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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10CE首秀國際航展
中航工業軍貿產品亮相迪拜 察打一體無人直升機同展

證券代碼：600639、900911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 B股	 公告編號：臨 2019-052
債券代碼：122338	 債券簡稱：13金橋債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13金橋債」公司債券回售實施結果的公告

特別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回售代碼：100925
˙回售簡稱：金橋回售
˙回售價格：100 元 / 張
˙回售申報期：2019 年 11 月 5日至 2019 年 11 月 11 日
˙回售撤銷期間：2019 年 11 月 5日至 2019 年 11 月 12 日
˙回售申報有效登記數量：9,801 手（1手為 10 張，每張面值 100 元）
˙回售金額：9,801,000.00 元（不含利息）
˙回售資金發放日：2019 年 11 月 18 日

	 	 根據《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 2013 年公司債券募集說明書》（以下簡稱「《募集說
明書》」）關於投資者回售選擇權的約定，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 2019
年 10 月 29 日披露了《關於「13 金橋債」公司債券票面利率不調整公告》（臨 2019-039）、《關於「13 金橋債」
公司債券回售的公告》（臨 2019-040），並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2019 年 11 月 1 日及 2019 年 11 月 4 日
披露了關於「13 金橋債」公司債券回售的第一、二、三次提示性公告（臨 2019-045、臨 2019-046、臨 2019-
048），於 2019 年 11 月 14 日披露了《關於「13金橋債」公司債券回售申報情況的公告》（臨 2019-051）。
	 	 「13 金橋債」公司債券持有人有權決定在回售申報期（2019 年 11 月 5日至 2019 年 11 月 11 日）內選擇將持
有的全部或部分「13 金橋債」公司債券進行回售申報登記，回售價格為人民幣 100 元 / 張（不含利息）。在回售申
報期內不進行申報的，視為放棄回售選擇權，繼續持有本期債券並接受上述關於不調整「13 金橋債」票面利率的決
定。
	 	 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債券回售申報數據，至 2019 年 11 月 12 日，「13 金橋
債」的回售數量為 9,801 手（1手為 10張，每張面值 100 元），回售金額為人民幣 9,801,000.00 元（不含利息）。
有效回售申報在 2019 年 11 月 12 日之後不能撤銷，相應債券將被凍結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實施完畢後，相應債券
被註銷。在回售資金發放日（即 2019 年 11 月 18 日）之前，如發生司法凍結或扣劃等情形，債券持有人的該筆回
售申報業務失效。
	 	 2019 年 11 月 18 日為本次回售債券的資金發放日，公司將對有效申報回售的「13 金橋債」公司債券持有人支
付本金及當期利息。
	 	 本次回售實施完畢後，「13 金橋債」公司債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並交易的數量為 1,190,199 手。回售實施
情況見下表：

單位：手

回售前數量 回售數量 回售後數量
1,200,000 9,801 1,190,199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經習近平主席
批准，中央軍委日前印發《關於加強軍隊黨的政
治建設的意見》。
《意見》指出，要貫徹思想建黨、理論強黨要

求，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牢固確立習近平強軍思想在國防和軍隊
建設中的指導地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
「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貫徹軍委主
席負責制。加強政治能力訓練，增強黨組織政治
功能，提高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把握方向、
把握大勢、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別政治是非、保
持政治定力、駕馭政治局面、防範政治風險的能
力。着力提高黨委領導備戰打仗能力，堅決剷除

和平積弊，全面提升打仗本領。
《意見》強調，要純正政治生態，深化政治整

訓，全面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輝、張陽
流毒影響。從嚴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軍委十項
規定及其實施細則，深化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
態」，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牽住責
任制這個「牛鼻子」，全面落實黨委主體責任、紀
委監督責任，推動管黨治黨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
《意見》要求，要擔負起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
重大政治責任，堅強組織領導，常態監督檢查，
推動軍隊黨的政治建設取得扎實成效，以黨的政
治建設為統領，全面提高我軍加強黨的領導和黨
的建設工作質量。

中央軍委印發軍隊黨建意見

據介紹，迪拜航展是規模位於世界前列
的國際性航展，輻射中東、非洲市

場，影響力巨大。中國航空工業自2009年
以來，連續參加迪拜航展，至今已整10
年。10年間，中國航空工業在迪拜展出的
產品不斷向前邁進，新技術不斷湧現、產
品譜系不斷完善。本次參展，中國航空工
業更加注重海灣、非洲市場和目標客戶的
需求，全面展示了航空軍貿產品實力，重
點突出直升機、無人機等具有較高技術水
平和目標市場前景的產品，同時展出具有
市場潛力的通用飛機和民機產品。

軍機：滿足多樣化訂製化需求
軍機方面，中國航空工業圍繞戰鬥機、

教練機、軍用直升機/無人直升機、運輸機
等類型產品進行展示。其中，中國最新研
製的全天候、單發、單座、多用途「三
代+」戰鬥機殲-10CE首次在國外重大國際
航展上亮相。
U8EW察打一體無人直升機也首次登上
國外重大國際航展舞台，以展示樣機形式
首秀迪拜航展，展示了其良好的偵察能
力、快速反應能力以及廣泛的應用領域。

直10ME、直11E、直9WE等軍貿直升機
重點產品系列化展示，重點凸顯中國航空
工業直升機產業發展成果，以及滿足用戶
多樣化、定製化需求的能力。參觀者還可
以近距離了解到「梟龍」單座戰鬥機、
L15高級教練機、FTC2000G戰鬥/教練
機、運9E運輸機等各型產品。

客機：「新舟」700等集中亮相
民機方面，中國航空工業攜帶民用支線

客機「新舟」700、通用飛機運12系列
（包括運12E、運12F） 集中亮相。新一
代高速渦槳支線飛機「新舟」700是中國
民機「兩幹兩支」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
分，追求性能和經濟性的完美平衡，通過
聚焦支線中短途運輸市場，為不同地區的
客戶提供中低密度流量航線的最佳解決方
案。
無人機方面，突出代表中國航空工業中

高端無人機研發實力的「翼龍」系列無人
機體系化展示。「翼龍」系列無人機適合
執行偵察、監視和對地打擊等任務，且具
有較強的擴展能力，經擴展可執行情報收
集、電子戰、搜救等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當地時間11月17日，第16

屆迪拜國際航空展在迪拜阿勒馬克圖姆國際機場舉行。香港文匯報記者

從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獲悉，航空工業以「新能力，新征程，與客戶共

贏」為主題，圍繞軍機、民機、無人機3條主線，共組織7大類14項重

點產品參展，室內展台面積達200平方米，室外靜展面積500平方米。

其中，「三代+」戰鬥機殲-10CE（出口版）首次在國外重大國際航展

上亮相，U8EW（AV500W）察打一體無人直升機也首次在國外參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周建
平在第四屆（2019）中國人因工程高峰論
壇（人因工程學是一門新興的正在迅速發
展的交叉學科，涉及生理學、心理學、解
剖學、管理學、工程學等）上說，中國將
在2022年前後完成太空站建造並開始運
營，太空站的近期規模為100噸，可載3
人。
「太空站建設的主要目標，是使中國成
為獨立掌握近地空間長期載人飛行技術，
具備長期開展近地空間有人參與科學實驗
和綜合開發利用太空資源能力的國家。」

周建平說。
周建平說，中國太空站建造將遵循符合

國情和體現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等原則，利
用當代先進技術，重視應用效益、追求運
營經濟性、規模適度，目前初定的太空站
設計規模為100噸，可載3人，並預留拓展
空間。
據介紹，太空站未來將成為中國開展太
空科學研究的主要平台，其在科學技術方
面有三個目標：一是掌握大型太空設施的
建造和運營技術，達到或接近國際太空站
水平，並能利用當代的技術成果，發揮後
發優勢實現超越。

二是掌握航天員經常在軌飛行的生活和
健康保障技術。在太空站建設和應用中，
人是核心因素。只有讓航天員健康生活，
才能保障其高效工作。
三是建設國家太空實驗室，為科學家

提供高水平科學研究平台，以期能達到
在科學方面若干領域實現重大突破的目
標。
中國人因工程高峰論壇由中國航天員科

研訓練中心人因工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倡
議發起，本屆論壇由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
公室和中山大學共同主辦，於16日至17日
在廣州舉行。

中國擬建成可載3人太空站

香港文匯報訊 據微博@廣州公安消息，
昨日上午，廣州市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在
黃埔區舉辦廣州市2019年「朱雀」反恐維
穩處置演練。廣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謝曉丹，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楊江華，
公安部、省武警總隊、省公安廳及市直、
各區有關部門負責人現場觀摩。全市11支
反恐專業隊、黃埔區反恐專業隊以及中石
化廣州分公司、中石化黃埔油庫、南方電
網等單位近千人參加了本次演練。至11時
30分，「朱雀」反恐維穩處置演練圓滿、
順利結束，取得了預期效果。廣州警方感
激廣大市民群眾對本次反恐維穩演練的支
持與配合。

還原「恐怖襲擊」真實場景
本次「朱雀」演練共設置5個科目，既有

傳統高發科目、又有新興高技術科目、還有
高難度新
組 合 科
目，科目
內容新、
現場環境
險、高新
技術多、
處置難度
大，充分

體現了反恐演練立足底
線、挑戰極限、探索未
知、引人深思的本質要
求。演練中，首次引入
一大批新技術、新戰
法、新機制，塑造還原
各類「恐怖襲擊」的真
實場景，充分考驗各反
恐隊伍在極端情況下的
應急處突能力，令人耳
目一新。其中，「網絡
攻擊與無人機攻擊反
制」「人質與危化品運
輸車輛組合劫持解救」
等新科目的設置，充分
體現廣州反恐演練貼近
科技發展潮流及實戰場
景組合需求，切實提高全市應對高暴力與高
技術、高智力相結合的重大、複雜、新型暴
恐事件的綜合處置能力，前瞻探索重大暴恐
事件情境構建，科學編制危險化學品爆炸重
大恐怖襲擊事件應急處置模板，初步展示扁
平化、智能化、可視化警務指揮新模式。演
練取得了預期理想效果。

打造全球安全超大城市
廣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市反恐怖

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謝曉丹要求全市要居安
思危，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反恐維
穩工作的各項重要指示，積極推進廣州反
恐防範體系化、標準化、規範化建設，加
快高新技術在反恐防範與應急處突領域的
應用步伐，不斷提高全市各類反恐力量實
戰化訓練與保障水平，着力打造全球最安
全超大城市。
「朱雀」又名鳳凰或玄鳥，傳說中掌管南

方七宿，為南方之神、商業之祖、護法之尊。

穗反恐演練 反制網絡及無人機攻擊

■廣州市成功舉行「朱雀」2019反恐維穩處置演練。網上圖片

■攜帶反輻射導彈和激光制導炸彈的殲-10C戰鬥機。 網上圖片

■AV500W（軍貿代號U8EW）察打一體無人直升機。 資料圖片

■「三代+」戰鬥機殲-10CE亮相第16屆迪拜航展，U8EW察打一體無人直升機同展。圖為展館飛機模型。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