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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武！歼－10C战机开始战斗值班
空军攻防作战体系进一步完善

新华社电 中国空军新型战机歼－
10C于16日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志
着空军攻防作战体系进一步完善，有效履
行使命任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歼－10C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改
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配装先进航电
系统及多型先进机载武器，具备中近距制
空和对地面、海面目标精确打击能力。
2017年7月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
歼－10C战机列装空军后，实战实训
逐步展开，飞行人才稳步成长，在空军“红
剑－2016”“ 红剑－2017”体系对抗演习
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空军新质作战能力的
提升打下基础。
走实训之路，练打赢之功。驻训高原、
砺剑雪域、穿越山谷，歼－10C的战斗航迹
贯穿着“一切训练都是为了作战”的理念，
实现了从“练为战”到“练即战”的转变。
歼－10系列战机的发展历程，见证了
改革开放为中国航空工业和空军建设发
展注入不竭动力的过程。与歼－10C先后
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的歼－20、运－20、
歼－16、轰－6K和苏－35等新型战机，为
空军战略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使空军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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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 放中，空军全力推进练兵备
打赢战争的重要力量。
战，不断锤炼空天战略打击能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 力、空天防御能力和空中战略
进科表示，改革开放离不开和 投送能力，坚定不移维护国家
平安宁的环境。在 空天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
新时代改革开 益。

空军歼-10C战机进行飞行训练 （资料照片 ）。

深切感悟到改革开放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必
由之路。
在练兵备战中实战实训、按纲施训，空军越
来越多的飞行员具备通飞歼－20、歼－16、歼－
10C等多种新型战机的能力。
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的中国空军，围绕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接续建设实战
空军、转型空军、战略空军，转型发展进入快车
道，备战打仗能力发生历史性变化，成为有效塑

【专家解读】

夺取制空权和实施战役突击

中国空军新型战机歼－10C 周边空防作战力量的相对作战 代表的重型制空战斗机、以歼－
于16日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优势，有助于空军塑造有利空中 10系列和歼－16飞机为代表的
标志着这款国产多用途战斗机 态势、确保国家空防安全。
多用途战斗机、以歼－20飞机
的最新改进型正式形成战斗力。 记者 ： 这款先进战机在未来 为代表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军事专家王明志认为，此举将充 战场上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
以轰－6K飞机为代表的中远程
王明志 ： 歼－10C战机作为 轰炸机，上述作战飞机与空军
实我军攻防作战力量体系，制空
和空面打击能力增强，有助于形 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 其他信息化装备系统相结合，
成对周边的空中作战优势，空军 空权和实施战役突击为主要作 将进一步完善空军的攻防作战
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将进 战使命，与其他作战力量配合， 体系，整体提升空军作战能力，
可在进攻性制空、制地与制海作 强化空军战略性军种的重要作
一步提升。
记者 ： 相比前序机型 ， 歼 － 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歼－10C 用。
记者 ： 作为一款改动程度较
10C 战机都有哪些改进 ？ 有怎样 战机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
的战备意义 ？
志着国产先进改进型多用途战 大的先进战机 ，歼－10C战机在短
王明志 ： 歼－10C战机是我 斗机正式形成战斗力，进一步增 时间内完成了入列 、 验证和形成
新华社电 记者16日从 遥二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 下降，致使发射任务失利。
国防科工局获悉，长征五号遥 射场实施发射，火箭飞行至
目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国在歼－10基础上改进的先进 强空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发挥 战斗力的过程 ， 其背后有着怎样
二火箭飞行失利故障原因近 346秒时突发故障。根据分析 工程研制队伍在全面落实故障 多用途战斗机，具备中近距制空 空中力量在塑造态势、管控危 的含义 ？
王明志 ： 歼－10C战机入列
日基本查明，改进后的芯一级 仿真计算及地面试验结果，故 改进措施的基础上，正在开展遥 和对地面、海面目标精确打击的 机、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中的重
空军后，首先展开试装试用，并
液氢液氧发动机完成多次地 障原因为芯一级液氢液氧发 三火箭研制生产，计划于2018 能力。它配装了先进传感器、综 要作用。
记者 ： 近年来 ， 歼 －20、 歼 － 在实战化训练背景中，对歼－
面热试车考核，验证了改进措 动机一分机涡轮排气装置在 年底择机发射。后续，长征五号 合航电系统和多种先进机载武
施的有效性。
复杂力热环境下，局部结构发 遥四火箭将实施探月工程三期 器，显著提升了制空作战、对地 16、 运 －20、 轰 －6K 及苏 －35 等诸 10C战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试验
对海突击和信息对抗能力。在制 多 新 型 战 机 陆 续 列 装 部 队 ， 今 验证，形成了新装备作战使用的
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 生异常，发动机推力瞬时大幅 嫦娥五号探测器发射任务。
空作战中，可发挥中距攻击的优 天 ，歼－10C战机又正式担负战斗 战术、技术与程序。歼－10C战机
势；在对地、对海突击中，可发挥 值班 ， 这样大踏步的装备升级意 能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担负
信息攻防优势，对多种地面及海 味着什么 ？
战斗值班任务，直接映射出空军
王明志 ：空军正在逐步构建 实战化训练水平的整体提升，同
面目标实施远近结合的精确空
面打击。它的列装及形成战斗 起一个适应信息化空中战场要 时也积累了先进战机的系列化
力，标志着空军作战战备能力进 求的攻防作战体系，这个作战体 改进及战斗力生成的成功经验。
一步增强，有助于形成和保持对 系包括了以歼－11系列飞机为 （新华社 ）
新华社电 证监会16日 款；对孔德永、黄有龙、赵薇、 者产生严重误导。
晚公布了对万家文化的行政 赵政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 此外，证监会还认定龙薇
处罚决定书和相关人员市场 万元罚款。
传媒关于筹资计划和安排的信
禁入决定书，驳回了赵薇夫
证监会驳回了赵薇夫妇、 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
妇、龙薇传媒、万家文化及相 龙薇传媒、万家文化及相关当 漏；未及时披露与金融机构未
关当事人的申辩，最终决定： 事人的申辩，最终认定龙薇传 达成融资合作的情况；对无法
对黄有龙、赵薇、孔德永分别 媒在自身境内资金准备不足， 按期完成融资计划原因的披露
日前，恒丰
近年来，恒丰银行扬州分行不断优化网点营业
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相关金融机构融资尚待审批， 存在重大遗漏；关于积极促使
银行扬州分行 环境，通过大厅及周边区域的环境管理、花木摆放、
同时，证监会还对万家文 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本次控股权转让交易顺利完成
营业部荣获扬 免费提供茶水咖啡、设置儿童游乐区、便民服务区
化、龙薇传媒责令改正，给予 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且 的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
州市文明服务 等，为客户提供温馨、精致的服务；通过WIFI全覆
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 贸然予以公告，对市场和投资 导性陈述等违法事实。
示范窗口称号， 盖、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的厅堂现场体验，切实提升
大堂经理刘丹 客户的网点现场服务感受；通过规范客户停车位、提
当选扬州市文 供残疾人无障碍绿色通道、设置紧急呼叫求助等，进
明服务标兵，这 一步提升客户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严格按照文明
是对恒丰银行 规范服务标准，坚持通过每日晨会、夕会及专题培
扬州分行营业 训，进一步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创新服
部倾情服务社 务形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提升群众满意度。
30
会的又一次肯定。之前，该行还荣获了2017年度
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服务为核心，把服
务理念贯彻始终，
继续强化服务立行的工作意识，采取
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五星级网点称号，
荣获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病——
—皮肤
扬州市级机关“群众满意的窗口服务单位”和“群 多种有效措施，规范文明服务管理制度，优化文明服务
免费体验
等你报名
流程，塑造恒丰银行优质的服务形象。 记者 金鑫
病困扰过你吗？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吗？ 如果您正遭受或长期遭受皮肤 众满意的示范岗位”称号。

长征五号遥二火箭
飞行故障调查完成
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年底发射

赵薇夫妇被罚定了
禁入证券市场5年

恒丰银行扬州分行营业部
荣获扬州市文明服务示范窗口称号

皮肤病患者免费试用
姜老太修肤堂征集 名皮肤病患者

有试过用很多种方法都无济于事的经 病的折磨 ，奇痒难受 ，想迫切改变眼
历吗？只要拨打健康热线就能试用治 前的烦恼， 现在就拨打健康热线，前
疗皮肤病。 现姜老太修肤堂征集 30 30 名皮肤病患者可免费试用姜老太
名皮肤病患者，帮您解决生活的苦恼。 专用产品！
皮肤瘙痒、皮炎、牛皮癣（银屑
病）、荨麻疹、湿疹、体癣、头癣、股癣、 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学传承人
手足癣、汗斑（花斑癣）、手指脱皮、皮
肤康复理疗中心
肤皲裂以及皮肤出现过敏、瘙痒、化 吉医械广审 文皮专利号
第
号 吉械注准
脓、疹疱、红斑、脱皮、皲裂等。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使用
（

）

：ZL201210571637.7
2017120706

体验活动今日全面展开，立即拨打电话 400－9656－
186来电申领，仅 300台，每家限领一台。
赔）。请注意，本次申领活动厂家仅仅提供 300台，活

为了让中老年人的晚年更加丰富精彩，本公司
专门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了一款“多功能”评书机，
该台评书机融汇了大量老百姓听不厌的评书、歌曲、
相声、戏曲、健康养生知识等，拥有它可以丰富你的
退休生活，让你在家不再孤单无聊，无论是晨练、午
休、还是干活、散步，想听就听，愉悦身心……拥有
20172640116
它，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快乐。为中老年人的退休
生活更加丰富，公司决定在全国推出“老人新选择，
活动。
） 评书机来电申领”
活动申领条件：凡年满 60岁以上者、老年朋
广告 友，厂家可直接发货，不收取费用（如有收费，可索

报名电话公交可乘
:0514-8505 5188 地址:扬州市荷花池路 85 号（荷花池公园对面
路
23、11、37、56、5、60、73、72、107、40、32、68

来电申领 多功能老人评书机

动从即日起至 4月 23日结束，请广大中老年朋友相
互转告，千万不要错过，提前预约申领。
温馨提示：为弘扬中华敬老、爱老文化，特面
向全国 60岁以上中老年人举办此次活动，现在拨打
申领该款多功能评书机，
即可快递上门，数量有
限，仅限 300台，先到先
广
告
得，过期不候！

申领
热线

400－9656－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