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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携手，“上海制造”的国产支线飞机 ARJ21选择在江苏南通交付

从机场到厂区，只需通过一道门
■本报记者 于量

记者来到位于南通空港产业园内的南通华夏
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一架 ARJ21型飞机
正静静地停放在公司的 1号机库内。据介绍，这架
交付给天骄航空的飞机的交付作业目前正在紧张
进行中。按照计划，飞机将在近期从南通兴东机场
起飞，飞往呼和浩特白塔机场。

这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南通华夏飞
机交付的第 11架 ARJ21飞机。在此之前的 2018年
12月 29日， 一架 ARJ21-700型飞机同样是从兴东
机场起飞， 经历近 3小时的飞行顺利抵达成都双流
机场。这架国籍登记号为 B-104X的飞机，则是中国
商飞公司向成都航空交付的第 10架 ARJ21-700。

与商飞“一见钟情”

“上海制造”的国产支线飞机 ARJ21，缘何选择
在江苏南通进行交付？ 事实上， 作为上海的 “北大
门”，依托兴东国际机场，近年来南通与上海之间的
“临空”合作日益紧密，两地航空产业发展通道顺畅。

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隔江相望的两座城市正
携手“起飞”。

“我们与商飞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谈及与中
国商飞的合作， 南通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席运营官王希存如是评价。2018年7月16日，华
夏与商飞就ARJ21飞机的试飞和交付签署合作协
议，ARJ21飞机交付工作选择落户南通空港产业园，

南通由此成为中国商飞目前唯一的异地交付场所。

华夏飞机工程公司成立于 2011年， 是一家航
天航空类的全产业高科技服务型企业，业务包括飞
机维修、内饰改装及翻新、发动机业务、工程与开
发、航空支援、残值处置等。王希存表示，出于公司

自身长远发展的考量，华夏飞机工程始终希望在国
产飞机生产制造领域有所作为，进而能够在航空产
业链上更进一步。因此，“近在眼前”的中国商飞无
疑是合作的不二之选。

另一方面，随着 ARJ21机型产量与订单的不断
增加，商飞在上海近邻开辟一个异地交付基地同样
势在必行。王希存认为，南通的区位优势是促成双
方合作的首要因素，而紧邻南通兴东机场的华夏飞
机工程则更是能将这一优势发挥到极致：“飞机降
落到南通，通过一道隔离门就能从机场直接到我们
的厂区。”

王希存记得， 商飞方面第一次来南通考察时，

派出了一支近 30人规模的庞大考察团， 华夏飞机
工程完备的工程技术力量和服务保障体系让对方
印象深刻：“可以说，我们与商飞之间的合作，在对
方第一次考察结束后就已经基本敲定了。”

在承接了 ARJ21机型的交付业务后，华夏飞机
工程方面为商飞提供了公司最大的 1号机库，同时
组建专门团队为对方提供服务。王希存说：“作为一
架飞机正式执行飞行任务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交付
工作远比大家想象中复杂，通常需要至少一周的时
间，涉及检测、维修乃至试飞等多个环节，需要调动
计划人员、监控人员、拖车司机等诸多岗位，以及动
力设备、接近设备、拖车等保障手段。我们所做的，

就是确保每一架降落在南通的 ARJ21以最完备的
状态通过客户的验收后，再次从南通起飞，交到客
户手中。”王希存表示，自 2018年签署协议以来，华
夏飞机工程与商飞方面的合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物流互补实现双赢
2017年 5月 5日，同样由中国商飞研制的国产

大飞机 C919成功完成首飞。“胖 9”的这次首飞，有

79分钟是在南通的上空度过的。王希存表示，华夏
飞机工程将与中国商飞寻求更深层次的合作，从而
为释放上海与南通在航空产业的合作潜能发挥更
积极的作用；而随着国产大飞机投入量产的时间不
断临近，双方未来的合作“想象空间巨大”。

除了异地交付，南通空港在物流领域与上海同
样有着密切的合作。今年 1月 22日，兴东机场迎来
了两位特殊的旅客———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的龙凤胎大熊猫兄妹：星辉、星繁。而负责两位
“国宝” 运输保障工作的南通沪通空港物流发展有
限公司，正是由上海与南通合资成立、落实航空物
流合作的一项成果。

2016年 12月 28日，南通沪通空港物流发展有
限公司正式揭牌。公司注册资本 1800万元，南通兴
东机场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货运站有限
公司 （简称 PACTL） 分别出资 51%和 49%。 作为
PACTL的首个外仓，南通沪通公司的成立亦成为其
迈出上海的第一步。

2017年， 上海年航空货运量突破 400万吨，成
为继中国香港、美国孟菲斯后全球第 3个年航空货
运量 400万吨以上的城市。然而，随着业务量的持
续增长，上海空港的各类资源亦趋近饱和。相比之
下，南通在机位、时刻、空域等方面有着较为充裕的
资源。通过共同出资组建物流企业，浦东机场在物
流领域的渠道优势、管理优势、品牌优势不断输入
南通的同时，也将南通机场的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和
放大，通过两地机场在物流方面的优势互补和资源
共享，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框架下实现合作共赢。

对于南通机场，年初的这次“熊猫春运”是其在
物流领域取得长足成长的一个缩影。而上海与南通
两地空港间的合作，亦是长三角区域内航空物流协
同发展的一个成功样本。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一处处昔
日“老大难”正变成“上可看江景，下可亲江
水”的胜地

长江岸线整治
变美的不仅是芜湖
■本报见习记者 刘雪妍 朱凌君

“风好凉， 好舒服啊。”65岁的芜
湖人赵国林语调轻快，一边说一边按
下快门：2 岁的孙女甜甜正趴在栏杆
上，出神地盯着江上的水鸟，用手指
着一圈圈荡开的水波纹。沿江晨跑是
一家人的固定活动，甜甜也跟着爷爷
熟悉起这条步道。 北起青弋江入江
口，南至澛港大桥、漳河，西至长江
边，东到长江南路，这是芜湖城南叫
箱子拐的地方， 沿江步道视野开阔。

今年春天，滨江公园二期项目建设完
成后，来这“十里江湾”散步的市民多
了起来。

两年前，此地还是芜湖环境整改
的“老大难”，怎就大变了样？

满江驳船，没了
安徽八百里皖江，江苏的“扬子

江城市群”沿岸，以及位于长江入海
口的上海崇明、宝山等地，长江边的
老百姓都愿意对这一江水说上几句。

长江岸线整治，是一件让人们很有获
得感的好事。

记者在箱子拐听人们七嘴八舌
地说起以前： 小码头林立， 采沙船处
处，棚屋沿江建，岸边种菜，养鸡养鸭，

物料堆积， 垃圾满地…… “因为水位
深、水域宽且距市区近，上世纪 80年
代起，箱子拐逐渐成为集船舶停泊、修
造、交易，物资补给、黄沙装卸为一身
的岸线区域，还挺出名的。”箱子拐所
在的芜湖中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汪国
重介绍，曾几何时，这附近约 1.8公里
长江岸线，有 16个船舶修造点，长期
聚集着几百条商船。修船、造船、喷漆，

在滩涂上养殖家禽，如此这般的地方，

竟然“藏”着利民路水厂取水口。2017

年 5 月起，“把长江生态修复放在首
位”开始深入人心，整治箭在弦上，箱
子拐成为重点，56个整治项目， 占芜
湖弋江区总项目数的一半以上。

从“靠水吃水”的船老大手中要
滩地，还要和上百家做生意的“水上
租客”打交道，免不了磨破嘴跑断腿，

甚至受到“江湖气”的威胁。但仅用了
三月余， 箱子拐水域的一艘艘趸船、

坐滩船、水泥船或被拖离现场或被直
接拆解，滩涂陆域清理出来，沿线开
始了复绿整治，不仅取水口保护措施
更加完善，生态防护屏障也在滨江建
立起来。

“原来走在堤岸上就能闻到养殖
场的臭味，小船铺满江面，现在长江
的原貌显现出来了。”万学栋说，他长
期在国外工作， 近两年每次回家，都
能发现新变化。想想 20多年前，芜湖
城南还是“乡下”，现在小马路宽了，

旧居民区和工厂区也不见了，还拔地
而起几座芜湖的地标建筑。

码头旧址，新了
已经建成十余年的芜湖滨江公

园一期，外地人想象不出，这里曾经
是长江边一字排开的十座码头，客货
两运的 8 号码头，原来承载着“长江
巨埠”昔日通江达海的辉煌。芜湖米
市的巅峰期， 青弋江两岸船杆林立，

商贾云集，汽笛长鸣，货运不歇。

如今，只剩滨江公园的雕塑群还
记录着码头货运大米的场景。亭台建
了，绿植多了，灯光美了。赵国林 1954

年出生在这一带，对一草一木、大小
码头的变化都了然于心。“以前没有
长江大桥，我们只有从 8号码头坐船
去裕溪口，才能坐火车到合肥，沿江
而上到武汉或安庆。”赵国林说，他指
着芜湖江边的老海关建筑说，码头由

长江航运公司运营，他们原来的职工
宿舍就设在这里。1978年之后， 随着
社会发展与乡镇集市贸易的活跃，芜
湖港客运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上世纪
80年代时船票甚至一票难求。随着高
速公路的营运、铁路逐步提速，长江
客轮逐渐少了，2003年芜湖港客运全
面停航，两年后这里的公园规划就画
起了蓝图。

如今的芜湖江岸，从宝塔根到朱
家桥，上可看江景，下可亲江水。“以
前感觉市民和长江距离很遥远，沿岸
都是码头，隔上一堵长长的防洪墙。”

赵国林说，现在所有人都可以与长江
亲密接触。

沿江治理，继续
不仅仅是箱子拐，2017年， 当地

媒体的镜头记录下了全芜湖的整改
场景：即使是盛夏，滨江公园的海事
巡航船上，对违法码头和船只的清排
也从未松懈；无为县牛埠镇二江造船
厂里， 拆塔吊切铁架的忙碌一刻不
停；无为县刘渡镇，存在多年的黄沙
经营点一个个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复
绿的植被， 几十万吨存砂也没了痕
迹；繁昌县新港的江岸，被占用的江
滩和岸坡，也已清理完毕，种上草皮；

龙窝湖生态敏感区清理整治完成，建
起湿地公园……两年整治过后，记者
走访所见，大多数工业厂房、猪场、居
民户房屋已经拆除，岸线回填与复绿
工作也在开展。

四褐山街道管山社区负责人吴芳
告诉记者：“城北圩复绿项目将作为滨
江公园四期远景规划生态建设区，目
前，电厂四期、天力纸业、四褐山周边、

二叽山周边区域土方回填约 20万立
方米， 已完成复绿施工。”5月 18日，

记者来到大件路码头至原发电厂码头
区域，这里也堆满回填的黄土，即将进
行绿化，曹姑州渡口对面的人家，是一
对年过六旬的夫妻， 老人提到码头关
闭还很激动：“原来车太多， 家里都是
灰，桌子一天擦三次都擦不干净，现在
这个码头关了，终于不用擦灰了。”

曹姑州渡口旁边的凯帆码头，据
工作人员介绍， 现在这个危化码头的
运量已经大幅减少，运输规范化之后，

货物名称、吨位、发货单位登记完成才
能装卸货物， 驾驶人员没有资格证书
或装卸人员没有上岗证书， 都无法作
业。虽然码头生意大不如昨，但“环境
好了， 住在周围也放心， 都是有孩子
的”，码头工作人员们纷纷点头称是。

将目光沿江继续拉远， 不止芜
湖，自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以来，各地都在岸线治理工作上
发力。 位于芜湖上游的安徽安庆，实
行雨污分流，加大污水池、粪便堆场
等处密闭工程建设，鼓励企业资源化
利用粪便等污染物，改善了长期以来
岸线被畜禽养殖的污染问题；安徽池
州将其主城区长江岸线 507 码头片
区列为整治重点区域，关闭该区域全
部沙场，并对原沙场区域进行生态复
绿工作，关闭了沿线几乎所有货运码
头，修复曾被破坏的滨江滩涂湿地与
长江岸线。在江苏南京，重点推进 150

项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的清理整
治工作，逐步把全市域范围内岸线开
发利用率降到 50%以下，并全市推动
水污染的治理，目前基本消除黑臭水
体，22个省考断面和 7条省控入江支
流全部达标。

环境在改善， 理念也在嬗变。以
江水为镜，可以鉴得失；水清才能发
展优，岸绿才有幸福感，已经成为共
识。

近日，安徽芜湖的“钻石飞机”很“火”。过去一
年，企业第一批量产 DA42型双发四座飞机顺利交
付客户，获得不少好评。由企业自主研制的 CA42型
飞机则首次亮相珠海航展，吸引了行业内的众多目
光。 从首次引进国外先进机型到实现量产交付，再
到自主研制先进机型一飞冲天， 五年多的时间里，

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白手起家”，发
展迅速，同时也带动了芜湖通航产业从无到有。

通航产业方兴未艾。除了芜湖，长三角各地都在
通用航空领域纷纷发力。在浙江新昌县，去年万丰通
用机场正式开航， 投资 100亿元的万丰航空小镇向
公众开放。在浙江杭州，建德航空小镇快速发展，现
已初步形成航空旅游、航空服务、航空制造三大功能
区块。安徽合肥目前正依托肥东白龙、肥西官亭、肥
西严店三个通用机场， 建设差异化发展的三大通用
航空产业发展集聚区。在江苏镇江，原有的镇江大路
通航小镇和镇江航空教育小镇合并后变更成立镇江
航空小镇，打造综合性全产业链航空产业集聚区。此
外，例如浙江德清的莫干山等地，即将开辟新的通用
航空短途运输航线，丰富出行方式。未来，或许还需
要更多的跨省界、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从无到有后，自主创新更迫切
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2月，地处芜湖航空产业园，由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与芜湖市共同投资组建，与奥地利钻石
飞机工业公司进行全方位技术合作，引进生产两型
技术先进、用途广泛的轻型通用飞机，并共同研发

新机型。目前，已形成通用飞机与无人机研发制造
中心、复合材料研发中心等核心业务平台，是芜湖
航空产业园的重点企业。

一开始，双方的合作是机缘巧合。公司总经理
洪雨宁告诉记者，中电科的主要业务是航空电子产
品， 但此前缺乏相应的平台做试飞和产品推广。彼
时，芜湖恰好在大力谋划布局通用航空产业，并迅
速与 DA42 型飞机的生产商奥地利钻石飞机达成
了相关合作协议，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中电科芜湖
钻石飞机项目也应运而生。

产业的从无到有并不容易。“国内在双发通用
飞机制造领域，存在大量技术空白，首架 DA42 型
飞机的生产， 主要依靠国外先进技术和生产线，面
对国外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封锁，我们必须要有
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洪雨宁说在研发团队
的努力下，企业不仅掌握了大尺寸高精度整体成型
复合材料的关键技术，还研发出生产成本更低的高
性能复合材料结构成型工艺。这一技术填补了国内
相关技术空白，还引起了国外市场的关注。

此后几年， 芜湖逐渐完善的通用航空产业链也
为钻石飞机的生产和研发助力。据介绍，产业园现已
集聚研发制造项目 40余个，涵盖通用飞机整机和无
人机、航空发动机、螺旋桨、航电、航空部件等各个方
面， 基本形成了通用航空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和配
套。不过，包括钻石飞机制造在内，多数企业的研发
模式还是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国产
化以及知识产权的创新， 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待
加强。

布局长三角，提升产业竞争力
目前， 钻石飞机的用途主要集中于航空培训和

监测勘探两个方面。不过，由于这种飞机的操控界面
与大飞机基本一致，因此常被用于民航飞行的培训。

去年， 首批量产交付的五架 DA42型飞机就是民航
飞行学院的订单。但对钻石飞机来说，最有竞争力也
是该企业目前着力推进的，则是 MPP多用途飞机。

“在航拍航摄方面，我们的飞机还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尤其是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洪雨
宁看来，一体化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共同的、有限的资
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减少浪费和同质化竞争，从而提
升产业的竞争力。他举例说，以前做城市规划的航拍
航摄，因为各地的标准不同，只能分开进行，有时还
要进行重复的审批等等，未来随着一体化推进，很多
边界地区标准和规划逐步对接， 航拍的效率显著提
升，而且在信息共享和处理方面也将更有优势。

洪雨宁告诉记者，从企业的角度看，长三角一
体化其实早已发生。钻石飞机的生产和研发虽然主
要是在芜湖，但在产业链方面，离不开长三角其他地
区的合作与协同。其中，上海和南京的技术、人才优
势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他们已经与上海交大、南航
等建立了合作机制，并在南京设立了研发中心，利用
当地高校的人才优势提升企业的实验创新能力。另
外，公司也在寻求与中航商发和中国商飞的合作，希
望在试飞方面从上海得到技术、创新资源的辐射，积
极对接华东地区的需求，打造通航产业联盟。通航产
业如此，长三角更多的产业也应如此。

长三角“起飞”

未来想象空间巨大
■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一飞冲天的“钻石飞机”助力芜湖打造新名片，未来更多跨省界合作可期

芜湖长江边的落日美景引来众多市民驻足。 东方 IC供图

在芜湖制造的“钻石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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