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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胡喆

空中“芭蕾”上演、陆上坦克“撒欢”，

“高、精、尖”展品有望集体亮相，展品结构

首次实现“陆、海、空、天、电”全覆盖……第

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

展）即将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精彩上演。

本次航展有哪些精彩看点？又会有哪些明

星装备集体亮相？13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本届中国航展主办单位相关负责人

就航展亮点进行了系统介绍。

据悉，本届航展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外，沙特阿拉伯皇家

空军“沙特之鹰”飞行表演队也将携 9 架

Hawk MK 65A式教练机首次参展，为广

大观众呈献精彩绝伦的飞行表演。同时，

ARJ21 先进支线客机、波音 787 宽体客机

等国内外明星机型也将进行性能示范飞

行。

坦克车、装甲车爬沟过坎、狼烟阵阵。

上届航展，地面装备动态表演让不少观众

和军迷直呼过瘾，至今记忆犹新。今年，随

着地面装备动态演示区规模的扩大，地面

装备动态演示的内容将更加丰富。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春建介绍，本届航展动态表演场地将进

一步增大，由兵器工业集团自主研发制造

的 VT4、VT2B、VT5 型主战坦克，VN1、
VN2、VN4型轮式装甲车，VN12、VN17型

履带式步兵战车，VP11防雷车，VP22运输

车等将现场表演爬纵坡、过壕沟、涉水池、

蛇形机动等项目，展示高度的机动灵活性

和强大的越野能力。此外，多型无人作战

平台将首次亮相，展示兵器工业集团在地

面无人平台领域的领先技术优势。

在以上项目表演的基础上，本届航展

还将融入武器射击、基本战术、装备展开撤

收等课目的训练场景演示，届时空中飞行

表演和地面动态演示交相辉映，为现场观

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

在航空装备方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将以“两型四代、20系列、国产大

飞机家族”等为代表，共计 145 项产品参

展，其中首次参展的就有 45 项。AG600、
新舟 700、AC系列直升机等众多明星机型

将以各自方式亮相本届航展。作为我国民

用大飞机的研制主体，中国商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将展示CR929远程宽体客机1：1
样机，ARJ21先进支线客机将进行静态展

示和示范飞行。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参展面

积近1300平方米，将全面展示包括航空发

动机、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等主要航

空产品，其中宽体客机发动机、民用涡轴涡

桨发动机以及针对国际市场研制的外贸产

品等都是首次亮相。

长五、长七、长十一运载火箭……在

航天领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将

携近两年来的最新科技成果共计 184 项

产品参展。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常务副

主任李洪介绍，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将以

1：10模型首次集体亮相，空间站核心舱、

嫦娥四号探测器与中继星 1：3 模型等也

均为首次对外公开展出。全球低轨卫星

移动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鸿雁”星座、

“彩虹”系列无人机等也将在本届航展上

进行集中展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将以“打

造全域攻防装备体系，引领商业航天发展

业态，共享一带一路合作机遇”为主题，系

统展示防空体系、海防体系、对地打击体

系、无人作战体系、预警监视安防体系、商

业航天体系、指挥通信与支援保障体系的

整体能力及主推产品近百项，参展规模为

历届之最。

航天科工集团董事会秘书侯秀峰介

绍，航天科工数十型产品为首次亮相，首次

参展展品数量也将创历届之最。同时，首

次设置室外展区，并在该展区内首次成体

系展出预警、监视装备，以及指挥通信与支

援保障装备等。

除航空航天以外，在陆上装备方面，兵

器工业集团静态展区与动态展示面积均较

上一届航展有所增加，参展产品数量创历

史新高，60%以上参展装备均为首次公开

展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届

航展中将展出6个领域共计251项产品，产

品数量较上届航展增加一倍多，展出各类

枪支70余支，并将安排装甲车辆及全地形

车进行室外展示及地面动态演示。

电子装备方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将首次基于“3+N”主营业务布局，

以“国防、科技、电子信息”为主题，体系化

展出中国电科在陆、海、空、天、电诸多领域

400余项尖端信息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其

中，室内展区主要划分为防务电子、安全电

子、信息化三大板块。室外将展出指挥控

制、预警探测、电子对抗、海洋电子等技术

领域多款大型实体装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共有

130 余项产品参展，以实物展示、互动体

验、视频资料等多种形式重点展示中国电

子多年来在防务电子、信息安全、公共安全

三大领域的先进成果和应用，90%以上为

实物参展，包括军事通信、雷达探测、“飞腾

CPU+麒麟 OS 操作系统”为核心的“PK”

体系、国家安全综合指挥控制系统以及完

全自主研发的“边境安全系统”等。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十年前那场肇始于美国、席卷全球

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

至今令人心有余悸。在世界面临复杂

新挑战的当下，回顾总结十年前金融危

机的教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抵御和

防范危机，归根到底要自强。

2008年9月15日的“雷曼时刻”警

醒了世人：号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最先进的金融市场，一样会成为金

融危机肆虐之地。更严峻的是，因其体

大，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

大而深刻的冲击。

为应对危机，美国和世界主要经济

体采取了系列措施：紧急救助、加强监

管、财政货币双刺激、传统和非传统政

策齐上阵、国内和国际联动发力，推动

经济从虚拟向实体回归。这些举措，有

效规范了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恢复

了全球信心，世界经济终于出现积极迹

象。

然而，尽管上一轮金融危机阴影渐

退，但虚拟与实体经济脱节，全球债务

规模居高不下，新经济增长点难觅等顽

疾仍未根除。如今，世界经济又添新挑

战。美国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不惜

修改法案再次放松金融监管；奉行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采取霸凌行径，挑起贸

易战争端。此外，美元作为世界首要储

备货币享有“过度特权”的情况并没有

得到根本改变。多国民粹主义、内顾倾

向抬头，全球金融稳定面临新压力，世

界经济罩上新的阴影。

反思十年历程，那些历经金融危机

复杂考验而能保持稳健发展的经济体，

具有一些共性，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自

立自强，能动态把握自身比较优势，及

时推进结构性改革，为后续增长积聚能

量，并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贡献。此

外，十年前，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宝贵

经验是注重多边政策协调，如二十国集

团峰会就贸易政策、反贸易保护主义、

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等达成共识，有效

助力世界经济重建信心。在当前保护

主义卷土重来的背景下回望十年前，那

种同舟共济的精神尤显可贵。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大势

所趋。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

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

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孤立的小湖

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历

史潮流。

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其进程必

然伴随诸多新挑战新问题。大国理应

承担起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维

护自身国际信誉，积极主动进行政策的

沟通与协调，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维

护者、建设者，而非解构者、破坏者。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面对当前复杂

多变的国际局势，一国经济要在国际竞

合中保持优势，渡过难关，须从根本上

练好内功。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自立

自强才是最好的危机防火墙。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要时刻警惕”——国际金融危机十年反思

2008年9月，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房利美和房地美被强行“国有化”，高盛、摩根士丹利变身转型，次贷危机引发了新一

轮全球金融动荡。 □新华社 发

明星装备集体亮相 陆空一体动态演示
——第十二届中国航展看点前瞻

十年一训，防范金融危机当自强
■新华社记者 康逸

■新华社记者 宿亮 潘丽君 刘咏秋

“抱着箱子就走人。”十年前的9月，美国

华尔街一片愁云惨雾。大量曾经风光无限

的金融白领一夜之间成了落魄的失业者。

2008年9月15日，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

请破产保护，引爆全球金融海啸，世界经济

衰退，希腊等多个国家出现危机，很多人失

去工作……

今年9月，美股道琼斯指数再上历史高

位。美国经济复苏强劲，金融监管逐步放

松，股市狂欢重现……

重现的“繁荣”令一些先觉者感到担

忧。高盛公司近日发布预警说，当前美国股

市的“熊市风险”已创下1969年以来最高。

有专家警告，新的金融危机也许并不遥远。

危机贻害尚在

“危机会逼迫你走出舒适区，逼迫你用

不同方式思考。”在距离纽约十小时飞行航

程的希腊雅典，乔治·卡尼洛普洛斯在市中

心的唱片店里回忆十年来的经历。

由于十年前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端于全

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这注定了它不会是孤立

现象，必会引发连锁反应。希腊正是欧洲主权

债务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当时，卡尼洛普洛斯是有着近30年从业

经验的记者。危机不到一年，国际市场流动

性紧缩，冲击波袭向欧洲。欧元区经济体中

最薄弱的一环——希腊成为欧债危机焦点。

卡尼洛普洛斯经历了全行业危机，身边

人财富快速缩水，或排长队按限额取款，或

领救济品度日。卡尼洛普洛斯也不得不离

开媒体行业。

数据显示，危机前，希腊失业率在10%
以下；危机后，失业率直线上升，在2013年7
月一度达28%。时至今日，失业率才刚回落

到20%以下。

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那些宏观经济

薄弱、严重依赖全球金融市场、防风险能力

不强的国家纷纷成为“易感群体”。

卡尼洛普洛斯回忆，危机高峰时，雅典

商铺近三分之一歇业。危机，已成一代希腊

人的共同记忆。

今年8月，希腊在第三轮救助计划到期

后“毕业”，但这似乎不值得庆祝。国际债权

人要求希腊继续实施紧缩改革，普通希腊民

众还得“勒紧裤腰带”度日。

危机伤害个人

“被裁员的半价。”十年前，雷曼兄弟办

公楼旁咖啡贩售窗口挂出的优惠牌，让当时

的华尔街人至今记忆犹新。

危机改变了一代华尔街金融精英的职

业轨迹。2008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

中国留学生张女士进入纽约德意志银行投

行部门入职培训。当时，美国金融领域存在

的问题已现端倪，而华尔街似乎还没意识到

危机临头。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行业爆红、不愁没

单的放松神情……多数人都还沉浸在盛世

狂欢中，没空察觉彻底改变局势的拐点已悄

悄来临。”张女士说。

当年9月的某天，办公室里的电子屏幕

显示着股票界面。“每隔几秒，股价刷新，7
块，6块，5块……那一刻我意识到：不好，楼

要倒。”张女士回忆说。

好在，张女士在裁员浪潮中幸免，继续

在纽约德意志银行工作三年，随后凭借中国

服务业的新商机，张女士回国创业成功。

危机不仅影响宏观经济，更从微观上改

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发现中国机遇的张女

士，是幸运的一员，但绝大多数人“跑不赢”

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1981年至 1996
年出生的欧美一代人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

毕业、工作，相比前辈们在同一年龄层时的

状况，这一代人工作更努力，但就业安全感

和拥有不动产的比例更低。金融危机强大

的杀伤力，可见一斑。

危机风险重现

“股价异动，卖家争相出手……看来要

大事不妙。”华尔街交易员约翰·莫纳科回忆

起2008年年中美国股市的危机场景时，仍感

心悸。

在纽交所工作了35年的莫纳科告诉新

华社记者，危机发生时最直接的影响是雷曼

兄弟、贝尔斯登等大投行在危机中倒下，自

己失去了客户。他当时揪心地想：危机何时

结束、职业生涯转向何方？

寻根溯源，美国当时奉行“自由放任主

义”，金融自由化、复杂金融“创新”走向极致，

经济“脱实向虚”。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

斯潘也承认，自由市场理论缺陷和金融机构

自我调节能力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难

以置信”。

十年一瞬。如今，华尔街再次信心爆

棚，美股指数迭创新高，“最长牛市”频繁出

现在媒体标题中。

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当前牛市与

2008年前的金融市场状况有不少类似，并暗

藏种种“金融乱象”：因开设“假账户”遭重罚

的富国银行接连曝出丑闻；政府新的人事任

命很可能削弱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旨在全

面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执

行情况出现松懈迹象；有一些美国政商界人

士呼吁给华尔街“松绑”，把美国经济从“过

度监管”中解放出来；被普遍认定为危机“祸

首”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重新活跃。

不少观察人士对此充满担忧，担心重蹈

十年前覆辙。“里根经济学之父”大卫·斯托

克曼警告投资者，股市存在崩盘风险。摩根

大通资产管理公司高管埃尔多斯则表示，不

能盲目跟随市场风潮“跑偏”，“要时刻警惕

下场危机意外爆发”。

十年飞逝，关于上次危机的国际反思仍

在路上。聪明的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

训，睿智的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但

也有人笃信“这次不一样”，陶醉于美国股市

的一时繁荣，忽视世界经济面临的新挑战，

增加国际经济的不确定因素，这不能不让人

担心。

无论是美国的莫纳科，希腊的卡尼洛普

洛斯，还是中国的张女士，都不愿看到危机

再度上演。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