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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11 月 11 日是人民空

军成立 70 周年纪念日。 人民空军成立

70 周年之际，记者从空军参谋部训练局

获悉，作为人民空军主战兵种的空军航

空兵，正加快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

型转变， 奋飞航迹不断向远海远洋延

伸，体系作战能力实现新跨越。

形成预警歼击轰炸侦察运输等

兵力结构

空军参谋部训练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空军航空兵阔步强军新征程，力量

结构更加优化， 兵力要素更加齐全，作

战链条更加完备，正在成长为空军标志

性作战力量。

1950 年 6 月 9 日，新中国第一支空

军航空兵部队正式组建。 抗美援朝战争

爆发后，平均飞行时间只有几十小时的

空军航空兵坚定投入战斗，取得辉煌战

绩，涌现出赵宝桐、王海、孙生禄、张积

慧、刘玉堤等战斗英雄，不断激励空军

官兵建功蓝天、报效祖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 空军航空兵加

速装备升级换代， 歼-10B/C、 歼-16、

歼-20、 运-20、 轰-6K、 空警-500 等

国产新型战机陆续列装， 初步形成了

以三代机为主体、 四代机为骨干， 预

警、 歼击、 轰炸、 侦察、 运输等机型

完备的兵力结构。

在人民空军战略转型的有力牵引

下，空军航空兵坚持实战实训，不断锤

炼打赢能力。“金头盔”“金飞镖”竞赛性

考核和“红剑”体系对抗演习持续组织，

中俄、中巴、中泰等中外联演联训不断

深化，全功能、体系化训练全面展开，实

战化课目训练比重逐渐加大压实……

上高原、出远洋、练战术、搞对抗，成为

空军航空兵训练常态。

轰-6K等多型战机成体系绕飞

台岛巡航

进入新时代， 空军航空兵警巡东

海、 战巡南海、 前出西太、 绕岛巡航，

远海远洋训练实现常态化、 体系化、

实战化， 不断延伸新航迹。 轰-6K 等

多型战机成体系绕飞台岛巡航， 歼-20

战机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 中俄

空军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空军体系

作战能力实现新跨越。

空军航空兵飞得更加高远， 吸引

越来越多有志青年加入飞行员行列。

空军招飞全面实现文化成绩“裸分”

高于一本线投档； 与清华、 北大、 北

航等高校联合招收的“双学籍” 飞行

学员展翅蓝天。 2019 年 3 月， 首批

“清华班” 飞行员正式担负战斗值班任

务。 一大批高素质优秀青年携笔从戎，

加入新时代蓝天方阵。

空军参谋部训练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空军是战略军种， 未来空军航空

兵将不断加快推进战略预警、 空中打

击和战略投送能力建设， 坚决有效履

行使命任务———国家利益在哪里， 空

军航空兵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2日

晚22时16分， 南航发布微博： 南航

CZ6540航班

（广州

-

石家庄

-

大连）

于

19时53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落地

滑行时，飞机前起落架出现故障。机组

迅速刹车将飞机停在跑道上， 机上乘

客143人无人员受伤，全部坐摆渡车安

全离开。

据南航通报，11月2日晚， 南航

CZ6540航班于19时53分在石家庄正

定国际机场落地滑行时， 飞机前起落

架出现故障。为确保安全，机组迅速刹

车，将飞机停在跑道上，机上乘客143

人，无人员受伤，全部坐摆渡车安全离

开。飞机于当晚21时35分拖离跑道，南

航妥善安排后续旅客行程， 事件原因

正在调查中。

记者查询“飞常准 ” 了解到 ，

CZ6540航班于3日凌晨1时27分从石

家庄起飞，于2时29分到达大连，比计

划时间晚点3小时49分钟到达。这次执

飞机型为空客A320-232，机龄7.7年。

人民空军航空兵体系作战能力实现新跨越

空军航空兵正向攻防兼备型转变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公布 2019 年食品违法典型案例

佛山大沥一商行涉嫌卖“假茅台”

酒类商行涉嫌卖“假茅台” 涉案货值超 400 万元

今年 8 月 27 日，佛山市、区、镇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公安部门对大沥

镇某酒类商行违法经营场所以及有关

仓库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一批标签不符

合规定且涉嫌假冒“茅台”“奔富葡萄

酒”“国窖” 等知名品牌的酒类产品，共

涉及 60 多个品牌， 合计 9000 多瓶，涉

案货值超过 400 万元。

由于该案涉嫌犯罪，南海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现已刑拘犯罪嫌疑人 1 名。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市监）

昨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公布了五大食品类典型案例。 根据广东

省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工作部署，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问题联合整治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截至上月

底，全省共查处食品案件 5525 宗，罚没金额 3661.6 万元，责令停产停业 61 户次，取缔无证企业 85 家，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109 宗。

羊奶店涉嫌虚假宣传中老年配方羊奶粉

河源市紫金县城羊之家羊奶店主

要经营由陕西百跃优利士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的“御嘉源”牌中老年配方

羊奶粉。 为推广宣传“御嘉源”牌中老年

配方羊奶粉， 当事人于今年5月14日在

紫金县城某酒店举办“羊奶伴您健康百

岁工程启动会”，通过幻灯片、现场解说

等方式向参加活动的221名老人宣传

‘御嘉源’ 牌中老年配方羊奶粉采用了

世界领先生产技术，可最大程度减轻对

人体由于各种营养的缺乏而导致的危

害等。 上述宣传内容涉嫌虚假宣传，案

件调查期间，当事人无法对其宣传内容

提供相关证明。

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虚假宣传行

为且组织老年人参加活动， 人数较多，

社会危害性大，性质恶劣。 办案单位在

调查期间，多次通知其到局接受询问调查，

其拒不配合，情节严重。 今年8月，河源市紫

金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00

万元并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据新华社电

为更好满足全球150多

个国家和地区3000多家企业旺盛的参展

需求，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企

业展面积从首届的27万平方米增至33万

平方米。 增加的6万平方米，来自“四叶

草”其中一片“叶子”的加层改造，这也让

原本就是全球顶级展览场馆之一的国家

会展中心

（上海）

进一步提升了“展能”。

“展能”是进博会带给全球展览业的

一个新概念。它不仅指场馆、展览及参展

企业的规模和数量，还包括相关展品、技

术和服务的质量水平以及到会客商的专

业程度， 进而与一个展会的成交与辐射

影响息息相关。“展能”是对一个展览乃

至一个展览城市效果及影响力的综合评

价指标。 首届进博会30万平方米的国家

展和企业展，6天会期里达成578.3亿美元

的意向成交，无疑为“展能”进行了最好

的诠释。

来自商务部的信息显示， 第二届进

博会参展质量更高，世界500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参展数量超过首届，“隐形冠军”

企业等优质中小企业竞相亮相， 更多新

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全球首发、 中国首

展”，专

（业）

精

（品）

尖

（端）

特

（色）

产品精

华荟萃，“展能”有望进一步提升。

各种迹象表明， “中国搭台、 世

界唱戏” 的进博会正在全面突破展览

的固有含义和边界， 不仅在全球范围

内进一步密切了展览与社会经济发展

的联系， 而且大大提升了展览行业的

社会影响力， 正在引起全球展览界的

关注。

第二届进博会前瞻：

更多新产品新技术将在会上“全球首发”

南航143人航班

落地时紧急刹停

因前起落架故障 机上无人员受伤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

获悉，11 月 3 日 11 时 22 分， 我国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

火箭成功发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重大专项高分七号卫星， 并搭载发射

了精致高分试验卫星、 苏丹科学实验

卫星一号、 天仪十五号卫星等 ３ 颗卫

星。 高分七号卫星作为我国首颗民用

亚米级光学传输型立体测绘卫星，将

在国土测绘、城乡建设、统计调查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高分七号卫星是高分系列卫星中

测图精度要求最高的科研型卫星，搭

载了双线阵立体相机、 激光测高仪等

有效载荷， 突破了亚米级立体测绘相

机技术， 能够获取高空间分辨率光学

立体观测数据和高精度激光测高数

据， 不仅具备同轨道前后视立体成像

能力及亚米级空间分辨率优势， 还能

利用激光测高仪获得的高精度高程信

息， 大幅提升光学立体影像在无控条

件下的高程精度， 实现我国民用 1:1

万比例尺卫星立体测图，可满足测绘、

住建、统计等用户在基础测绘、全球地

理信息保障、城乡建设监测评价、农业

调查统计等方面对高精度立体测绘数

据的需求， 提升我国测绘卫星工程水

平， 提高我国高分辨率立体测绘图像

数据自给率。

高分七号卫星主要用户部门为自

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统

计局。 高分七号卫星和长征四号乙运

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上海

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

高分七号卫星

昨日成功发射

提高我国高分辨率立体测绘

图像数据自给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