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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
李克强向岸田文雄致贺电

祝贺新中国成立72周年
期待双边关系不断发展
——中外人士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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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4日电 10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岸田文雄，祝贺
他当选日本首相。

习近平指出，中日一衣带水，发展中

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
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
平、稳定、繁荣。中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
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强对

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努力构建契合新
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
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表示双方

应该维护政治共识，加强交流合作，推
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
展，共同迎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

□本报记者 宋雪梅

随着各式飞机巨大轰鸣声渐远，飞
行表演彩烟消散，6架歼-10在航展上
空画出超大彩虹圈，万众瞩目的蓝天盛
宴在珠海完满谢幕。

整整6天的这场速度与激情的视觉
盛宴过后，无数观众被中国航展圈粉，举
办地珠海的知名度、美誉度也如火箭升
空般再度飙高。

自“16岁花季”之年的珠海经济特
区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
的特区精神，“首吃螃蟹”搭设起中国航
展的舞台，历经25年风雨兼程、砥砺前
行，中国航展如今已然成为云端之上的

“国家名片”——它不仅见证着一座城市
的成长，更见证着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
崛起、中国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合作、包
容、开放。

而就在本届航展开幕前一个多月，
珠海经济特区也刚刚度过 41周岁生
日。在党的百年征程上，经济特区的创
办与发展，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
国航展，也成为珠海经济特区开放格局
的集中表达。

特区与航展共同成长，共生共荣，不
断砥砺奋进，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
现更好发展。

时代再次眷顾珠海。本届航展开幕
前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

式揭牌，面对抢抓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
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自由贸易试验区

“四区”叠加重大机遇，珠海经济特区的地
位、方位、定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奋进、沉淀、蜕变、提升、转型……“十
四五”大幕已启，珠海经济特区将抢抓机
遇，努力实现从“小而美”向“大而强”“大而
优”转型跨越，迈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建设的第一步。

放眼未来，中国航展也将以更加自
信之姿、愈发昂扬之势，背靠粤港澳大
湾区，发挥特区创新优势，彰显大国气
派，朝着“百年航展”目标阔步迈进。

蓝天盛会破茧成蝶
中国航展与特区共生共荣

“特区精神就是要‘敢为人先’。”敢为
人先！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靠干出来的。

当年，在改革开放道路上起步不久的
珠海，甚至连机场都没有，更遑论航展。然
而，特区人最不缺的就是胆量。时任珠海
市委书记的梁广大便被人称为“梁胆大”，
中国航展这个念头正是从他脑中冒出来的

“奇思妙想”。看到电视新闻里巴黎航展、
英国范堡罗航展万人空巷的盛况，他羡慕
不已，便寻思：这样的博览会，中国能不能
办？

想到就要做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做！凭借着特区精神，珠海开始四处发
力。

1992年，随着西区炮台山“轰隆”一
声巨响，珠海机场建设正式启动。两年
零三个月后，一个对标国际、具备航空航
天展览要求的机场平地拔起，珠海机场
的落成，打破了当时珠海交通无机场、无
港口、无铁路的“三无”困局。

1996年的秋天，人们期盼已久的首
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盛大
开幕。珠海这座曾经的小渔村，也迎来
世人瞩目。

起步之初的中国航展，走过一段艰
难过程，一度遭遇“赔钱赚吆喝”的质疑，
从第四届开始，航展才实现了收支平衡。

此外，特区人办展的雄心抱负在当
时不发达的硬件条件面前经受不少考
验。尽管第一届航展便吸引了全国各
地近70万名观众前来观看，但当时珠
海交通并不发达，一向车少人稀的珠海
大道排起了长达30公里的车龙，有人
携儿带女早上6时从珠海市区出发，几
经辗转直到下午4时才到达航展馆。

航展的组织工作也是毫无经验“白
手起家”，前两届航展没有区分专业日和
公众日，任何人买票都可以进去，从第三
届开始，中国航展才按照国际惯例分为
专业日和公众日，既能让世界各地的客
商安安心心地谈生意，又能让来自全国
各地的观众“打卡”精彩绝伦的航空表
演。

通过不断探索、勇往直前、锐意进

取，中国航展经过25年砥砺前行，历经
13届锤炼洗礼，从毫无经验的一张白纸
开始，朝着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
不断跃升，绘就出动人炫目的蓝天史诗，
跻身全球五大航展之列。

中国航展也成为国外嘉宾认识珠海
的窗口，他们在一届届航展上见证珠海
这个中国特区城市的奇迹。

中国航展破茧成蝶，同时也深刻地
改变着举办地珠海。

大多数的珠海人从航空盲、航天盲
变成了航空迷、航天专家。“欢迎来珠海
看航展。”这句话如今成了好客的珠海人
对远朋最有“面子”的邀请。

而与此同时，珠海作为经济特区所
饱含的开放包容基因，正通过中国航展这
个国际化平台进一步融入市民的血液。

当下的珠海，“海陆空铁”四通八达，
民生事业根深叶茂，生态文明走在前列，
珠澳合作谱写新篇，全面深化改革向纵
深推进，对外开放的“朋友圈”不断拓展，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
提升。

伴随着航展机声隆隆，珠海经济发
展的引擎轰鸣也与之共振。

2008年，借助航展的影响力，规划
总体面积为99平方公里的珠海航空产
业园落户开园。2009年底，国家发改委
正式批复同意建设珠海航空产业国家高
技术产业基地。 （下转02版）

新华社石家庄10月4日电 空军首
批三代机飞行学员日前在空军石家庄飞
行学院某旅机场，驾驶首批列装空军院
校的歼-10战机飞上蓝天。这标志着空
军探索优化歼击机飞行员成长链路，构
建全新飞行人才培养体系迈出关键一
步。

“可以滑出！”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飞行学员敬嘉南驾机驶出，数架歼-10
战机依次紧跟、滑进主跑道。刹那间，发
动机轰鸣声猛然增大，战鹰以雷霆万钧
之势，直插云霄。

歼-10战机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

代歼击机，是空军战略转型进程中大规模
列装作战部队的主力机型之一。2020年，
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受领“三代机进院校”
教学改革任务，歼-10战机列装部队院校。

去年，首批三代机飞行学员结束基础
理论和初教机阶段3年的学业，跨过中级
训练阶段，来到该院完成直上某新型高教
机训练。“这批学员需要再用1年时间完成
歼-10战机改装。”学院相关负责人说，这
种第三代歼击机飞行人才培养模式，有利
于缩短飞行员成才周期，实现院校与部队
无缝衔接，加速新质战斗力的孵化和生成。

“机型跨越和按照新大纲施训让学员

技战术水平、全天候作战本领得到有效
提升，直上某新型高教机阶段人均飞行
时间增加近3成，毕业成才率达90%。”
据跟班飞行的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歼-10教学准备阶段，他们用实战标准
重塑飞行教官能力标尺，确保歼-10教
官满足教学训练要求，当年列装即形成
教学能力。

在后续教学训练中，这批学员将适
时开展空战对抗、战斗转场和炸弹试投
等实战化课目，接受更加严格的训练和
考验，最终实现学员毕业即为三代机战
斗员的目标，为构建全新飞行人才培养

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战略空军转型建设和实战化训

练深入发展，飞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
新变革。“要紧盯各国军事飞行教育训练
先进理念，紧跟科技发展步伐，顺应航空
装备发展趋势，用新理念、新方法，不断
加强军事飞行人才培养，提升军事飞行
训练水平。”日前，空军参谋部训练局局
长郝井文在“军事飞行训练国际交流会
议·2021”上表示，顺应科技创新的发展
大势，中国空军正在加快更新战斗装备，
加快更新飞行训练理念，加快更新人才
培养模式。

空军第一批三代机飞行学员驾歼-10首飞蓝天
构建全新飞行人才培养体系迈出关键一步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
报道：中国驻外使领馆日前举办国庆线上招待会等
活动，驻在国政要发表视频贺词、致辞等，热烈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期待双边关系不断
深入发展。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
内尔日前在社交媒体致贺词说，全世界的革命者共
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中国的存在
保障了世界力量平衡、多边主义与普遍和平。中国

驻古巴大使马辉表示，希望中古携手同行，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埃及总统府典礼官穆赫泰尔日前代表埃及总统
塞西致电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转达塞西对新中
国成立72周年的热烈祝贺。穆赫泰尔说，埃方高度
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埃中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廖力强表示，中方
愿与埃方一道，全力以赴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各
项共识，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下转02版）

据新华社澳门10月4日电 澳门特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4日公布，当日确诊1名病例，为
澳门第7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应变协调中心介绍，患者为46岁内地男性装修
工人，居于珠海斗门，每日往返澳门和珠海，在澳门活
动以摩托车代步。患者9月26日到澳门后至今留在
澳门，曾租住澳门英皇酒店、金沙酒店及维多利亚酒
店。9月28日及30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10月4日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其感染源头的调查仍在进
行中。

应变协调中心表示，该患者没有任何不适症状，已
被安排到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进一步诊治。

珠澳联防联控澳方工作组表示，经珠澳联防联控
机制协商一致，原定当日12时起珠澳口岸的通关安排
取消，维持现行的口岸疫情防控措施。

据新华社澳门10月4日电 澳门特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4日晚间公布，再新增2例确诊
病例，为澳门第73和7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第73名病例为52岁内地男性装修工人，是第72
例确诊病例同事，近日均一起工作。9月26日及30日
核酸检测显示结果为阴性。由于被列为第72例的密
切接触者，4日经核酸检测显示结果为阳性而确诊。

第74名病例为40岁男性，越南籍雇员，报称曾到
第72及73名病例工作的单位工作。9月25日核酸检
测显示结果为阴性，由于被列为第73例的密切接触
者，于当日经核酸检测显示结果为阳性而确诊。

因应再次出现新增确诊病例，澳门4日21时启动
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计划7日21时结束。

据应变协调中心介绍，澳门居民、所有在澳门逗留
的人士，包括已于4日21时前24小时进行核酸检测采
样的人士，均要参与本次全民核酸检测。其中，新接种
新冠疫苗的人士需于离开接种场所至少24小时后，方
可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目前，新增病例的居住地、工作地以及近期曾到访
的地点，已分别被列为红黄码区实施管控。相关的流
行病学调查正在进行，感染源头尚不明确。

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表示，新确诊病例在
社区有一定活动范围，存在社区传播的风险。他呼吁
市民尽量留在家中，减少不必要的活动，减少人流聚
集，保持社交距离，戴好口罩及勤洗手。

澳门新增3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珠澳口岸维持现行疫情防控措施

中国航展：携手特区共成长
——盘点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系列报道之二

10 月 4 日，国庆假
期进入第四天，珠海博
物馆、珠海规划展览馆
等展馆成为市民、游客
假期好去处。图为参观
者在珠海规划展览馆了
解珠海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国庆假期“充电游”受捧

珠海展馆
人气旺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10月3日，新疆伊犁州霍
尔果斯市在3天1次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2名无症状
感染者。10月4日澳门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
月4日，珠海市疾控中心向市民发布紧急提醒。

珠海市疾控中心发布紧急提醒如下：
1.9月19日以来有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伊宁

市旅居史的来（返）珠人员、所有粤康码“红码”和“黄
码”人员请第一时间到所在居委（村委）、工作单位或所
住酒店报备。

2.时刻牢记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
险地区，非必要不前往近14天内有本土新冠病例发生
的地区。

3.国庆期间，市民在外要加强自我防护，规范佩戴
口罩。尽量选择户外活动，避免到人群聚集、空间密
闭、通风较差场所活动。如需要前往各类室内的娱乐、
休闲场所，提前预约、有序进入，并减少在密闭场所的
逗留时间，同时配合测温、查码、扫码、一米距离等防疫
规定。

4.省外旅游、出差返珠后，建议主动做一次核酸检
测，并自我观察14天，做好健康监测。

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
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腹泻等不适症状时，应立即报
告所在居委（村委）、所在单位或所住酒店，及时就近至
发热门诊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旅行史，就诊过
程中请做好个人防护并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珠海市疾控中心发布紧急提醒

这些来（返）珠人员
需及时报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