表演，非常精彩，非常
壮观！”来自新乡的李先生说。

除了激情刺激的飞行表演，
各项静态展览也吸人眼球。

“安阳对我而言意义特别，作
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参与者之一，
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安阳携手航
天，共谋发展，希望本届大会的航
天系列活动有助于安阳市与中国
航天迈出深入合作的坚实步伐，
安阳和航天的共建、融合能有美
好前景。”5月 27日，刚刚结束沙
漠野外生存训练的航天员刘洋亲
临安阳，给安阳航展 10岁生日带
来祝贺。

“没想到能在家门口看到神
舟十一号返回舱。”安阳市民张先
生告诉记者，神舟十一号飞船代
表着中国航天的新历程，它能在
安阳进行展示，作为安阳人，他感
到无比自豪。

记者在现场看到，首次在安
阳亮相的中国航天科技展，颇受
人们关注。除设立各种航天体验
设备外，展区还展示了神舟十一
号返回舱、航天服风采，让观众

“零距离”感受卫星应用、空间生
物、工业智能控制等产业发展。

除此之外，安阳还特意开辟
出航空节十年成果展、安阳航空
运动城展示专区、改革开放 40周
年中国航空工业成就展、北航展
区、无人机专区共六大特装展区，
特装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创历
届之最。

其中，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
航空工业成就展，将我国航空工
业 40年风风雨雨的成就以音像、
模型的形式展现出来，并展出一
架武直 10 直升机 1∶1 仿真模型
机，与观众互动。

北航无人机研究院在现场展
出一架自主研发的察打一体无人
机，北航东方瑞丰科技有限公司
还设立一台具有真实体验效果的
全真模拟机，成为此次航展高科
技、高水平、高颜值的担当。

“2009 年至今，10 年筚路蓝
缕，安阳航展从一个体育赛事，到
现在盛大的节会，实现了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巨大转变。”安阳市
航办航空产业处处长张存富说。

“我从第一届的滑翔比赛就
开始参与，从未缺席。不管是国际
性、专业性还是配套服务，每一届
的进步和提升都有目共睹。”林州
市滑翔俱乐部董事长陈广玉表示。

“安阳航展已是 2.0 升级版。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成国内一流的
国际航展品牌。”张存富说。

去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建设
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的实施意见，
安阳成为首批26个试点城市之一。

安阳发展通航产业优势不言
而喻。但多年来，他们在办会中
审视自身，发现当地通航产业链
并不均衡。上游的通用航空研发
制造基础薄弱，中游的飞机销售
和维修有一定基础，下游的航空作
业、航空培训优势明显。

安阳通航产业如何“飞”得更高？
大手笔规划。去年，安阳布局通航产业

“一区三园”，即安阳通航产业示范区、安阳航空产业
园、林州航空运动与旅游产业园、安阳航空教育与科技研
发园。“三园”根据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差异化发展。

安阳市通航产业局副局长姚靖慈介绍，仅示范
区就布置了一条全产业链、多业态的通航产业走廊，
包括航空运动大厦、通航产业孵化中心等9个项目，
涵盖航空运动装备器材制造、展示、销售、休闲体验
及科普培训等多个领域，项目总投资30亿元以上。

搭建大平台。5月 24日，2018年国家航空植保
科技创新联盟“共建共享植保无人机技术”年会在安
阳召开。5月 25日，2018中国（安阳）通用航空高质
量发展研讨会召开。5月28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民航
发展高峰论坛拉开帷幕。第十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
旅游节期间，一系列研讨会的召开，为安阳市通航产

业发展提供了前瞻性的思维和优化发展
战略，有力地推动了通航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和安阳低空经济示范区建设
的发展。

开发新产品。在通航产业综
合示范区，安阳设计通航旅游专
线、房车营地、自驾车营地等航空
度假、旅游、体验产品，做强安阳“航
空+”旅游品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航空文化旅游目的地。
开展大招商。短短一年间，美国

黑鹰动力伞等 6家通用航空运动装备制
造企业、“盘锦中澳”灌熊飞机生产线、“山河科

技”阿诺拉轻型运输飞机生产线、上海啸翔公司“迅
羊G2”飞机安阳组装线、河南猎鹰消防无人机全产
业链等十多个项目相继签约入驻。已经启用的全国
第一家直升机4S店也在这里。

如今，连续举办10年的航空节成为安阳开放招
商的重要平台。第十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上，安阳正式签约20个大项目，投资总额达149.7亿
元。签约项目类型涵盖通用航空、高端装备制造、旅
游养生、新能源、商贸物流等产业领域。

“安阳航空产业起步早、基础好、潜力大。我们
将不断完善基础建设、装备制造、科技研发、教育培
训等通用航空全产业链，推动全市经济转型升级。”
安阳市市长王新伟说。

十岁航展全新升级
各项指标均创新高，安阳打造国内一流的节会标杆

A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在湛蓝的天幕下，5架特技飞机呼啸而
过，在3200米高空中写下“安阳航展十年”，
为安阳第十届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数据显示，5月 25日-31日，安阳共签
订了 20个项目价值 149.7 亿元的协议及合
作意向；共有 10架特技飞机、6架 R-22直
升机、10具热气球、30具动力伞编队、20架
无人机表演 6 场节目；共展出飞行器超过
300架（具）……与之配套的无人机应用大
赛、海峡两岸民用航空发展高峰论坛以及刘
文金音乐会、文化产业精品展，吸引了数十
万群众嘉宾参与。

“安阳航空节，不仅是展示安阳形象、促
进通航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更为通航制造
商、运营商、服务商和飞行器的拥有者、驾驶
者、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展示、交流、体
验平台。”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说。

在古都安阳举办的这场蓝天盛会，不仅
成为市民的航空嘉年华，为地市会展经济塑
造了新标杆，更为安阳完善通用航空产业链
打通新通道，为国内通航发展要素的快速对
接打造新平台。

十年磨剑，芳华吐露。安阳建设“全国通
用航空产业园区试点市”，从此迈上新征程。

创造“飞翔”速度 演绎多彩芳华

“航空运动之都”安阳
迈向新征程

C 千年古都焕发新生
“一节”“三展”“五赛”全方位展示文化精品

●● ●● ●●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应当建立以物联
网和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智慧’供热体系。”这是6月 7
日在安阳举办的2018供热发展方向及供热设备应用研
讨会上专家提出的建议。

据了解，本次会议由省市政公用协会供热分会主
办，安阳益和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承办，来自全省35个地
市的热力部门、全国 42家供热设备企业、科研院所专
家、生产一线技术员，共计300余人参加。

目前，城市供热系统发展趋势主要为：基于大型热
电联产的集中供热系统和基于中小型燃气锅炉、电热锅
炉、热泵等分布式供热系统。

在实际运行中，现有供热系统存在缺乏量化数据信
息、热量输配环节效能评估粗放、用户“冷热不均”等诸
多问题。由此，“智慧供热”成为会议研讨的焦点。

河北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齐承英建议：“应用物联网技术，以‘入楼静态平衡阀+
用户智能阀’形式，实现精准供热、按需供热，以消除二
次水力失调、冷热不均的问题。运用大数据回归分析，
对热源特性与热网特性进行优化调控，既保证居民供热
安全，又实现热源最大节能。”

与会人士还就供热产品设计、企业深度融合、供热
设备智能化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探
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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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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