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是航母问世100周年。海军

原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原政委张序三

中将说，环顾联合国美、俄、中、英、法五

大常任理事国，唯独中国没有航母。

张序三说，中国人有航母梦的时间

其实并不算晚。早在1928年底，时任国

民党海军署长的陈绍宽在上报国民政

府的呈文中，便首次提出要建造航空母

舰。这离当时英国人建成世界上第一艘

具有全通式飞行甲板的“竞技神”号航

母，仅约10年。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

东以其特有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地提

出：“必须大搞造船工业， 大量造船，建

设海上‘铁路’，以便今后若干年内，建

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周恩来总理心中也有挥之不去的

航母情结。1973年10月25日，周恩来总

理在会见外宾时感慨地说道：“我们南

沙、西沙被南越占领，没有航空母舰，我

们不能让中国的海军再去拼刺刀。我搞

了一辈子军事、政治，至今没有看到中

国的航母。看不到航空母舰，我是不甘

心的啊！”

档案

释疑

中国目前正利用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 新华社 图

改造中的“瓦良

格”号是一艘常规动力

航母，由苏联在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建造。苏联

解体后，建造工程被迫

下马。1998年， 废旧的

“瓦良格” 号被中国公

司购买，2002年3月抵

达中国大连港。

航母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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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代码：4747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招

生

专

业

招生层次

3年制普通高职

5年制高职专科

中专及其他层次

招生专业

药学、中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食品

营养与检测、生物制药技术等

药学、中药、药物制剂技术等

药学、药剂、制药技术、生物技术制

药、药品食品检验、制药设备维修等

备注

五年制高职专科限招收湖南

省户口、年龄未满 17 岁的应

届初中毕业生。

文科类计划

高职专科批（文史类专业）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30

01 生物制药技术 *�����������������������10

02 中药 *��������������������������������������20

03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15

04 药学 *��������������������������������������20

05 食品营养与检测 *��������������������15

06 药品经营与管理 *��������������������25

07 药物分析技术 *������������������������10

08 药物制剂技术 * ��15

(以上专业收费 4200 元 / 年)

理科类计划

高职专科批（理工类专业）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70

01 生物制药技术 * ��20

02 药物制剂技术 * ��15

03 药物分析技术 * ��20

04 中药 * ��20

05 药品经营与管理 *� �����25

06 食品营养与检测 * ��15

07 药学 * ��40

08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 ��15

(以上专业收费 4200 元 / 年)

学院地址：含浦校区：长沙岳麓科技产业园学士路 电话：0731-85647518

�����������������圭塘校区：长沙市雨花区体院路 510 号 电话：0731-85647591

注：三年制高职专科第一次志愿已经填报完毕，根据湖南省教育厅计划调整，我院新增 100名计划，将在录取时分配到各专业，凡我

省高职专科线上考生且档案自由可投者，请于 8月 19日 8时－20日 10时之间填报我院征集志愿，填报志愿后请及时与我院招生

处联系，以便于录取。 计划详细情况请查询湖南招生信息港公告 http://www.hneeb.cn/website/newsDoc/jyrd/2011620124434.html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

育部备案，具有在湘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学院代

码 14359。学院前身为湖南省医药中等专业学校。建校 32 年

来，先后荣获“全国医药教育先进集体”、“湖南省招生就业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现已形成普通高职（专科）、中专、中

高级技工和成人专科、本科教育同步发展的办学体系，现有

在校学生 5000 余人。 学院毕业生一直供不应求，远远不能

满足行业发展用人的需要。 株洲千金、深圳海王药业、湖南

老百姓大药房等知名医药企业与我校签订委托培养学生协

议，部分学生入学即被用人单位预订就业，学生毕业后具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 学校承诺：合格毕业生 100%就业，毕业后

仍可提供三年就业服务， 新生入学即可与学院签订就业合

同。 (详情见学校网址：www.hnyyxx.net)

老师指导学生操作高效液相色谱仪

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航母，航母，我们的航母

国防部：出海时间尚未确定 正培训舰载机飞行员

为什么不建造一艘全新的航母？

尹卓 (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

会主任)：我国从改造一艘废旧航母平

台开始，选择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的道路， 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

航母发展之路。

曹卫东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

究员)： 节省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这

是根据我们的国情作出的决定。

从改建到形成战斗力有多远？

曹卫东：有两个阶段，一是在造船

厂里建造， 二是在达到设计要求后交

付军队进行训练。 目前这艘航母处于

第一阶段， 距离将来的实际使用还有

相当长的时间。

尹卓：美国建造“尼米兹”级航母，

周期大约为4到5年， 其他国家时间更

长。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从开始服

役到形成编队作战能力用了近10年。

我们的航母虽然是改建的， 但舰上所

有设备都是新的， 跟船体存在兼容性

的问题，所以周期也会比较长。

建造一艘航母需要多少钱？

李杰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

员)：建造一艘航母所需要的费用，根据

其吨位尺寸大小、 配属舰艇级别与数

量、舰载机的种类和数量、装载的武器

装备、 材料的使用及建造工期等因素

的不同而截然不同。 美国大型“尼米

兹”级航母最初建造费用才几亿美元，

而到了这级最后一艘“布什”号就涨至

65亿美元，“福特”号航母则在110亿美

元以上。 世界上最小的航母———泰国

的“差克里·纳吕贝特”号满载排水量

仅1万多吨，造价仅为2.85亿美元。

航母编队要哪些配套设施？

李杰： 航母需要大量的沿海岸基

大型港口设施、 海外基地与保障点为

它配套保障与服务。在基地内，必须有

航母靠泊补给休整的码头， 还要有巡

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快

速战斗支援舰等系列属舰靠泊的码

头。此外在附近还需要有机场，至少要

有固定翼飞机机场和直升机机场各一

个。在基地内还必须要有油料仓库、弹

药仓库、物资保障仓库等，建立一个完

整的、综合的、体系化的各类物资保障

中心。当然，还要有陆上的试验试飞基

地， 还要在中远海海域有适当数量的

海外补给基地和补给点等等。

为何改建废旧航母而不建新的？

情结

一些中小国家也趋之若鹜地纷纷购买或自建各种航母。其中，最值得提及的

是我国周边的印度、日本和韩国。印度多年来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三航母战略”，

正着手自建“维克兰特”号航母。日本“日向”级、DDH21“直升机驱逐舰”和韩国的

“独岛”号都具备了“准航母”的功能。从各国航母今后的发展轨迹看，美国海军依

然将全力以赴地建造10艘“福特”级大型核动力航母，这级最后一艘计划在2048年

入役，按其50年服役周期算，它至少要服役到本世纪末。由此可见，航空母舰在本

世纪内将依然称霸于海上。 ■新华社记者 陈万军 白瑞雪 李宣良

拥有航母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本世纪内航母仍是“海上霸主”

局势

“瓦良格”号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大校27日在

北京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国

目前正在利用一艘废旧航空母舰平台进行

改造，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

这艘原名为“瓦良格”号的废旧航母平

台在完成改造后， 将成为中国海军的一艘

试验和训练舰。

耿雁生说， 中国有关部门正在综合考

虑各方面因素， 认真研究航空母舰的发展

问题。 目前改造的这艘航母出海试验的具

体时间，要根据整个改造工程进度来确定。

同时， 主要依靠我们自己力量培训舰载机

飞行员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耿雁生强调说， 中国研究航母发展问

题， 是为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

的能力。 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会因为

发展航母而改变， 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也

没有发生转变。

耿雁生说， 航母的建造和使用将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研究建造航母充分体现了

我国国防科技水平， 无疑将对我军的现代

化建设起到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

耿雁生指出， 披露航母相关信息的时

机与当前南海局势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