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6日，第十二届中国航
空航天博览会（珠海航展）开
幕。西安航空基地以“中国航空
城”为推介品牌，提前着手、精心
准备，借助珠海航展这一广阔平
台，充分展示适宜航空及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的优良投资环境，受
到广大客商的高度关注。14个
重大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额
21.5亿元。

中国航空城
精彩亮相航博会

在本次珠海航展上，西安
航空基地在 5号馆H5A9的“中
国航空城”展区内，不仅展示了
飞机整机研发、无人机研制等
重点产业领域的核心产品，后
羿低空防御系统、隐形蜂窝材
料、飞行模拟器等入区企业研
发的航空机载设备、航空新材
料、航空零部件等配套产品也
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客商和
观众驻足。

开幕式当天下午，西安航
空基地投资环境推介会暨
2019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
新闻通气会成功举办，优良的
投资环境吸引了诸多项目前来
落户发展。本次大会上，西安
航空基地成功签约了军民融合
适航云服务总部基地项目、航

空材料供应链配套服务项目、
反无人机系统研发制造项目、

“苍雀”高隐身固定翼无人机研
制项目等 14个重大项目，总投
资额21.5亿元。项目涉及军民
融合、无人机研制、新材料研
发、航空装备制造、通用航空等
多个领域，具有填补产业链、创
新度较高、辐射带动作用强的
显著特点，成果喜人。

第六届通航大会
明年10月西安举办

本次大会上，西安航空基
地与深圳深翊航空航天技术有

限公司、辽宁锐翔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湖南山河通航有限公
司等全国十余家知名通航公司
达成 201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
大会合作意向，并与 7家企业
签订中国通用航空飞行表演联
盟框架协议，组织飞机特技飞
行、表演飞行、航空竞赛、跳伞
表演、动力伞表演、风洞体验等
系列动态演示飞行和飞行器静
态展示，为明年通航大会的顺
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安航空基地借助本次珠
海航展平台，在会上推介发布
了 201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

会相关信息。作为目前国内通
用航空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
的专业化、国际性展会，第六届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将于
2019年 10月 17日至 21日在陕
西西安举行。大会将继续以

“推动通用航空发展，加快航空
产业聚集”为主题，以“大规模、
高水平、专业性、互动性”为方
向，举办飞行表演与静态展、通
用航空高峰论坛与专业论坛、
通用航空创新创业大赛、航空
设备器材展、项目签约暨成果
发布会五大系列板块活动。

田笑笑本报记者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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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驹航空珠海航展
签署30架购机协议

11月6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在珠海开幕。在本届航展
签约仪式上，天驹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
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签署了30架ARJ21
购机合作协议。

本次签约，对实现天驹集团全航
空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具有里程碑意
义。天驹航空将逐步引进30架ARJ21
支线客机，以西北地区地理优势为着力
点，最大程度彰显ARJ21支线客机的
结构特点及性能优势，助推ARJ21支
线客机的快速发展，扩大国产民机在国
内支线市场的占有率。

天驹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强表示，
天驹航空自成立以来，致力于补缺西部
地区支线航空、补缺高原地区对外开放
通道，力争打造最大的国产飞机运营
商。本次签约，激发了天驹航空在中西
部支线航空领域的巨大潜力，为中西部
支线航空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对
助力西安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独具
特色的航空综合服务，真正意义上实现
天驹集团全航空产业链的战略布局起
到了推进作用。P① 杨娜

金泰恒业成功摘得
388亩优质土地

11月7日，备受市场关注的西安南
二环路青龙寺板块两宗地块再次高调
入市。当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以拍卖
的方式出让两宗共计 388.514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陕西金泰恒业房地产
有限公司在历经37轮激烈竞争后脱颖
而出，成功竞得两块土地。

据了解，金泰恒业此次成功竞得两
个地块，在其公司规划发展战略中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可以巩固金泰
恒业在西安市场的战略布局，还进一步
丰富了金泰恒业产品线的建设，完善了
多元化的产业布局。

资料显示，16年来，金泰恒业扎
根西安。截至目前，公司已发展为以
高尚住宅开发为主，商业、办公、文
化、养老、产业园区、绿色建筑等多元
化布局的综合性实力地产企业。新
的发展阶段，金泰恒业通过产业经营
与资本运营并重发展，向着西部最具
实力的城市运营服务商的目标不断
迈进。P ② 罗雯雯

西安经开区启动
“119”全民消防宣传月

11月 8日，西安经开区举行 2018
年“119”全民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西安经开区消防大
队对今年以来在消防事业方面作出重
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并向
辖区城中村、社区孤寡老人、弱势群体
赠送了灭火器。全体与会人员还参观
了消防器材装备，并观看了微型消防站
及专业消防队伍技能展示。

据了解，宣传月期间，西安经开区
将结合当前全社会正在广泛开展的精
准扶贫，开展“消防安全进万家”行动，
向贫困户赠送家用小型灭火器、灭火毯
等消防安全产品，有效提升弱势群体消
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技能。同时还
将开展“赛场竞技，红门力量”大比武活
动。在专职微型消防站中开展水带连
接操等比武竞赛，充分展示专职微型消
防站队伍风采，树立良好形象。全民消
防宣传月期间，队站将全天候开放，接
受社会各界群众参观浏览。同时，主动
联系当地教育、民政等部门，积极组织
广大干部职工、在校师生、消防重点单
位负责人等参观学习，大力普及消防安
全知识，有效提升公众消防安全素质。

本报记者周婷婷

陕西第一家公募基金落户
经开区、蓝海风·漫巷入驻，浙江
永贵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拾
叁咖、隧能信息公司等高管相继
到访深入交流，磋商合作意向
……11月7日，记者从西安经开
区营商办了解到，从10月中下旬
至今，又一批大项目纷纷选择西
安经开区。

前不久，西安经开区科技
型中小企业西安大医数码技
术有限公司迎来了一批送政
策上门的“客人”，经开区科创

局、生产力促进中心在优化营
商环境、做好金牌“店小二”工
作中注意到该企业技术含量
高、销售收入增长快等特点，
主动上门来宣传经开区“2 N
1”政策体系，着力推动大医数
码实现专利申请质量、数量双
提升，推动企业获得高企认
证。为企业专利申请、技术合
同认定等提供一对一的宣传、
辅导服务。

除了上门送政策，“一对一
服务”外，经开区还对长期以来

纳税人反映强烈的税法宣传薄
弱问题，组织开展纳税人学堂

“每月税坛”活动，形成了制度
化、长效化的宣传培训机制。在
10月 30日——31日的“每月税
坛”上，来自区税务局的业务骨
干就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
信用等级等热点话题进行详细
讲解。476名纳税人认真听讲，
他们纷纷表示，经开区的纳税服
务工作不强制、精准化、讲实用，

“每月税坛”已成为广大办税人
员的“精神家园”。

目前，按照西安市“最多跑
一次”改革工作安排，西安经开
区被纳入“最多跑一次”改革“5
6 N”试点单位。行政审批局
（政务中心）要求各业务经办人
要深刻认识“最多跑一次”改革
工作的重要意义，结合工作实
际，对涉及民生、营商环境等领
域办理频次高的事项进行梳理
优化，不定期召开研讨会，对工
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研究解决。

本报记者周婷婷

西安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
引众多大项目落地

11月 6日，浐灞生态区管
委会主任门轩在上海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

会展业国际经贸论坛并发表
演讲。浐灞生态区管委会副
主任邢忠民、世园集团副总
经理唐志远，华润置地副总
裁燕现军一同参加。

中国会展业国际经贸论坛
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会展领域唯一配套论坛，由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作为指导单
位，世界贸易网点联盟、意大利
展览与贸易展览协会联合主
办，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
会等单位应邀协办。与会嘉宾
围绕“会展促进经贸发展”这一
主题，结合首届进博会及首届
中国会展业国际经贸论坛的举
办，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门轩作为嘉宾进行了主题
演讲。他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西
安市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浐灞生
态区以会展业为龙头，带动区
域发展的有关思路、做法，引起
了与会人员的热烈反响。门轩
说，浐灞生态区自成立以来，就
确定了以会展带动、引领区域
发展的思路，联合相关单位发
起举办“欧亚经济论坛”，现已
举办 7届、其永久会址落户浐
灞，成功举办2007年 F1摩托艇
世界锦标赛、2011西安世园会
等重大活动，积累了一定的国
内外大型会议会展活动举办经
验。

门轩表示，面对当前西安

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
化大都市的黄金发展期，浐灞
生态区抢抓机遇、厘清思路、奋
勇争先，将以会展业为龙头，以

“打造丝路国际会展名城”为核
心，大力实施“会展‘五个一’工
程”，持续做强产业平台，完善
孵化、政策、资金等保障机制，
全力吸引一流人才、一流项目
入区，不断增强集聚辐射效应，
以会展业大发展带动大西安国
际化大都市先导区建设，加速
推动区域发展弯道超车。同
时，诚挚邀请与会嘉宾和企业
家朋友们关注浐灞，投资浐灞，
携手打造会展业的标识地。

本报记者周书养

打造丝路国际会展名城

“浐灞”走进首届进博会

门轩在进博会上发表演讲

第十二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传捷报

西安航空基地揽金21.5亿元

西安航空基地展区

11月6日，第十二届中国航
空航天博览会（珠海航展）开
幕。西安航空基地以“中国航空
城”为推介品牌，提前着手、精心
准备，借助珠海航展这一广阔平
台，充分展示适宜航空及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的优良投资环境，受
到广大客商的高度关注。14个
重大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额
21.5亿元。

中国航空城
精彩亮相航博会

在本次珠海航展上，西安
航空基地在 5号馆H5A9的“中
国航空城”展区内，不仅展示了
飞机整机研发、无人机研制等
重点产业领域的核心产品，后
羿低空防御系统、隐形蜂窝材
料、飞行模拟器等入区企业研
发的航空机载设备、航空新材
料、航空零部件等配套产品也
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客商和
观众驻足。

开幕式当天下午，西安航
空基地投资环境推介会暨
2019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
新闻通气会成功举办，优良的
投资环境吸引了诸多项目前来
落户发展。本次大会上，西安
航空基地成功签约了军民融合
适航云服务总部基地项目、航

空材料供应链配套服务项目、
反无人机系统研发制造项目、

“苍雀”高隐身固定翼无人机研
制项目等 14个重大项目，总投
资额21.5亿元。项目涉及军民
融合、无人机研制、新材料研
发、航空装备制造、通用航空等
多个领域，具有填补产业链、创
新度较高、辐射带动作用强的
显著特点，成果喜人。

第六届通航大会
明年10月西安举办

本次大会上，西安航空基
地与深圳深翊航空航天技术有

限公司、辽宁锐翔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湖南山河通航有限公
司等全国十余家知名通航公司
达成 201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
大会合作意向，并与 7家企业
签订中国通用航空飞行表演联
盟框架协议，组织飞机特技飞
行、表演飞行、航空竞赛、跳伞
表演、动力伞表演、风洞体验等
系列动态演示飞行和飞行器静
态展示，为明年通航大会的顺
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安航空基地借助本次珠
海航展平台，在会上推介发布
了 201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

会相关信息。作为目前国内通
用航空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
的专业化、国际性展会，第六届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将于
2019年 10月 17日至 21日在陕
西西安举行。大会将继续以

“推动通用航空发展，加快航空
产业聚集”为主题，以“大规模、
高水平、专业性、互动性”为方
向，举办飞行表演与静态展、通
用航空高峰论坛与专业论坛、
通用航空创新创业大赛、航空
设备器材展、项目签约暨成果
发布会五大系列板块活动。

田笑笑本报记者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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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驹航空珠海航展
签署30架购机协议

11月6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在珠海开幕。在本届航展
签约仪式上，天驹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
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签署了30架ARJ21
购机合作协议。

本次签约，对实现天驹集团全航
空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具有里程碑意
义。天驹航空将逐步引进30架ARJ21
支线客机，以西北地区地理优势为着力
点，最大程度彰显ARJ21支线客机的
结构特点及性能优势，助推ARJ21支
线客机的快速发展，扩大国产民机在国
内支线市场的占有率。

天驹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强表示，
天驹航空自成立以来，致力于补缺西部
地区支线航空、补缺高原地区对外开放
通道，力争打造最大的国产飞机运营
商。本次签约，激发了天驹航空在中西
部支线航空领域的巨大潜力，为中西部
支线航空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对
助力西安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独具
特色的航空综合服务，真正意义上实现
天驹集团全航空产业链的战略布局起
到了推进作用。P① 杨娜

金泰恒业成功摘得
388亩优质土地

11月7日，备受市场关注的西安南
二环路青龙寺板块两宗地块再次高调
入市。当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以拍卖
的方式出让两宗共计 388.514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陕西金泰恒业房地产
有限公司在历经37轮激烈竞争后脱颖
而出，成功竞得两块土地。

据了解，金泰恒业此次成功竞得两
个地块，在其公司规划发展战略中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可以巩固金泰
恒业在西安市场的战略布局，还进一步
丰富了金泰恒业产品线的建设，完善了
多元化的产业布局。

资料显示，16年来，金泰恒业扎
根西安。截至目前，公司已发展为以
高尚住宅开发为主，商业、办公、文
化、养老、产业园区、绿色建筑等多元
化布局的综合性实力地产企业。新
的发展阶段，金泰恒业通过产业经营
与资本运营并重发展，向着西部最具
实力的城市运营服务商的目标不断
迈进。P ② 罗雯雯

西安经开区启动
“119”全民消防宣传月

11月 8日，西安经开区举行 2018
年“119”全民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西安经开区消防大
队对今年以来在消防事业方面作出重
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并向
辖区城中村、社区孤寡老人、弱势群体
赠送了灭火器。全体与会人员还参观
了消防器材装备，并观看了微型消防站
及专业消防队伍技能展示。

据了解，宣传月期间，西安经开区
将结合当前全社会正在广泛开展的精
准扶贫，开展“消防安全进万家”行动，
向贫困户赠送家用小型灭火器、灭火毯
等消防安全产品，有效提升弱势群体消
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技能。同时还
将开展“赛场竞技，红门力量”大比武活
动。在专职微型消防站中开展水带连
接操等比武竞赛，充分展示专职微型消
防站队伍风采，树立良好形象。全民消
防宣传月期间，队站将全天候开放，接
受社会各界群众参观浏览。同时，主动
联系当地教育、民政等部门，积极组织
广大干部职工、在校师生、消防重点单
位负责人等参观学习，大力普及消防安
全知识，有效提升公众消防安全素质。

本报记者周婷婷

陕西第一家公募基金落户
经开区、蓝海风·漫巷入驻，浙江
永贵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拾
叁咖、隧能信息公司等高管相继
到访深入交流，磋商合作意向
……11月7日，记者从西安经开
区营商办了解到，从10月中下旬
至今，又一批大项目纷纷选择西
安经开区。

前不久，西安经开区科技
型中小企业西安大医数码技
术有限公司迎来了一批送政
策上门的“客人”，经开区科创

局、生产力促进中心在优化营
商环境、做好金牌“店小二”工
作中注意到该企业技术含量
高、销售收入增长快等特点，
主动上门来宣传经开区“2 N
1”政策体系，着力推动大医数
码实现专利申请质量、数量双
提升，推动企业获得高企认
证。为企业专利申请、技术合
同认定等提供一对一的宣传、
辅导服务。

除了上门送政策，“一对一
服务”外，经开区还对长期以来

纳税人反映强烈的税法宣传薄
弱问题，组织开展纳税人学堂

“每月税坛”活动，形成了制度
化、长效化的宣传培训机制。在
10月 30日——31日的“每月税
坛”上，来自区税务局的业务骨
干就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
信用等级等热点话题进行详细
讲解。476名纳税人认真听讲，
他们纷纷表示，经开区的纳税服
务工作不强制、精准化、讲实用，

“每月税坛”已成为广大办税人
员的“精神家园”。

目前，按照西安市“最多跑
一次”改革工作安排，西安经开
区被纳入“最多跑一次”改革“5
6 N”试点单位。行政审批局
（政务中心）要求各业务经办人
要深刻认识“最多跑一次”改革
工作的重要意义，结合工作实
际，对涉及民生、营商环境等领
域办理频次高的事项进行梳理
优化，不定期召开研讨会，对工
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研究解决。

本报记者周婷婷

西安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
引众多大项目落地

11月 6日，浐灞生态区管
委会主任门轩在上海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

会展业国际经贸论坛并发表
演讲。浐灞生态区管委会副
主任邢忠民、世园集团副总
经理唐志远，华润置地副总
裁燕现军一同参加。

中国会展业国际经贸论坛
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会展领域唯一配套论坛，由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作为指导单
位，世界贸易网点联盟、意大利
展览与贸易展览协会联合主
办，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
会等单位应邀协办。与会嘉宾
围绕“会展促进经贸发展”这一
主题，结合首届进博会及首届
中国会展业国际经贸论坛的举
办，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门轩作为嘉宾进行了主题
演讲。他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西
安市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浐灞生
态区以会展业为龙头，带动区
域发展的有关思路、做法，引起
了与会人员的热烈反响。门轩
说，浐灞生态区自成立以来，就
确定了以会展带动、引领区域
发展的思路，联合相关单位发
起举办“欧亚经济论坛”，现已
举办 7届、其永久会址落户浐
灞，成功举办2007年 F1摩托艇
世界锦标赛、2011西安世园会
等重大活动，积累了一定的国
内外大型会议会展活动举办经
验。

门轩表示，面对当前西安

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
化大都市的黄金发展期，浐灞
生态区抢抓机遇、厘清思路、奋
勇争先，将以会展业为龙头，以

“打造丝路国际会展名城”为核
心，大力实施“会展‘五个一’工
程”，持续做强产业平台，完善
孵化、政策、资金等保障机制，
全力吸引一流人才、一流项目
入区，不断增强集聚辐射效应，
以会展业大发展带动大西安国
际化大都市先导区建设，加速
推动区域发展弯道超车。同
时，诚挚邀请与会嘉宾和企业
家朋友们关注浐灞，投资浐灞，
携手打造会展业的标识地。

本报记者周书养

打造丝路国际会展名城

“浐灞”走进首届进博会

门轩在进博会上发表演讲

第十二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传捷报

西安航空基地揽金21.5亿元

西安航空基地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