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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年前，古丝绸之路的开辟，让

中国西北在阵阵驼铃声中焕发活力。如

今，在它的近旁，一条全新的“钢铁丝绸之

路”正在徐徐展开，迎接四方宾客。

昨日，兰新高铁乌鲁木齐至哈密段开

通，为年底全线贯通拉开序幕。兰新高铁，

作为横贯中国西北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

的铁路大动脉，将成为新丝绸之路上的“黄

金通道”。

4小时出疆不是梦

“我到哈密去就是专门乘坐高速列车，

感受一下快的味道。”68 岁的张长龄老人

这几天特别高兴。在兰新高铁启动后，他

成功抢购到新疆第一张高铁车票。

随着中国大西北迈入高铁时代，“快的

味道”将惠及这片广袤的地区。早在 1959
年，即有兰新铁路通车到哈密。可50多年

来，新疆和内地一直是“千里一线牵”，从乌

鲁木齐到兰州最快也得18个半小时。

兰新高铁的开通，将让 4 个小时出疆

成为现实。虽然从公里数来看，兰新高铁

全长 1776公里，距离依旧遥远，但是从时

间来看，从乌鲁木齐向东出疆的时间缩短

到4个小时，至兰州的时间将缩短一半。

对于张长龄老人来说，从乌鲁木齐到

哈密的运行时间由现在的 5个小时左右，

压缩至3个多小时。哈密和乌鲁木齐作为

兰新新丝路的主要驿站，可实现同城效

应。不仅如此，哈密作为新疆的东大门，东

南西北共有 7 条牵引线，可辐射新疆、甘

肃、青海、内蒙古等省区。

“兰新高铁串起西北三省区，改变了三

省区之间的时空距离，三省区将过上朝发

夕至的‘高铁生活’”。新疆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说。

共享高铁时代发展新机遇

伴随着兰新高铁的建设和逐步开通，

中国的大西北告别没有高铁的历史，开始

和中东部一样，共享高铁时代发展的新机

遇。

在占地面积达 37.22平方公里的乌鲁

木齐高铁新区，记者看到，一座座高楼正在

拔地而起。可口可乐、大众等 18 家全球

500强企业已在这里选址落户。作为国家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重点项目，新疆丝绸之

路经济带旅游集散中心项目也选址高铁新

区，临近高铁站房的站前北广场。

据高铁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高

铁新区总投资已经超过 350亿元，预计可

以吸纳23万人就业，成为拉动新疆经济增

长的新动力。

“高铁的开通，这对我们生意人来说，

是天大的好消息！”新疆亨元商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朱卫东由衷地说。朱卫东从 2005
年开始做锌矿粉生意，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朱卫东在矿产丰富的哈密开了分公司，客

户和公司员工也需要经常往返于乌鲁木齐

和哈密两地。“新疆通高铁，是新疆经济发

展的一件大事儿。以后往返乌哈两地，高

铁肯定是首选！”他说。

在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孙崇凯看来，兰

新高铁的开通，对于畅通西北三省区矿业、

农产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人员物资的流

动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兰新高铁沿途多为经济开发程度较

低、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少数民族地区。

铁路建成可使各省区实现矿产资源共享、

地区优势互补，使各少数民族能更方便地

‘走出家乡，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利于各民

族互通交流、团结共进。”孙崇凯说。

重现古丝绸之路的黄金效应

从黄土高原的兰州出发，“爬”上青藏

高原的西宁，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

再向西进入新疆，兰新高铁的轨迹与古丝

绸之路基本平行。

自公元前 138 年张骞出使西域，这条

著名的古道在 1600 年里沟通了东西方的

经济和文化。如今，作为“一带一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兰新高铁这条“高速丝绸之

路”将激发更大的“黄金效应”。

据乌鲁木齐铁路局介绍，目前，西北三

省区煤炭、有色、石化和大量农副产品主要

依靠铁路运输，但现有的路网能力还不能

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通车后的兰新

高铁主要承担客运任务，而既有兰新铁路

将以货运为主。客货分流后，兰新铁路的

输送能力将提高两倍以上。

“兰新高铁将带动甘肃、新疆等多个西

北省份共同发挥区位优势，形成中国向西

开放和欧亚国家走向中国腹地的双向黄金

通道，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更加

便利。”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张永丽

说，以兰新高铁为主干的高速铁路网络将

使开拓西部商机空前增多。

对于面积最大的新疆来说，交通的便利

将更有利于新疆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的

作用。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副校长何卫刚表

示，新疆高铁不仅是把自己同全国联在一

起，而且还将发挥把自己同东亚欧洲联在一

起的中枢作用。这种以高铁为核心竞争力

的地面运输中枢功能，将对率先建设好丝绸

之路经济带，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华社）

打造新丝绸之路上的“黄金通道”
兰新高铁乌鲁木齐至哈密段昨日开通

为推动国内旅游及出入境旅游贯

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我国将

2015 年确定为“美丽中国-丝绸之路

旅游年”。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在 14 日

开幕的 2014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

说，为通过发展旅游业落实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战略构想，国家旅游局将 2015 年

国家旅游年主题正式确定为“美丽中

国-丝绸之路旅游年”。这也是落实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的重要举措。国务院明确

提出，要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东盟-湄公

河流域开发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

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图们江地

区开发合作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等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

框架下，推动我国同东南亚、南亚、中

亚等区域旅游合作。

由国家旅游局、上海市人民政府

和中国民用航空局共同主办的 2014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14日至16日在

上海举行。国家旅游局旅游促进与国

际合作司司长李世宏表示，截至目前，

参展国家和地区 106 个，展台总数

2427 个，其中国内展位 1491 个，海外

展位 936个，海外展位数量比 2013年

增长 124%。参展单位 278家，其中海

外参展单位 206家。美国为本届交易

会主宾国。

杜江说，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目

前已成为全球旅游界拓展市场的重要

平台、相聚中国的美好期待。2013
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人数超过 5500
万人次，出境旅游近1亿人次，国内旅

游超过32亿人次，旅游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4%，直接从业人

数达 1350 万人。当前世界经济逐步

复苏，全球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

世界旅游组织预计，到 2030 年，

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将到达 18 亿人

次。我国旅游业将与世界共享新一轮

黄金发展期。

（新华社）

我国确定明年为
丝绸之路旅游年

阿拉善牧民：
国产支线客机改变生活

在本届航展上，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

“新舟”系列客机累计交付 100架，书写了

新的纪录。但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民

用飞机部相关负责人朱建新却没有着力

渲染其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开疆拓土，而是

讲起了远在大西北的内蒙古阿拉善牧民。

很长一段时间里，牧民们如果想到西

安、呼和浩特，只能来回搭车。现在，他们

已不必大费周章。牧民们走出蒙古包，骑

着马赶到当地的小机场，把马交给家人，

自己搭上适航能力强、可靠的“新舟”飞

机，在云中穿行一个多小时，便能看到西

安城墙了。

“阿拉善面积超过 27万平方公里，总

人口刚过 23万，是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

最适合使用 30座以下、航程 400公里左右

的小飞机，这是我们的优势。”朱建新说。

在本届珠海航展上，通用航空激发起

了空前热情，数十架花样繁多的小飞机占

据了大片停机位，有的飞机第二天就被贴

上“已经售出请勿触摸”的字条。

朱建新说，作为国内首个通勤航空试

点项目——阿拉善盟3个旗（县）的通勤机

已于去年正式通航，结束了当地没有民航

运输业务的历史，开创了“阿拉善模式”。

负责运营相关航线的奥凯航空是内

地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主力机型就是国

产的“新舟”60 飞机。这一航空运营模式

的特点是“三小一低”，即小支线、小机场、

小飞机、低成本。至今，阿拉善通勤机场

已经开通了前往呼和浩特、天津、西安等

多地的航班。

来自《山海经》：
新型直升机中的中国元素

《山海经》有云：“青鸟，为西王母取

食。”青鸟是神鸟，自古就是信使的代名

词。数千年后，古老的神话成为中国航空

设计的灵感来源。

在本届航展上，中航工业直升机最新

研制的AC3X2轻型双发民用直升机精彩

亮相。这架以“中国红”为主色调的直升

机，流线设计宛若一条海豚。

中航直升机设计所总设计师徐朝梁

说，《山海经》里面有带给人们幸福的青

鸟，还有神奇的飞鱼，AC3X2就是青鸟和

飞鱼的结合，是给飞鱼插上了翅膀。”

“改变，让我与众不同”，这是 AC3X2
直升机的宣传口号，也是这架直升机冲击

国际舞台的声音。众所周知，我国直升机

产业曾长时间落后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

但在众多技术人员的艰苦努力下，这一差

距正在缩小。

与国际先进机型相比，该直升机不仅

外形时尚，性能也是一流。AC3X2直升机

与国际市场上同类机型相比，具有座舱空

间大、乘坐舒适性好、可靠性高、使用成本

低、高原性能出色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

通用航空运输、紧急医疗救护、警用执法、

搜索救援、公务飞行等领域。

鼓舞人心：
中国客机出口美国

本次珠海航展上，一则消息鼓舞人

心：中国飞机卖到了美国市场。中航工业

哈飞与美国维信航空公司签署20架运-12
系列飞机的销售合同，包括 18 架运-12E
和 2 架运-12F 飞机。这是国产民机首次

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标志着运-12飞机已

被要求最严格的美国市场所认可。

运-12是中国民机出口的明星。早在

1986 年，其就出口到斯里兰卡，开创了中

国民机出口先河。时隔近 30年，该机“老

兵再立新功”，成功打入发达国家市场。

中航工业哈飞副总工程师、运-12总

师李先哲说，出口到美国的运 12F早已不

是当年的运-12，几乎是一款新机型。

10 月 23 日，运-12F 完成了中国民用

航空总局的试飞；11月5号，其完成美国联

邦航空局的试飞。而此前，它已经通过了

中美这两大机构的飞越噪声测试。

运-12F在立项设计之初，便把目光瞄

向了全球市场，因此其采用兼容中美两国

的标准，应用了损伤容限设计等许多先进

技术。飞机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舒适性更

好了，用户体验更人性化。因此，美国人

自然愿意买中国飞机。

坚持不懈的飞行梦：
航展上的国产民间特技队

在第十届珠海航展上，总共有四支进

行编队特技表演的飞行表演队，除了中国

空军的“八一”飞行表演队、俄罗斯空军

“勇士”飞行表演队和阿联酋空军“骑士”

飞行表演队之外，还有一支名不见经传的

“山河飞行表演队”。

四名中国飞行员，驾驶四架中国民营

企业自主研制的轻型运动飞机，与超音速

战斗机歼-10和苏-27同场献艺。带队的

侯珉说，我和伙伴们感觉很自豪。

这支飞行表演队现在共有 6 名飞行

员，既有“60后”也有“90后”；既有空军退

役飞行员，也有持商业、私人飞行执照的。

其实，航展期间珠海的天气并不理

想，风大云低，小飞机难以做出特技动

作。第一次以编队形式亮相国际航展，在

航展开幕首日和观众人数最多的周末，他

们都上演了精彩的表演。

山河表演队的座机，是湖南山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阿若拉”SA60L
轻型运动飞机。这是我国第一款、也是目

前唯一由民营企业自主研制、并获得中国

民航局型号认证的飞机。一直市场反响

不错的它，连续三届参加珠海航展。

发展航天航空事业，探索未知空域，

自由翱翔。这不仅是大国梦、强国梦，更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 （新华社）

我们的飞机和飞天梦
——珠海航展的那些人和事

15日，第十届珠海航

展迎来了第二个公众日。

和此前一样，汹涌的人潮

淹没了停机坪和展馆的空

地，显示着这个国家对飞

行的挚爱与期盼。在航展

上，即使是普通观众，也

能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人

类的雄心和一个国家的前

进步伐。

也许你已经看过太多

的“高大上”，其实，航展

上那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

飞机和普通人的背后，同

样蕴含着动人的故事。经

过数十载发展，中国航空

工业已经开始登上了世界

舞台，中国人的生活也因

航空而改变。

11月16日，两列“和谐号”动车在乌鲁木齐南站并行停放，准备发车。当日11时整，随着兰新高铁乌鲁木齐至哈密段正式开通运
行，新疆由此正式迈入高铁时代。铁路部门表示，哈密至兰州段预计将于2014年年底开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