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制卡-52短吻鳄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空军近日开始部署俄罗

斯卡莫夫设计局的卡-52攻击直升

机，并扩大其拥有的其他一些直升机

的数量。

卡-52武装直升机由俄罗斯著

名的卡莫夫设计局研发，采用并列双

人座舱，并装备弹射座椅。

名称：卡-52短吻鳄武装直升机

数据：乘员 2人，最大速度350公

里/小时， 最大巡航速度310公里/小

时，悬停升限3600米，航程460公里，

机长15.96米，机高4.93米，旋翼直径

14.5米，最大起飞重量11400千克。

武器：除可装备“龙卷风”激光制

导反坦克导弹、S-24火箭及炸弹外，

卡-52还在驾驶座舱右侧装备一门30

毫米口径固定式长身管机关炮，在射

程方面比可旋转式机关炮更有优势。

英籍华商林建邦在4日晚证实， 他所

委托的律师已向英国海军递交了法律函

件， 参与竞拍英国退役航空母舰“无敌”

号。

“英国海军规定的投标截止日期是1

月5日。”正在伦敦的林建邦通过越洋电话

告诉记者，“英国海军没有为‘无敌’号设

置底价，投标人通过‘暗标’参与竞拍。

英国海军将会首先比较竞标价，然后

评估投标书的计划用途， 最终在2月初公

布中标者。

专家估计拍卖额约为200万英镑（约

合人民币2000万元）， 我所提出的最高价

位是4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000万元）。”

林建邦表示，假如能够竞得“无敌”号，他的

首选目标是把该舰拖回中国。

2010年11月30日，英国海军发言人宣

布拍卖“无敌”号，以应对英国政府推出的

国防预算削减方案。英国海军规定，买家

不能把“无敌”号用做军事用途。

“无敌”号航空母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英国皇家海军在最艰难时期设计建造

的主力战舰，于1980年7月正式服役，2005

年8月1日退出作战序列，在整整26年的戎

马生涯中，见证了英国海军参加的几乎所

有大规模军事行动。 ■据郑州晚报

400万英镑竞拍英退役航母

英籍华商拟将航母拖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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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受湖南潇湘实业发展总公

司（以下简称“潇湘公司”）的委托，对其持有的长沙市

芙蓉区五一路 6 号（以下简称“五一路 6 号土地”）土

地开发发布公开征集战略合作伙伴（以下简称“意向

合作方”）公告。

一、项目内容

本次潇湘公司拟用于合作开发的土地位于长沙市

芙蓉区五一路 6 号，地号为 2035016-1，土地使用权面

积为 3626.80 平方米（5.44 亩），土地使用权人为湖南

天翔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翔公司”），权证号

为长国用（2007）第 044439 号，土地用途为商业、办

公、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

该土地目前的权证所有人为天翔公司，依据天翔

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潇湘公司与天翔公司于

2006 年 8 月 4 日签订的《关于“中天广场”分期开发分

房面积确定的补充协议》 及 2011 年 1 月 6 日签订的

《关于天翔公司退出“中天广场” 项目二期开发的协

议》中的约定，天翔公司退出对此土地的开发，由委托

人自主开发并享有全部权益。 潇湘公司有权对该土地

开发征集意向合作方。

该土地地上建筑物包括有建筑面积 3860.36 平方

米的职工宿舍 80 户（该面积须安排房屋拆迁安置补

偿） 和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的办公楼和仓库（已出

租），职工宿舍 80 户中有 61 户为私人产权，19 户为公

管产权。

该地块周边商家林立、人流密集，商业气氛浓郁，

配套设施齐全，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极具开发、

升值潜力。 此次五一路 6 号土地开发公开征集战略合

作伙伴行为已形成内部决议并报省国资委批准。

二、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李先生 0731-84178680�

三、公告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7 日起至 2011 年 2 月 9

日 17:30 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

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按照国资监管部门批准的

交易方式最终确定合作方。

项目基本情况、基本合作条件、意向合作方条件

及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等详见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

所网站 www.hnaee.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 年 1 月 7 日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路 6号土地开发公开征集战略合作伙伴公告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受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神斧民爆”）委托，发布神斧民爆公开引进投资者

增资 10%股权公告。

一、项目内容

神斧民爆成立于 2007年 4月 10日， 注册地址在长沙高

新开发区火炬城MO组团三楼，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9408 万

元整。

公司股权结构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简称省国资委）持有 85.6504%股权，湖南湘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5.1006%股权，桂阳县民用爆破器材专营公司持

有 2.7883%股权，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7203%股权，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7002%

股权，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201%股权，

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201%股权。

经营范围：工程爆破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咨询服务，爆破

器材、包装材料、机械设备、汽车安全气囊、化工产品（不含易

燃、易爆、易制毒产品和危险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相

关的技术服务，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房地产投资及资产管理

服务。

以 2010年 3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神斧民爆经审计的主要

财务数据为资产总计 94074.99 万元， 负债总计 39321.00 万

元，股东权益总计 54753.99万元。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开元（湘）评报字【2010】第 045 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

收益法评估的神斧民爆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69360.75万

元。 目前，神斧民爆拟公开引进投资者增资 10%股权，该行为

已形成内部决议并经湖南省国资委批准， 评估报告结果已经

湖南省国资委备案。

二、神斧民爆公开引进投资者增资 10%股权的增资底价（即

挂牌价）：人民币 10000万元

三、付款方式：投资者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之日起 3 个工作

日内将增资价款一次性汇入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结算专

户。

四、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刘先生 0731-84178680�

五、公告期限：自 2011年 1月 7日起至 2011年 2月 9日 17:30

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

投资者，则采取网络竞价方式组织交易。

标的基本情况、重大事项揭示、投资价值分析、增资扩股

方案、 意向投资者条件及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等详见湖南省

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hna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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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斧民爆公开引进投资者增资 10%股权公告

近来，外国媒体以很高的热情关注所谓

中国的第五代战斗机，猜测它的性能、数据，

猜测它的外形，猜测它的测试和装备时间。

中国的歼-10飞机才刚刚列装不久，歼

-10属于第三代战斗机。央视评论员叶海林

说，有第三代，就一定要有第四代、第五代。

第五代战斗机以及任何所谓先进的军事装

备对中国来说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沿着

必需品发展思路，讨论军事下一步要走向哪

儿，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

中国迟早都得有自己的第五代战斗机。

央视特约评论员宋晓军表示，第五代战斗机

最大的性能是隐身，然后超音速巡航，还有

超音速的机动等等。第五代实际上原来美国

也叫第四代，比如说F-22和F-35，但是由

于F-22价格太贵， 而且有不可告人的技术

缺陷， 于是它只造了187架， 两亿多美元一

架。向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就停掉了，生产

线关掉了。F-35的价格增长将近一倍，而且

现在它的发动机还是有问题。换不换，2011

年财年美国才能讨论。

■据央视

外媒：中国五代机试飞在即

加拿大知名军事杂志报道称歼-20进行了第二次滑行测试

网上流传的歼-20正面照。

连线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5日从成都发出

快讯表示， 北京时间当天下午2时，J-20在

成都某机场进行了第二次滑行测试，“国产

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汉和防务评

论》总编平可夫确信，这次滑行测试是成功

的，试飞已经进入倒计时。

加媒体称

歼-20国产发动机震耳欲聋

“华声军事”上线

互动

想了解国内外最新军事资讯吗？ 想浏览海量

军事图片吗？ 欢迎大家登录华声论坛“华声军事”

http://js.voc.com.cn。我们已经开通“华声军事”QQ1

群85125701和2群 158074273，期待你的加入。

【美国】

按照性能断代。

第一代战斗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服役的，飞机在高亚音速或低超音速范

围内飞行， 武器和电子设备比较简单，

以美国F-86和前苏联米格-15为代表。

第二代战斗机上世纪六十年代服

役，以美国F-4以及前苏联米格-21为代

表，武器和电子设备有所加强。

第三代战斗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开始服役的， 一直到现在仍然在服役。

第三代战斗机已经开始运用电传操纵

等先进技术，空战兼顾对地攻击。美国

的 F-15、F-16、F-18以及俄罗斯的苏

-27和米格-29是第三代战斗机的典型

代表。

目前，战斗机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

了第四代，如F-22。

【俄罗斯】

按照服役替换断代。

米格-15第一代， 米格-21第二代，

米格-23第三代， 米格-29/苏-27第四

代，T-50就叫第五代了。

歼-20就相当于俄五代机， 也就是

美四代机。 ■据环球时报

战机分代有两种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