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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这么多卷首语，这篇尤为难写。我想，其中原因不言而喻。去年准备年底杂志与活动

的景象依然鲜活，而如今我们就好像坐上了光速飞行器，从 2015 直接穿越到了 2016，用

力抓住即将逃脱的尾巴。而那股不能抵抗的力量，正将我们用力的甩向全新的 2017。

过去一年对于中国通航文化传媒集团来说，是成长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见证了范堡罗航

展的辉煌、珠海航展的澎湃，以及全国大小各类航空展览的盛况。这一年，《中国通航博览》

杂志受邀参加了各类论坛、活动与发布会。这一年，我们的全新品牌 GAFUN 在航展上完成

了几个重要活动，并为朋友们奉上了丰富的“论道通航”系列沙龙。通过不断加深与圈内、圈

外的交流与沟通，我们再次确认当初的创刊初衷：在中外市场中起到桥梁、整合、交融的作用。

年底的“通航老炮儿和战士”是《中国通航博览》对整个行业与所有从业者的献礼，受访

者来自行业的各个板块与岗位。通过阅读他们的采访文章您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通航的发展

历程犹如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在他整个生命流程之中，正确的长远宏观的战略布局与踏实

的活在当下的管理执行缺一不可。通航要发展，绝不能仅仅关注行业本身，而是要将眼光放

得更远更宽，看到所有与通航相关、甚至在现在看来毫无联系的行业与板块中。

随着中国民航“十三五”发展规划、《航空运动产业发展规划》与《近期推进通用航空业

发展的重点任务》等重要文件的发布，我们似乎可以看到 2017 年的行业发展方向。在机场、

低空旅游、航空体育运动再次成为通航及资本市场关注点的同时，如何培育市场将成为明年

的热点之一，而这应该是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单位等共同的责任。

2017 年，《中国通航博览》杂志将进一步深入行业，为大家提供更具深度和

专业性的文章。另外，我们全新的 GAFUN 品牌将为您奉上更多娱乐性和普及性

兼备，同时更加贴近大众的航空文化普及产品与活动。

2017，我们准备好了。您呢？

郑 刚
华彬航空集团 董事长

通 用航空于中国来讲，是个能与各个行业发生积极化学反应的新兴行业。
它未被开发的市场潜力最终将被一批具备过硬综合知识与能力的开拓

者所挖掘。作为一名通航人我深刻地认识到，一个行业的发展从未像今天这
样如此的依赖跨界整合、资源共享与高效的中外共通。这对每位从业者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将自己置于主人翁的位置，站在更高的层面，以更
宽阔的胸怀与眼界，融会贯通的以宏观为基础，深入地研究一个行业、企业
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与未来。

华彬航空集团作为中国航空全产业链运营商，始终坚持初创时期的愿景，
从多角度入手，打造中国航空旗舰企业。2016 年初，集团完成了业务从南到
北的整体规划，目前机型包含固定翼、直升机、水上飞机及多用途飞机。拥有
7 个品牌、14 种机型、近 50 架飞行器。并有 100 余架新机订单正在逐步交付中，
预计到 2020 年整体机队规模将突破 150 架。华彬航空集团业务涵盖低空旅游、
短途运输、航空医疗转运、飞机维修制造和飞行培训等各类服务。

《中国通航博览》作为大陆唯一一本扎根通航产业的专业杂志，虽然从
创刊至今仅有 3 年，却通过其整个团队的辛勤耕耘，获得了业内广泛的认可。
同时，这本刊物也为中国通航产业发展、航空文化的普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通航企业，在发展的各个时期也与媒体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在此谨代
表华彬航空集团预祝《中国通航博览》杂志越办越好，更好的为广大通航企
业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共同携手为中国通航发展蓄力腾飞！

本刊为以下机场、公务机机载及相关会所合作杂志

北戴河机场 VIP 休息室、烟台机场 VIP 休息室、蓬莱国际机场、

北京八达岭机场、密云机场、盘锦陈家机场、银川盐池机场、千岛湖机场、

华龙商务航空、亚联公务机、上海东方公务航空公司、精功高杰公务机公司、

北京华夏良子会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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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焰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总裁

近 年来，国家对于通用航空产业的大力支持为中国通航企业的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像金汇通航这样的民营企业，正是多方支

持才得以突破发展。虽然我国通用航空还处在起步阶段，与国外发达国家
的差距还较大，但是潜力更大。

金汇通航在通航这块领域已扎根十年，在汶川地震的一次救援行动中
坚定了我们进入航空医疗救援的决心， 2015 年全面启动空中救援项目，
通过与全国院前急救单位及医院的全面合作，构建一个覆盖全国的立体化、
专业化的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援网络，为社会大众提供院前救援、院间转运
等常态化的、及时响应的航空医疗救援服务。

随着国家专项政策的出台、空域的逐渐开放、市场需求的骤增，金汇
通航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年代，我们希望成为国家应急医疗救援的重要
民间力量，让更多的民众能够享有优质、专业、及时的航空医疗救援。

中国的通用航空产业无疑是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的事业，媒体作为舆
论的引导者，专业求实的信息披露，公正客观的分析评论都是维护行业发
展正确价值观的基石。希望也相信《中国通航博览》能成为这样的行业媒体。
用自己的思想和笔尖推动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谢谢！



全球大招募
如果您是飞行迷、航空运动粉丝、航模迷、通航爱好者、通航专业人士

或激情四射的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通航死忠，

欢迎您加入我们这个通航密探组织，

与全球各地的通航粉们分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大事小情。

加入组织

提供：姓名、现居地址、行业、航空经历等

联系： zhangzhao@gafun.cn

曹 其敏
盛龙通用航空集团 主席

何 驰
中宇通航旅游集团 CEO
飞虎雄鹰（北京）通航有限公司总裁

张 明定
精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中，猴象征着灵动与生命。从中国古典神话小说
《西游记》里乐观豪迈的孙悟空，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的经典诗词中，猴的形象带给我们的是对于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追求崇高
事业的决心。

对于中国的通用航空事业而言，2016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中国经济
依然处于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探的大背景下，“通用航空”成
为全民热议的话题，逐渐从“墙内”走向“墙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
也从宏观层面进一步出台各大利好消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保障推动整个
通用航空产业的有效、健康发展。无论是领导层的高屋建瓴、还是老百姓
的积极参与，都让我们这些从业人员对自己的选择、梦想更坚定了一份决心。
我们也希望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如火猴般热情、如金猴般闪耀。

时至年末，对猴年的总结是为了来年更好的展望。对于我们每一位通航
人而言，让我们用“洪荒之力”去实现自己的“小目标”，静待通航春天的来临。

近 年来，高速发展的通用航空板块在整个航空产业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通用航空产业以公务机、轻型飞机、直升机等飞机制造为核心，以航

空租赁和通航作业为主干，集研发、制造、销售和运营服务为一体，涉及庞
大的周边和地面产品集群，产业链长，经济拉动效应高，对国家多种产业有
着巨大的带动作用，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要途径。虽然我国通用
航空产业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但从总体上看，其规模仍然较小，发展速度落
后于 GDP 增长速度，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新兴航空消费需求仍有较大差距。
在当前形势下，发展通航产业需要所有通航人的共同努力，配合国家一系列
鼓励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加快通用航空产业的建设。

《中国通航博览》杂志作为国内通用航空产业的先锋杂志，本着“打造中
外通航产业平台”的宗旨，为行业同仁提供大量产业信息以及具有实践价值的
参考建议，受众范围遍及广大通用航空行业同仁、机场管理运营者、飞行员等
通用航空相关人士。

航空产业是大国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标志，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
现代国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通航博
览》杂志见证了中国通航事业发展的关键历程，也作为媒体为中国通用航空
知识的普及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通航企业、地方政府及投资者提供了
一个专业、全面的有关通航政策、技术、金融、市场等多方面的信息交流平台。
希望《中国通航博览》在接下来的日子中，与我国的通用航空产业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共同繁荣。

2 016 年中国通航业蓬勃发展，政策春风频吹，通航展览遍地开花覆盖
九州大地，通航机队迅速壮大，低空游览及航测航拍等通航业务井喷

式拓展，都是前所未有的喜人态势。探索其中，奋战其中，其乐无穷，也
艰险难免。

《中国通航博览》是这个进程的忠实见证者和出色记录者。正是通过
这本杂志，业内最新动态与前沿风向得以实时传达，行业新政与企业部署、
客户需求得以互通有无。《中国通航博览》的权威性与影响力有目共睹，
毋庸置疑。即将步入 2017，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通航业依旧充满机遇与挑战，
相信中国通航人依旧会敢为人先迎风张翼，相信《中国通航博览》依旧会
秉笔直书，烙印中国通航的编年史。最后，祝中国通用航空产业鹏程远航，
祝《中国通航博览》前程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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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讯快递
局方通告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航空运动产业发展规划》

P12

P32

回看珠海要闻莫错过

《近期推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近期推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免费“会员企业展示专栏”说明

13

37

26

2017-2018 国内外航空活动信息39

你还只是会做发布会么 ? 看看华彬航空如何玩转珠海航展40

1 吨、2 吨、3 吨，哪个是你的菜？46

如何搞活区域通航发展 ? 翼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斌访谈58

论一位合格的航展总指挥是怎样炼成的64

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71

航空飞行营地及设施标准73

全国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管理办法75

我国通用航空事业发展需要顺应民心
从通航发展 - 看通航发展

86

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培育市场比打造市场更重要

84

Trump 将为美国商务航空带来什么？
中国公务航空集团董事局主席廖学峰谈 Trump 的生意经

80

飞行安全的第一道锁
东方公务航空湾流 G450 维修工程师杨文皓谈机务维修

62

杜锦义：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多起罗宾逊直升机事故？92

Observation & opinion of Robinson Helicopters in China
It must be hurting now!

95先做人，再做事，会做人，做好事
航空女侠单骑闯关东的故事
访盛龙通用航空集团主席曹其敏女士

50

坚持专注
中国通航医疗救援将走向何方？
访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焰女士

77

红箭飞行员红二号Matt

告诉您红箭的"小秘密"
88

华彬航空日益腾飞的通航新巨龙
访华彬航空集团董事长郑刚

55

合作单位
Official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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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航博览》杂志是一本致力于
搭建中外通航交流平台的免费的双月
双语杂志。通过我们的杂志，国外读
者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通航市场，
而国外通航产业的经验与精华也将在
此呈献给中国广大读者。

主要为客户提供各类信息库、报告等在
查询及阅读，《中国通航博览》杂志阅
读下载，沙龙等活动视频观看，高端礼
品定制等服务。

GAFUN.cn
除每月一期的沙龙活动视频外，公司
的专业团队将逐步为您呈现一系列的
通航主题系列视频节目，您可在各大
门户网站及我们的多媒体平台上观看。
同时，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定制影音视
频制作服务，帮助您的企业实现品牌
立体化，加快传播速度、广度与深度。

公司的 UED 团队具有多年航空领域丰
富的设计经验，首席设计师曾在某大
型国有航空企业任职多年，对航空企
业的设计需求把握的恰到好处。公司
可为您提供从交互设计、视觉设计、
用户体验设计、用户界面设计，前端
开发工程师，至 VI、单页、宣传册、
画册等的全方位服务。

客户体验设计
公司可为您定制包括中国、新西兰、澳
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等世界各
地的商务考察及培训服务。从您的需求
出发，让您以最高效的方法实现出访目
的。通航板块考察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
通航机场、运营公司、维修企业、培训
机构、大学院校、制造企业等。此外我
们与位于全球的合作伙伴，可为您提供
除通航之外的生产制造、新兴产业、农
林乳业等产业的商业考察及培训服务。

商务考察及
培训

作为中国通航文化传媒集团的官方微
信公众号，除新闻时讯外，您将在这
里通过阅读深度采访文章与产业报告，
了解通航人眼中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与机遇。同时，我们也将在这里添加
互动板块，充分与读者互动，让杂志
能够更加符合读者的需求。您可以通
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询国内通航相
关法律法规和展会信息、并定制航空
主题礼品。

影音视频

我们能为您做

中国通航文化传媒集团

让通航与这个世界互相了解

您的多媒体解决方案及活动策划服务提供商

多 媒 体 平 台

《中国通航博览》

 杂   志

通航博览

微信公众号

如何使客户通过您赠送的礼品记住您
的企业而且不易忘记呢？贵并不是我
们想要的答案。我们想要的是创意好、
成本低、质量高、让人过目不忘，同
时具有公司代表性的礼品。我们公司
定制的礼品必以最高的性价比，将您
的需求与礼品创意相结合，让您的企
业礼物跳出平庸、粗糙、不实用的圈子。

公司可为您提供专业的多语言航空专
业翻译。 服务涵盖笔译、口译、会议等。

翻   译
我们为您提供组织及策划、定制展会、
论坛、活动、新闻发布会、公关等各
类活动的服务。

活动策划及
实施

创意礼品定制

除纸质杂志

外，我们通

过自有信息库、微信公众号（2015

年末：1800 位读者）、网站、官方

合作伙伴（通航资源网、中国直升机

网、AOPA 云等）等多种途径为读者

提供免费的电子版杂志在线阅读及下

载服务。同时，杂志在读览天下杂志

阅读平台为其数百万读者提供在线阅

读服务。

为了给读者

提供随意舒

适的社交环境，《中国通航博览》与

我们的多位合作伙伴一同为读者提供

多主题线下活动，例如汽车主题、周

末聚会、滑翔机飞行体验、航空博物

馆之旅等活动。

发 行

《中国通航博览》杂志是一本免费的致力于搭建中外通航交流平台的双月双语杂志。通过我们的杂志，国

外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通航市场，而国外通航产业的经验与精华也将在此呈献给我们国内的广大读者。

杂志共设有时讯快递、特别关注、通航人物、特约专栏、运营管理、产品技术、文化娱乐及特选英语文章等栏目。

杂志主要通过对通航各板块从业人员的深度采访，向读者展示国内外通航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同时，我们

特别邀请美国通航资深人士与中国民航专家等人，为杂志特约专栏及连载栏目撰写文章。

创刊 3 年来，杂志已累积了相当庞大的专业读者数量，

且增长势头良好。每期电子版及纸质杂志供 14000 多

名读者阅读。我们的读者包括通航制造厂商、运营公司、飞行培训机

构、航电航材供应商及销售商、政府部门、产业园、通航机场、国家

图书馆系统等。

同时，自 2016 年起《中国通航博览》杂志正式作为华龙商务航空所

有自有公务机的随机刊物，登陆公务航空板块。

杂志每年参加国内外各类重要航展及论坛，例如西安通航大会、珠海

航展、范堡罗航展等都是我们不可缺席的重要展会。《中国通航博览》

逢展增印 1000 册，在各类活动上免费对读者进行派送。

纸质

通航活动
《中国通航博览》与北航文化传媒集团北京致真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北京星空通航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系列“通航沙龙”活动。每月一期的沙龙活动大本营位于北京，计划

每年与各大展会同期在展会地推出主题沙龙活动。

沙龙

电子杂志

线下活动

关键词
制造商 OEMs 

政府机构 Government agencies

培训机构 Flight training schools
航电航材销售 Avionic and aviation material agencies

华龙商务航空机载杂志 On-Board of Sino Jet Fleet

产业园区 Industry parks
首都图书馆系统 Libraries

运营商 GA operators

通航机场 GA airports
展览及论坛 Exhibitions & Fo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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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东北局批准换发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经营许可

东北局批准筹建辽宁奥斯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东北局下发国内航线经营许可登记证和注销国内航线
经营许可通知书的公告

东北管理局批准换发北大荒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经营许可

东北管理局批准换发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经营
许可

东北管理局批准变更辽宁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
航空经营许可

东北局下发国内航线经营许可登记证和注销国内航线
经营许可通知的公告

东北管理局批准换发辽宁世达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许可

东北管理局批准换发和变更天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经
营许可

东北管理局批准变更沈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
经营许可

东北管理局批准于中一太客商务航空有限公司股权重
组的请示

东北管理局批准世达通航股权变更的请示公司股权重
组请示

东北管理局批准锦州鑫鼎航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股权
重组请示

东北管理局批准龙江航空有限公司股权重组请示

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民航企业及机场联合重组改制审
核申请工作手册

东北局下发国内航线经营许可登记证和注销国内航线
经营许可通知书的公告

新增通用航空企业：江苏九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浙江虹湾通航工程技术公司获颁 145 部维修许可证

中南地区管理局向南航通航颁发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
可证 

吐鲁番机场总体规划修编通过评审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近期发布以下文件：

关于同意西部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经营许可的公告

关于同意榆林波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通用航空经
营许可证相关内容的公告

关于注销西安海直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经营许可证的
公告

关于同意中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换发经营许可证、变
更法定代表人的公告

金胜通航飞行学院通过 141 部正式合格审定

中国民用航空东北地区管理局 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

中国民用航空新疆管理局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

回看珠海  要闻莫错过

华彬航空携手加拿大维京飞机公司全
方位亮相珠海，参加在珠海举办的第十一
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华彬航空继

2016 年 11 月 1 日，江苏徐州空港经
济开发区新闻发布会在珠海航展展馆新闻
中心举办。此次新闻发布会由中共徐州市
委、市政府主办，江苏徐州空港经济开发区、
中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发布会由睢宁县人民政府县长朱明泉致辞，
中国民航局飞标司维修处处长、陕西金宇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捷先生、山东

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郭鸿生先生分
别就项目合作情况发言，江苏徐州空港经
济开发区负责人杨剑舒发布项目信息并作
媒体问答。此次新闻发布会就民用航空器
的拆解、维修、通用航空器及零部件的制造、
航空物流、航空技术培训等项目进行了发
布，多家航空企业就发布的项目进行交流
和洽谈。

北汽集团旗下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本届珠海航展中携旗下 PAL、泛太平洋航空、
江西直升机、山东通航等各成员单位以集
团化的形象、强大的参展阵容、丰富的机
型谱系强势亮相，通过飞机展示、机型发

布和合作签约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展现北
京通航业务板块取得的重大成果，并借此
机会促进并深化同行业的交流与合作。

借珠海国际航展时机，北京
通航首架常州成功复装的 P-750
飞机实现现场交付。当天，北京
通航与国内三家知名企业签署了
P-750 飞机采购合同，北京通航在

根据 ATR 七月最新发布的市场预测，
到 2035 年，中国市场对涡桨飞机的需求
将 新 增 300 架。ATR 认 为 支 线 航 空 网 络
的发展是中国航空市场面临的下一个重要
机会，未来 20 年中国将会新开辟 800 条
支线航线。

华彬航空华丽亮相中国航展
构建航空全产业链
第一品牌

江苏徐州
空港经济开发区
新闻发布会

新单落地
加速打造全产业链

ATR 预测未来20 年
中国需要
300 架涡桨飞机

北京通航
新机型多多
通航 & 航空体育
双头并进

本次航展再获新单。
P-750 飞机实现国内生产推动了我国通

航制造业的未来自主创新发展。致力于打造
通用航空全产业链的北京通航，将依托旗下
常州 P-750 飞机生产制造基地，建立通航
从制造延伸至大众消费的产业链条终端体
系，目前已经确立了以飞机制造、飞机销售、
通航运营、通航服务在内的四大核心主业，
公司走上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

代理美国贝尔直升机销售后，又于 2016 
年 1 月 成 为 加 拿 大 维 京 双 水 獭（Viking 
Series 400 Twin Otter) 飞机大中华区独家
代理，并将引进双水獭飞机维修制造生产
线项目。在此次展会中，华彬航空将展出
多用途双水獭飞机，并举行国内第二架双
水獭飞机交付仪式。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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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第十一届中国国
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期间发布了《2016–2035
中国商用航空市场展望》。根据该预测报
告，未来二十年中国 70–130+ 座级飞机市
场的交付量将达 1,030 架。按当前目录价
格计算，总价值将达 500 亿美元。

巴航工业预测
中国 70–130+ 座级
飞机市场交付量
将达 1,030 架

德 事 隆 集 团 旗 下 德 事 隆 航 空 子 公 司
比奇飞机公司在今年珠海航展期间宣布，
获 四 川 西 华 通 用 航 空 有 限 公 司 2 架 空 中
国王 350ER 飞机订单，该订单由比奇在

华 渠 道 合 作 伙 伴 亚 飞 太 平 洋 有 限 公 司 促
成。 第 十 一 届 中 国 国 际 航 空 航 天 博 览 会
开 幕 当 天， 亚 飞 和 西 华 航 空 在 珠 海 举 行
了签约仪式。

比奇喜获 2 架
空中国王 350ER
飞机订单

中国天空联盟特技飞行表演队媒体见
面会在珠海航展隆重召开。表演队队长张
成于 2013 年底在美国完成了特技飞行改
装培训，随后开始筹建中国人自己的特技
飞行表演队。2016 年，中国天空联盟特技
飞行表演队完成组建，拥有飞行员 8 名、

机 械 师 6 名、 后 勤 保 障 人 员 21 名。 并 于
2016 年 10 月 16 日在“首届江苏航空体育
旅游季”大型航空活动上成功完成了特技
飞行表演，这一时刻标志着中国有了民族
品牌的民间特技飞行表演队，开创了中国
特技飞行表演的新篇章。

中国镇江
天空联盟特技
飞行表演队
亮相珠海

北京誉高航空集团成立于 2007 年，至
今已发展成为覆盖通航产业链上全业务的
综合性通航集团，旗下拥有“卖飞机”网
及十几家通航企业、机构，业务涉及航空
金融、航空器销售与服务、运营、维修、
海内外培训、航空保险、持续适航管理以
及航空器研发制造、通航会展和活动等众

多领域。 “卖飞机”网是誉高航空集团对
传统通航产业的一次有效升级，以互联网
手段打通了飞机采购各个环节上的普遍障
碍。同时， “卖飞机”网还致力于将航空
器的资产性质资本化，帮助客户对资产进
行有效管理，提高商业效率，挖掘有效价值，
实现商业利益。

誉高集团
携旗下各业务板块
亮相珠海航展

以《新，油然而生》为主题的易瓦特
新品发布会，在珠海航展会议厅如期召开。
发布会上，以悬念、揭幕、解密三个不同
的阶段发布了新品，同时也迎来了与中国
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

仪式。易瓦特宣布将与中国航空综合技术
研究所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中国航空综
合技术研究所赵波所长、易瓦特科技股份
公司董事长赵国成先生现场成功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

颠覆传统 智定未来
“油”此开始
易瓦特发布新产品

宝利航空与俄罗斯直升机正式签订全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并再次签订一架卡 32、一
架米 171 和一架 Ansat 直升机的购机协议。同
时，此次航展，宝利航空又与俄罗斯直升机共
同在中国首次推出了安萨特直升机，并现场与
云南星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签署 2 架卡 32、6
架 Ansat 的采购意向。安萨特直升机是俄罗斯
直升机公司以多年技术积淀，专门为应急求援

和警航设计打造的一款双发轻型直升机，飞机
起飞全重 3.6 吨，超大容量可载 2+9 座，已设
计应急求援型和警用型多种专业配置方案，其
惊暴性价格比将给广大用户来来巨大惊喜，相
信在不远的将来，将会成为中国飞速发展的应
急求援和警航市场最主力机型。另外，宝利航
空全资子公司江苏华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与黑
河护林站在展会现场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安萨特双发直升机
惊艳亮相珠海
宝利航空与
俄罗斯直升机全面
战略合作

中宇通航与斯洛文尼亚蝙蝠飞制造厂双
方合作项目总价值约为 3.5 亿欧元，内容包括：
中宇通航获得两款飞机（阿尔法电动与大黑豹
油电混合）的大中华区独家技术使用权；两款
机型在大中华区，缅甸，老挝，泰国，越南，
柬埔寨，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新加坡，文莱，韩国以及蒙古的独家销售权。
合同包括引进每种机型 50 架飞机，并需要了

解所属两种机型的组装，提供斯洛文尼亚飞行
培训，中国区组装线的启动，产品质量监督确
保符合斯洛文尼亚飞机制造要求。合同同时要
求蝙蝠公司提供工厂设计方案，符合民航要求
的技术规划，机器设备，软件，公司管理架构，
设备培训与咨询。蝙蝠工厂将使用此投资金额
进行新能源产品研发，包括 19 座零排放飞机，
采用电混动力技术。

中宇通航与
斯洛文尼亚蝙蝠飞
制造厂
合资建厂

 “ 这 次 Cicaré 公 司 与 德 奥 通 航 组
成 涵 盖 中 国、 东 南 亚 及 美 国 地 区 的 战 略
性 独 家 经 销 联 盟， 能 真 正 提 升 我 们 在 环
球 业 务 上 的 优 势。 生 产 基 地 设 于 阿 根 廷
的 Cicaré， 是 一 家 拥 有 六 十 年 历 史 的 直
升 机 运 营 公 司， 一 直 专 注 创 新 直 升 机 产
品 的 研 发 和 生 产。 德 奥 通 航 将 在 中 国、

东 南 亚 及 美 国 市 场 发 展， 使 我 们 能 够 在
这 些 地 区 为 Cicaré 的 产 品 提 供 装 配、
销 售 及 支 持 服 务。 最 新 推 出 的 Cicaré 
SVH4 教练机更会在中国以至国际间，为
直 升 机 驾 驶 训 练 带 来 革 命 性 的 改 变。 这
是 Cicaré 及德奥通航开发新产品的长期
战略联盟的良好开始。

Cicaré 及
德奥通航
组成战略性
独家经销联盟

霍尼韦尔于近日推出了 GoDirect 客舱
连接服务和移动应用产品，能够简化公务机
管理并控制卫星通信服务和使用。通过为运
营商提供管理飞机互联所需的网站或移动设
备工具，霍尼韦尔 GoDirect 服务减少了运营
商对第三方的依赖，使其自主控制网络故障
检修、访问、数据使用和计费。同时，霍尼

韦尔和民航资源网对 3000 多名飞行员和驾
驶舱机组成员进行了调查，其中 53％为副驾
驶，36％为机长。为了获得更多反馈信息，
霍尼韦尔和民航资源网上月对其中 20 名飞
行员进行了深度的电话采访。采访结果显示，
飞行员们希望能获得并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和
工具缓解繁杂的空中交通所带来的挑战。

高科技缓解
空中拥堵
优化运营商网络
故障检修

CG111亮相 
重庆通航集团携恩斯特龙直升机 480B

直升机、自主研发的 CG111 直升机样机、固
定翼 CG231 模型参加本次珠海航展。首日就
取得好的成绩，签下 12 架直升机销售大单。

重庆通航集团航展首日
销售直升机 12 架

尊翔公务航空
尊翔公务航空作为本次珠海航展的重要

参展商，携全新 24 座公务机倾情亮相。公务
航空包机客户、多家销售渠道、业内专家学者、
航空业的相关领导以及众多 24 座公务机潜在
消费者共同出席了本次新闻发布会。

国内首架 24 座公务机亮相珠海

作为直升机领军企业中美洲际直升机
投资（上海）有限公司，连续三届参展，此
次亦携手莱奥纳多集团，享誉世界的三款明
星 --- 无与伦比的作业“单发王”AW119Kx、
极速双发“空中法拉利”AW109SP 和畅销全
球十年的中型双发“总统专机”AW139 机型
华丽亮相。今年，中美洲际携莱奥纳多带来

了阵容空前的机型展示，800 平米室内展台
上，三架真机展现出灼人光芒，彰显出中美
洲际直升机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作为中国
领先的直升机采购方案提供商的地位，以及
正阳集团通航板块全方位一站式服务、中国
唯一具备完整产业链能力的专业直升机综合
服务商的定位与实力。

中美洲际三款机型
参展珠海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中国
商飞公司 2016 -2035 年民用飞机市场预测
年报》对未来二十年全球和中国的民用飞机
市场做出分析预测。年报预测，未来二十年，
基于全球经济保持约 3% 的增长速度，全球
旅客周转量（RPK）将以平均每年 4.45% 的
速度递增 , 各座级喷气客机的交付量将达到
39,948 架，价值约 52,310 亿美元（以 2015
年目录价格为基础），用于替代退役客机和
支持机队的发展。到 2035 年中国机队规模

将达到 8,139 架，其中单通道喷气客机 5,232
架，双通道喷气客机 1,904 架，喷气支线客
机 971 架。未来二十年，中国将预计交付
6,865 架客机，价值约 9,293 亿美元。其中
单通道喷气客机占 65.5%，共计 4,478 架，
其中以 160 座级的单通道客机为主，达 3,548
架；双通道喷气客机占 21.2%，共计 1,479
架，其中以 250 座级客机占比最高，达 1,020
架；喷气支线客机占 13.3%，共计 908 架，
以 90 座级客机为主。

中国商飞公司发布
2016—2035年民用
飞机市场预测年报
未来二十年中国市
场共需价值近 6 万
亿元

时讯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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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讯
2016 年 12 月 6 日，由中国民用航空

东北地区管理局（简称“东北管理局”）
携手航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简称“航联”）
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通用航空器统保研讨
会暨运五统保平台续转及空客机型扩容会
议”在大连顺利召开。本次会议为转变通
用航空器保险保障差异性现状、降低企业

保险成本、提升保障质量及理赔质量等问
题提出了有效解决途径。会上，航联向参
会领导代表汇报了通用航空器统一保险平
台一年多的运行情况，下一年度运五机型
保障方案的完善与续转报价，以及平台参
保企业的事故理赔情况，并介绍了空客机
型平台保障条件及报价。

飞机发生事故后
如何快速取得
保险赔付 ?

2016 年 12 月 15 日，首航直升机在中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公告。根据公
告显示，本次定向增发引入了北银丰业、工
银瑞信、前海开源、中广核资本等品牌卓越
的投资机构，规模为 32.0038 亿元。募集资
金将主要用于并购境内外通用航空相关企

业、国内外 FBO 收购及建设、机队力量扩
充及流动资金补充。此次定向增发采用现金
+ 资产的组合方式，开创了新三板定向增发
项目的先河。此次定向增发顺利获批，充分
体现了外部市场投资人对我国通航产业发
展的信心及对首航直升机的认可与赞同。

首航直升机
32 亿定增
获批

2016 年 12 月 8 日上午，“中航国际、
新锐通航直升机采购项目签约仪式”于北京
举行。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通航发展
部副总经理史新刚、副处长李力、市场总
监林松，山东新锐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鹏飞、党委书记梁有福、主任刘之良
共同参与了签约仪式。中航国际副总经理
史新刚与新锐通航董事长李鹏飞成功签署
直升机采购协议，新锐通航采购罗宾逊 R22
直升机一架。

新锐通航直升机
采购项目签约仪式
在京举行

12 月 13 日下午，一架从海口美兰机场
起飞的直升飞机缓缓降落在县文化公园里。
据悉，这架直升机当天下午 14:55 分从海口
美兰机场起飞，15:40 降落至县文化公园。

此次飞行经中南管调批复，海南当地军民航
批准，圆满完成甲子通航机场飞行程序验证
试飞任务和儋州上空、白沙通航机场临时航
线首飞任务。

海南甲子通航机场
飞行程序验证试飞
任务圆满完成

 12 月 15 日上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保）携手上海金汇
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金汇通航）正式
发布《直升机救援费用补偿保险》。双方
宣布将利用各自资源，在直升机医疗救援

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在人保车险的基础上，
该保险产品的推出将为车主提供更加全面、
贴心的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中国人保携手
金汇通航正式发布
直升机救援保险

12 月 10 日上午，赤峰市政府和深圳
朝气集团举行赤峰航空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项目签约仪式，签署了《航空装备制造产
业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赤峰航空装
备制造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 60 亿元，项

目内容包括航空装备制造产业厂、航空飞
行学院、航空研究院、通用航空机场、航
空公司等系列项目。

投资 60 亿！
赤峰签约航空装备
制造基地项目大单

德 国 Papillion 航 空 运 动 公 司 与 云 旗
航空运动发展公司日前签订合作协议，全
力建设云旗（武汉）国际航空运动基地。
花山航空运动基地即将破茧而出，今后普
通人“飞上蓝天”将不是难事。云旗（武

汉）国际航空运动基地是花山生态新城投
资公司打造常家山国际运动公园首批签约
项目之一。建成后可开展滑翔伞、动力伞、
轻型飞机的培训体验以及航空运动比赛、
航空旅游等服务。

武汉花山将建航空
运动基地 
开展轻型飞机培训

12 月 11 日下午，舟山市定海区金塘
镇仙人山海防直升机停机坪工程现场的工
人们加紧工作。该停机坪座落在金塘岛仙
人山景区 400 米高的山顶，直径 40 米的

直升机停机坪建成后不仅能提升海防管理
水平，更将在海岛紧急救援、促进仙人山
旅游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舟山金塘岛 400 米
高山顶修建海防直
升机停机坪

12 月 22 日上午，宁波东海通航开航
仪式在浙江奉化溪口雪 窦山风景区隆重举
行。宁波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民航浙江监
管 局、奉化区等单位领导，以及来自全国
各地的合作单位、媒体记者共 150 余人出

宁波首家通用航空
公司正式运行
雪窦山空中礼佛开航

席了开航仪式。仪式中，宁波东海通航总
经理傅德明致辞后，民航浙江监管局副局
长朱承辉向宁波东海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
发了 CCAR-91 部《运行合格证》，宁波市
副市长王仁洲宣布开航。

12 月 13 日，记者从万盛经开区获悉，
重庆江南机场项目正式获得市发改委批复。

重庆江南通用机场项目正式获批
总投资 9.37 亿

这是今年九月，万盛黑山谷通用机场项目获
批复后，万盛的第二个通用机场。据悉，重
庆江南机场项目建设选址在万盛金桥镇，为
一类通用机场，拟用地总规模 1425 亩，总投
资 93665 万元，建设工期为 2 年。

新沂通用机场按 1B 等级标准建造，
建设 1 条 800 米标准跑道，配套滑行道、

新沂通用机场项目通过专家评审
投资约 5 亿元

站 坪、 办 公 区、 维 修 区、 油 库 区 和 导 航
台等，占地约 1000 亩，投资约 5 亿元，
功 能 主 要 定 位 于 航 空 货 运、 飞 行 培 训、
飞 机 托 管 维 修、 临 空 产 业、 农 业 科 技 旅
游等 5 个方面。

全国首家
在高原地区运营的通用航空公司成立

西藏地区第一家通用航空公司，也是全
国乃至全球唯一一家在高高原地区运营的通
用航空公司——西藏西林凤腾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在 2016 年 10 月 8 日正式获得中国民
航局核准的经营许可证。

首航直升机获
H125 到岸再组装资格

2016 年 12 月，首航直升机通过一系
列评估，正式获得空客直升机公司授权的
可 执 行 AS350B3(H125) 机 型 的 到 岸 再 组
装资格，该正式授权将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签署后生效。

12 月 13 日，西部（银川）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简称“西部通航”）获得
由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颁发的

西部通航获颁经营许可证
宁夏通用航空协会成立
已有注册会员 64 名

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为宁夏回族自
治区政府、银川市政府重点扶持的通航企
业。12 月 15 由西部通航牵头组建的“宁
夏通用航空协会”，已获得民航西北管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的相关批复，标志
着宁夏通用航空协会成立。

10 月 8 日上午，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
城院区广场停机坪内飞来一辆医疗救援直
升机，一位因交通事故受严重创伤的患者

湖北首个空中救援起降点启用
半小时转移病患

由空中救援直升机从咸宁转至同济医院中
法新城院区，仅耗时半小时，避免了地面
交通路途颠簸可能造成的二次伤害。据悉，
这是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首次实现救援
直升机转运病人。

时讯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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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3 日，镇江华运航空服
务有限公司。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

镇江华运航空顺利获颁 CCAR-145 部
维修许可证

的 CCAR-145 部资质“维修许可证”。这标
志着镇江华运正式跻身民航系统 CCAR-145
部批准的维修单位行列，华运维修团队将
在授权范围内开展航空器维修及定检工作。

10 月 10 日，广东龙浩集团有限公司
与吉林市政府签署《吉林市航空产业综合

龙浩集团与吉林市签署
航空产业合作协议

开发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推进吉林
二台子机场复航及改造建设、吉林市航空
产业园开发建设、吉林市通用机场建设等
方面开展合作。

据悉，平泉机场使用性质为通用航空（短
途运输）机场，飞行区指标为 2B，跑道长

平泉机场成国内首家获批通用航空
短途运输机场

2400 米、宽 45 米。这是国内第一家军民结合
通用机场，也是国内第一家获批的短途运输通
用航空机场。机场使用许可证的取得，对于推
动京津冀通航产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6 年 10 月 11 日，北京华彬天星通

华彬天星双机成功开通北京至固安
通勤航线

航两架贝尔 -407GX 直升机由黄港 FBO 起
降点起飞，携带 8 名客户前往位于固安的
直升机起降点，成功开启北京至固安直升
机通勤摆渡飞行服务。

幸福航空控股与福建省发改委共同研讨

福建将建 40 个水上机场   实现
1.5 小时网络经济圈

福建省通用航空发展规划，计划在福建省内
分近中远期建设 40 个水上机场，从而实现省
内水上机场 1.5 小时网络经济圈，并开辟面
向浙、赣、粤，以及台湾的水上机场网络。

在第三季度引进的 72 架飞机中，制造

2016 第三季度中国内地通航企业共引进
72 架新机

商罗宾逊占比最高，为 19%；钻石占比位
列第二，为 18%；空客直升机占比位列第三，
为 11%，贝尔、山河科技和莱昂纳多占比
紧随其后。

记者从市工信委获悉，到 2020 年，本

天津加快发展通用飞机产业 
规模将达 1400 亿

市航空航天产业规模达到 1700 亿元，其中
航空产业规模达到 1400 亿元，航天产业规
模达到 300 亿元，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航空航天产业基地。

普 通 市 民 发 生 紧 急 情 况， 第 一 时 间
拨 打 急 救 电 话 呼 叫 直 升 机 进 行“ 空 中 救

天津打造 1 小时急救网
建 3 个空中医学
救援中心

援” 明 年 有 望 变 成 现 实。 据 透 露， 天 津
正 在 布 局 地 上 加 地 下 的“ 急 救 网 络”，
未 来 将 布 局 3 个 空 中 医 学 救 援 中 心 和 7
个 地 上 急 救 分 中 心，1 小 时 内 完 成 紧 急
救援。

第九届安吉县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其
中第八个签约项目——通航产业，让很多人

安吉投入 6 亿元 打造多位一体
通航产业基地

颇为吃惊。这个项目中，安吉将与精功通航、
东华通航以及亚捷通航合作，在安吉天子湖
镇打造集制造、观光、教学等于一体的通航
产业基地。该项目总投资 6 亿元。

民航局日前印发《关于鼓励社会资本
投资建设运营民用机场的意见》，全面放开

民航局鼓励社会资本投资
建设运营民用机场

民用机场建设和运营市场，创新民用机场建
设和运营投融资方式，加大对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的政策支持，以提升机场服务质量和
效率，促进民航行业安全、高效发展。

根据《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6〕38 号）明确的产业发

万亿市场拉开大幕：通用航空业
重点任务单发布

展目标：到 2020 年，建成 500 个以上通用机场。
通用航空器达到 5000 架以上，年飞行量 200
万小时以上。通用航空业经济规模超过 1 万亿
元，初步形成安全、有序、协调的发展格局。

山 河 科 技 全 新 推 出 的 五 座 飞 机 山 河
SA160 于 10 月 28 日正式下线，将奔赴珠海

山河科技自主研发五座飞机
SA160 成功下线

参加第十一届珠海航展。这是山河科技自主
研发打造的民族品牌飞机的又一力作，她将
开启中国私人飞机消费的新篇章。

据介绍，随着昆医附一院首次启用该

云南首个医院空中救援起降点在
昆医附一院启用

院住院楼顶层停机坪，该院也成为了云南
省内首家开展直升机医疗救援工作的医院。
此次实战演练也是为了检测该院空中应急
救援的实战效果。

据公司副总裁潘小燕介绍，道尼尔海
星水陆两栖飞机是无锡市在通航领域投资

宜兴将生产水陆两栖飞机
市场价 700 万美元

的第一个项目，目前这款飞机正在德国进
行试航前的认证更新工作，首架飞机预计
2017 年 7 月份下线，首飞计划在下线后的
两三个月，该飞机为多用途飞机，9-12 座，
700 多万美金 / 架。

空客直升机启动
公共服务配型 H175 飞行测试

近日，空中客车直升机启动其中型双
发 H175 公共服务配型直升机飞行测试。初
步飞行测试共进行 12 次，已成功完成。下
一阶段的飞行测试将于今年 12 月份开始。

麗翔公务再迎波音公务机
机队数量将达 16 架

香港麗翔执行总裁张益嘉表示，“在
麗翔优秀的前线及后勤团队的努力下，我
们有信心到 2016 年底，麗翔的机队数量将
拓展到 16 架。”

安顺市在贵州省“千企帮千村——百
会千企聚力脱贫攻坚行动”现场推进会上
与重庆宗申产业集团签订了《“水上飞机
旅游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近期以
来，双方就水上飞机旅游项目、农业产业

项目、民用航空产业项目、水上飞机总装
线项目、水上通航枢杻站、通航枢杻集散
地等项目进行了多次磋商洽谈，并达成初
步共识。

安顺市携手宗申产
业集团建“水上飞
机旅游项目”

嘉峪关市政府与甘肃东舟公共飞行服
务有限公司举行警务航空和空中救护合作
签约仪式，共同构建嘉峪关市立体治安防控
和紧急空中医疗救护体系。双方将通过成立
公益基金会，依托甘肃东舟公共飞行服务公

司资源、技术和平台优势，建设公共飞行基
地，构建起空中立体治安执法和紧急医疗救
护体系，进一步提高嘉峪关市的反恐处突、
治安管控、安保警卫、消防救援、应急医学
救援、重症转运等远程医疗救护能力。

嘉峪关构建立体治
安防控和紧急医疗
救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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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重庆市每个区县都
将建 1 个以上医学救援直升机转运停机坪，

重庆每个区县都将有医学救援
直升机转运停机坪

打通全市空中紧急医学救援绿色通道。到
2020 年，重庆市将实现空中救援能力全覆
盖，构建市级水陆空立体救援体系，重庆
城区将在 15 分钟内做出应急响应。

11 月 12 日，该飞机不远万里，在众
人的期待中终于顺利从德国抵达银川。作
为一款单引擎双座轻型飞机，D4 型飞机翼

西部通航首架 D4 Fascination
超轻型飞机
抵达银川

展 8.9 米、机长 6.8 米，具备弹射降落伞、
收放起落架、电动襟翼、电动变矩螺旋桨、
AUTOPilot（自动驾驶仪）系统，其最大的
性能特点为有效载荷高、航程远、航速快，
在欧洲被誉为轻型飞机中的保时捷。

11 月 17 日， 2 吨 级 轻 型 直 升 机
AC311A 通 过 中 国 民 航 局（CAAC）AEG 评
审，标志着该型号可投入市场运营，成为继

低空飞行新成员 AC311A 直升机
通过 AEG 审查

AC313、AC311 之后，放飞蓝天的国产 AC
家族新成员。AC311A 直升机由中航工业直
升机下辖直升机所和昌飞联合研制，今年 8
月 16 日，中国民航局向中航工业直升机所
颁发了 CAAC 型号合格证。

赛 斯 纳 为 奖 状 Hemisphere 公 务 机
所配备的霍尼韦尔 Primus Epic 驾驶舱技
术能够为飞行员提供舱外环境的三维等角

霍尼韦尔获选为赛斯纳奖状 Hemisphere
公务机提供
先进驾驶舱技术

视图，在雾、雨、雪等恶劣天气条件下有
效提高飞行员的情景感知能力。此外，霍
尼韦尔的互联飞机解决方案还包含卫星通
信、网络通话以及驾驶舱、客舱、维护应
用与服务。

东方通用航空机场项目近日开建，预
计明年 9 月投入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在

东方通用航空机场开建
明年 9月将投入运营

商贸、旅游、医疗救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可停放小型固定翼
或者大型直升机，数量至少达 10 架，维修
机库，可维修小型固定翼和大型直升机。

10 月 24 日，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出

南京龙袍通用机场顺利获得
场址审查意见批复

具了南京龙袍通用机场的场址审查意见。
意见提出选址报告内容和深度符合要求，
同意了南京龙袍通用机场的选址，并就下
一步项目申请报告提出了相应建议。

根据公告，隆鑫通用拟出资 2475 万欧

隆鑫通用拟收购意大利航空发动机公司
67% 股权

元（初定价格）购买 CMD 公司原股东部分
股份， 并拟出资 1636 万欧元对 CMD 公司
进行增资，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 CMD 公
司约 67.00% 的股份。

空中客车集团宣布，该集团将在旗下直
升机部门裁减近 582 个工作岗位，原因是来

空客宣布在旗下直升机部门
裁员近 600 人

自于原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需求大幅下降，且
其最受欢迎的一种直升机发生了致命的坠落
事故并因此而被停飞。未来，空中客车集团
可能会进一步在旗下各项业务中裁员数千人。

2016 年 11 月 8 日中山雄鹰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的 CCAR-141 部民用航空器驾驶员

中山雄鹰通航获颁 CCAR-141
部运行合格证

学校通过中国民航局的运行合格审定并获
得民航局颁发的运行合格证书及训练规范，
颁证仪式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山雄鹰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会议室举行。

10 月 25 日，滨州市医学会第一届灾
难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暨学术交流会议在

滨医附院添医疗救援直升机 
辐射半径达 350 公里

滨医附院举行。从会议获悉，滨医附院将
在医院放置一台直升机，用于滨州及周边
区域的应急救助活动，届时将举行全省首
次直升机应急航空救援演练。

11 月 1-3 日，红钻航空携其自有比奇“富
豪”G36 飞机亮相珠海航展，这是该款机型
成功试飞并于今年上半年顺利取得中国民用
航空局颁发的“三证（国籍登记证、标准适
航证和无线电台执照）”后，在珠海航展的

首次亮相。航展结束后，红钻航空的比奇富
豪 G36 从珠海启程，一路向北飞行，经停湖
南常德、河南洛阳之后，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于 2016 年 11 月 6 日下午 13 点 40 分，
完美降落在北京平谷马坊石佛寺机场。

红钻航空再添新机型 
富豪、男爵将比翼
中国蓝天

根据民航局党组《关于进一步深化民
航改革工作的意见》，民航局深化改革各专
项工作组和相关单位共向局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提交了 12 个专项改革工作方案和实施
方案。其中，民航局空管局党委研究制订了

民航空管深化改革整体工作方案，围绕提升
空管资源保障能力、提高空管运行服务品
质、深化空管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家空管
调整改革、提升通用航空服务能力等五个方
面提出 30 项改革任务。

民航局 : 推进 12 项
改革方案 提升通用
航空服务能力

随着公务机飞行的快速发展，通用航
空服务成为世界新的市场“风口”，各国
商业巨头也竞相涉足。近日，中国际遇派
( 天津自贸区 ) 有限公司全资收购了日本株
式会社 CONTRAIL，正式进入日本通用航

空市场。此次并购将打开中国企业进入日
本通用航空领域的开端，将中日航空服务
带向新的高潮。

赞！中国企业跨
国并购日本通用航
空服务公司

麒麟水上飞机项目，是麒麟水乡休闲
旅游区建设的三大重点项目之一，是全国
747 个优秀旅游项目之一，全省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和“五网”建设中航空
网建设的重点项目，被曲靖市委、市政府列

为 2016 年十项重点工作。项目总用地面积
135 亩，计划总投资 3 亿元，共分两期建设，
一期工程于今年 5 月正式启动，历时 5 个
月时间，实现投资 1.4 亿元。

曲靖麒麟水上飞机
成功验证飞行项目
共投资 1.4 亿

日 前， 重 庆 市 政 府 网 发 布《 关 于 印
发 渝 东 南 生 态 保 护 发 展 区 生 态 经 济 走 廊
建设规划的通知》。根据规划，到 2020
年， 渝 东 南 生 态 保 护 发 展 区 要 实 现 森 林
覆盖率 52%，旅游综合收入 680 亿元，

特 色 效 益 农 业 产 值 突 破 290 亿 元， 还 要
瞄 准 旅 游 航 空， 每 个 区 县 至 少 拥 有 1 个
通用机场。

2020 年 渝东南每
个区县将至少拥有
一个通用机场

11 月 12 日， 市 长 葛 海 鹰 会 见 了 北
京 美 麟 通 用 航 空 有 限 公 司 执 行 总 裁 李 华
军、 北 京 美 林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投 资 部
经 理 秦 国 昕 一 行， 双 方 就 通 用 航 空 产 业
项 目 合 作 进 行 洽 谈。 美 麟 航 空 有 意 在 抚

顺县北湖村投资建设三类民航通用机场，
在景点游客观光、空中航拍、空中测绘、
播 撒 农 药、 应 急 救 援 等 方 面 发 挥 作 用。
将 进 一 步 加 强 与 抚 顺 在 航 空 产 业 等 方 面
的沟通与交流，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美麟航空拟投建
三类通用机场
落户抚顺县北湖村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GA CHINA 22 GA CHINA23

我国西部首架装备应急救援设备直升
机 11 月 17 号在德阳广汉市的四川西林凤

西部首架装备应急救援设备
直升机组装完成

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组装完成。这架 H125
型单发涡轴直升机总价值近 3000 万元，是
欧直“松鼠”家族直升机中的高性能版本，
带货物吊挂时最大起飞重量 2800 千克。

11 月 24 日凌晨两点 15 分一架瑞士皮
拉图斯飞机公司生产的 PC-12NG 型单发涡
桨飞机顺利降落新疆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

皮拉图斯向中国客户交付
第二架 PC-12 飞机

这架飞机 11 月 23 日从瑞士起飞，途经奥地
利、德国、捷克、波兰、白俄罗斯，经过两
天共计 8 个多小时的飞行、穿越 7 个国家，
最终于 11 月 24 日凌晨抵达气温只有零下
18 度的乌鲁木齐。

北京渔阳滑雪场从本周起已开启今年
雪季的试营业。雪场今年特别开通了航空

北京滑雪场引进应急医疗直升机
服务费 6 万左右

应急医疗服务，直升机只需半小时就能从
位于平谷的滑雪场，到市内各大医院。这
项服务目前已经完成直升机救援演练，只
要有需求，航路可以随时开通，服务费用
在六万元左右。

赛峰飞机发动机宣布，其最新一代银冠

赛斯纳新型奖状“半球”大客舱公务机
选择赛峰银冠发动机

(Silvercrest®) 公务机发动机已被赛斯纳飞机
公司选中，装配其新型奖状半球（Citation 
Hemisphere）大客舱公务机。半球 " 的航程
将达 4500 海里，计划于 2019 年首飞。

11 月 20 日， 随 着 1 架 K-32 直 升 机
( 机号 B-70JK) 降落在梧州机场，执行广西
2016 年秋冬季森林航空消防任务的三架直

三架直升机全部调抵 广西冬季
航空护林正式开启

升机全部调抵梧州基地。下一步，南方航
空护林总站梧州基地将密切与护区森防部
门的联系，全力完成广西区 2016 年秋冬季
森林航空消防各项工作。

近 日， 搭 载 新 型 Helionix 航 电 组 件
驾驶舱的空中客车轻型双发直升机 H135
通 过 了 欧 洲 航 空 安 全 局 认 证。 该 套 航 电

空客直升机 H135 Helionix 航电组件
获 EASA 认证

系 统 由 空 客 直 升 机 自 主 设 计 研 发， 可 为
运营商提供更高的任务灵活性和安全性。
Helionix 是 一 套 具 有 标 准 化 特 征 的 航 电
技术理念，已运用到空客直升机 H175 和
H145 机型。

11 月 29 日，浙江省通用航空产业协
会 ( 联盟 ) 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浙江杭州召开。会上，浙江建德经济开

浙江省通航产业协会杭州成立
建立平台辐射全国

发区与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还签署
了涉及飞机制造、空中游览、飞行员培训
航校、直升机应急救援等内容的《通用航
空产业投资合作协议》。

11 月 19 日，甘肃省政府举行“甘肃
省 2016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
推介会暨签约仪式”。此次推介会，共签
约 PPP 项目 40 项，向社会推介重点推进
的 PPP 项目 83 项。此外，会上还集中签
约了华池通用机场、两徽高速、通渭至定

西高速等 40 个 PPP 项目，总投资 1046 亿
元，拟引进社会投资 482 亿元，其中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项目 16 个，铁路、机场、
轨道交通、城市集中供热、旅游基础设施、
能源等收益稳定的项目占签约项目总数的
一半以上。

甘肃省签约 40 个
PPP 项目 华池县将
建设通用机场

11 月 19 日，法国丽夏飞机制造公司
来到包头市石拐区，推进与石拐区通用机
场项目合作的 AKOYA 水陆雪三栖运动飞机
项目。这将填补自治区和包头市民营通用
航空产业链空白。合作项目推进活动中，

石拐区通用机场与丽夏公司计划筹备合资
公司，开展 AKOYA 水陆雪三栖运动飞机美
国和中国认证等工作，于 2018 在石拐区通
航园区开展建厂研发生产工作。

包头与法国丽夏公
司共推水陆雪三栖
飞机项目

株洲通航产业，又添一重要配套基础
设施。11 月 21 日，从湖南翔为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获悉，位于株洲通用机场旁边的
通航机库已投用，面积 5000 平方米，可

满足通用飞机的托管、维护、检修等需求，
能同时停放 50 架小松鼠直升机。这是目
前湖南最大的通航机库。

湖南最大通航机库
在株洲投用 
可停放50架小松鼠

11 月 28 日，民航局党组书记、局长冯
正霖主持召开民航局党组会议，审议并原则
通过《统筹推进民航空管深化改革的实施意
见》（下称《意见》）和《提升民航科技支
撑能力工作方案》（下称《方案》）。下一步，
民航局将印发《意见》和《方案》并正式实施。

会议强调，深化空管改革的总体目标是
建成 5 个体系，即建成空管系统持续安全的
资源保障体系；建成真情服务的运行服务体
系；建成符合空管实际、适应民航发展需要
的企业管理体系；建成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服务国民经济建设、满足民航行业发
展需求、适应大众出行需要的空管体系；建
成与通用航空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通用航空服

务体系，重点要围绕做好提升空管资源保障
能力、提升空管运行服务品质、深化空管体
制机制改革、推动国家空管调整改革、提升
通用航空服务能力等 5 个方面完成 30 项具
体改革任务。其中，深化民航空管系统体制
机制改革是本轮改革的重点和关键，要紧紧
抓住劳动用工、定岗定员、薪酬制度等三项
制度改革这个龙头，在西北地区空管局和湖
南空管分局先行试点，然后在整个空管系统
全面推开。在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上，必须坚
持向一线倾斜、向基层倾斜、向技术倾斜，
凸显一线管制员的岗位责任，增强基层员工
的改革获得感，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空管的
发展潜力，扩展空管的发展空间。

民航局推进空管深
化改革
分配制度向
基层倾斜

11 月 29 日，民航局召开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五次会议，对《提升通用航空服务能
力改革任务工作方案》进行了审议。《提升
通用航空服务能力改革任务工作方案》将其
细化分解为 17 个重点项目，明确了每个重
点项目的预期目标。在此基础上，方案还将

17 个重点项目进一步分解为 24 个阶段性任
务和目标，确定了各项目的主办部门、协办
部门及责任人。会议对工作方案给予充分肯
定，并围绕推进通用航空服务能力改革提出
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5 大重点17 个项目！
民航局再议提升通
航服务能力

2016 年 11 月 30 日，江苏宝利国际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两架直升机销售合同的公告》。公告显示，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宝利航空装备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航空”）与安
鹏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安鹏融资租

赁（诸城）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买方”）
分别签署了直升机销售合同。合同标的为两
架 Ka-32A11BC 直升机和配套设备，两架直
升机的含税总价为 244，500，000 元人民币，
交付机场为上海高东机场。

宝利航空签订
2.45 亿元 Ka-32
直升机销售合同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已于
近日正式申请新三板挂牌，全国股转系统披
露的挂牌资料显示，董事长邹建明及其妻子
张红艳二人合计间接占股 95.16%，二人通
过控制正阳集团及正旺投资进而控制公司，

为共同实际控制人。公告显示，金汇通航
2014 年 度、2015 年 度、2016 年 1-7 月 营
业收入分别为 8944.11 万元、7656.71 万元、
2.89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5308.80 万元、-
5879.72 万元、2821.46 万元。

金汇通航拟挂牌
新三板 2016 年1-7
月营收 2.89 亿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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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国泰中旺（北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青海省通用航空集团在西宁
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联合投入 100 亿元，
将助力青海省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标志
着以“立足青海，服务青海”为己任的青
海省通航产业基金正式运营。这是国泰中

旺和省通用航空集团发起的青海省第一支
通用航空产业基金，力争“十三五”未布
局好全省的通用机场建设，打造出具有青
海地域特色的现代快速物流和航空服务，
为青海省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青海首支通用航
空产业基金正式
运营

11 月 9 日 -11 日，华东局在北京组织
召开了《水上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初
审会。民航局机场司、飞标司，中国民航
科学技术研究院、上海民航新时代设计研
究院、上海中交水运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金山海事局、空军工程大学、美亚旅游航

空有限公司、重庆宗申天辰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上海幸福机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等
单位的代表和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编制
《水上机场建设技术标准》，是华东局承
担的民航局 2016 年安全能力建设项目，目
前已形成初稿。

《水上机场飞行场
地技术标准》
通过初步评审

90 分钟内，可以到达浙江 10 万多平
方公里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只守卫
蓝天的“雄鹰”带给浙江人民的安全感。
这些喷涂着警徽和“浙江公安”字样的直
升机，隶属于执行空中安保任务的浙江省

公安警务航空队。自 2013 年 5 月警用直升
机开展任务飞行以来，这支年轻而有战斗
力的航空队多次在重大任务中挑起重担、
立下战功。

应急响应的空中尖
兵 90 分钟内到达
全省任何角落

. 北京泛太平洋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称“北京泛太平洋”）是一家由新西兰
的太平洋航空航天有限公司和北京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公司，该公司所任
命的娱乐运动航空飞行员和教练员宋茂森
将作为北京泛太平洋 SkyDiveChina 品牌的
代言人。北京泛太平洋最近在中国银川开

展了该公司的第一次跳伞活动。该合资公
司在中国开展跳伞业务的关键是采用多功
能的涡轮多用途飞机 P-750 XSTOL。该机
型由新西兰太平洋航空航天有限公司设计
并制造，已成功出口，目前由北京泛太平
洋在常州新建的专用大型过工厂内进行组
装，该工厂于 10 月份投产。

北京泛太平洋航空
技术有限公司指定
品牌代言人

霍尼韦尔正在协助达索猎鹰 7X 运营
商以简驭繁，将其机上 WiFi 技术升级为霍
尼韦尔 JetWave 系统。近日，霍尼韦尔最
新 JetWave 互联硬件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

理局（FAA）认证，可用于猎鹰 7X 飞机，
为猎鹰 7X 运营商提供目前唯一全球覆盖
的高速宽带互联解决方案。

霍尼韦尔为
猎鹰 7X 运营商提
供高速机上 WiFi

12 月 5 日，伴随着最后一个立方的土

株洲通用机场跑道施工进入冲刺阶段 
年底跑道将完工

质改良完成，株洲通用机场跑道约 2.4 万方
的土质改良全部完成，不仅如此，机场跑
道第一层水稳层铺设已完成 40%，跑道施
工进入了冲刺阶段。

2016 年 12 月 8 日，首航直升机 & 容
创航空 6S 店开业暨海南省航空应急医疗救

首航直升机 & 容创航空 6S 店开业暨
海南岛航空应急救援网络启动仪式
在三亚举行

援服务启动仪式在海南三亚半山半岛吉庆
广场和帆船港举行。以首航直升机 & 容创
航空 6S 店为契机，首航直升机将联合各方
在海南启动应急救援服务，引入空客 H135
直升机，构建海南省常态化航空救援新体
系，打通空中绿色生命通道。

12 月 7 日，记者从中共黔南州第十一

都匀机场列入“十三五规划” 未来
通用机场县县有

次代表大会上获悉，备受社会关注的都匀
机场项目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同时，黔南州将通过未来几年努力，实现
通用机场县县全覆盖。

近日，涪陵区交委和重庆通用航空产业

涪陵通用机场前期工作启动
集团机场有限公司签订前期咨询服务协议，
委托其开展涪陵通用机场选址报告、飞行程
序设计和飞机性能分析、手续报批等工作，
标志着涪陵通用机场前期工作全面启动。

日前，市住规建局官网公布了《珠海
市通用机场及起降点（含水上）布局规划

珠海通用机场规划批前公示 全市布局
60 处通用机场

批前公示》（以下简称《规划》）。若《规
划》获批，2030 年珠海全市将布局 60 处
通用机场，覆盖市区、西区和海岛。从市
区坐着飞机去西区、上海岛将不是梦。

达索交付首架
猎鹰 8X 超远程公务机

10 月 5 日达索猎鹰公务机公司交付
其首架全新一代猎鹰 8X 超远程公务机。
希腊 Amjet 公务机公司成为猎鹰 8X 的首
家运营商。

陕西最大热气球嘉年华启动
首批学员赴京学习

10 月 19 日上午，白鹿原·白鹿仓景
区首批公费飞行学员赴中航培训签约仪式
暨欢送活动在白鹿原·白鹿仓景区内草坪
广场举行。

七旬老人突发心梗
北海救助队直升机海岛救援

10 月 19 日上午，白鹿原·白鹿仓景
区首批公费飞行学员赴中航培训签约仪式
暨欢送活动在白鹿原·白鹿仓景区内草坪
广场举行。

汕头引进两条通用飞机生产线
预计年产量 200 架

10 月 8 日上午，汕头美中时空通用航

空项目启动仪式在保税区举行。项目首期
两条飞机组装生产线建成投产后，预计年
总产量约 200 架，飞机年销售额可达 3.5
亿元至 4 亿元。

第九届中国国际热气球节廊坊开幕
数千观众围观

近日，第九届中国（廊坊）国际热气

球节暨第什里金秋风筝节在廊坊第什里风
筝小镇拉开帷幕。2008 年北京奥运射击冠
军陈颖，2012 年伦敦奥运会跳水冠军罗玉
通现场助阵。

山西通用航空应用技术学院（筹备）
项目正式启动 12 月 5 日，陕西省临汾市政府重点项

目推荐会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临汾市、

尧都区及北京华苏美航材科技有限公司有
关领导和负责人，就山西通用航空应用技
术学院等项目，分别代表地方政府和投资
运营商，签署了双方战略合作协议。

四川眉山仁寿县景贤乡平均海拔 600 多
米，有云朵中的绿色生态家园的美称。山外
青山滑翔基地匡小兵教练夫妇一直在滑翔伞
事业奋斗追求，从事滑翔体育运动已有 20
多年，培养了不少滑翔伞的优秀运动员，参

加过国内外很多比赛。据悉，该基地回乡老
板田中先生已投资 1100 万，下步计划投资
五 5000 万，配套建设水上运动、攀岩、航
空观光、飞行营地、体验飞行、教学、餐饮、
休闲会所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滑翔伞教练夫妇
20 年坚持翱翔蓝天
实现梦想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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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彬航空集团
Reignwood Aviation Group

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华彬航空 — 通航全产业链服务商
Reignwood Aviation — 
Integrated GA
Industry Service Provider

华彬航空集团依托跨国企业华彬集团的雄厚发展实

力，借势中国通用航空市场的强劲发展步伐，荣膺集团

最具前景的战略性产业之一，通过“航空运营”、“航

空维修”、“航空金融”、“航空服务”四大板块，架

构起华彬航空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打造成为立足中国、

面向全球的大型国际航空运营集团。

Powered by the prestigiou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Reignwood 
Group, Reignwood Aviation Group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strategic industries of the group. With four main 
business areas including aviation operations, aviation maintenance, 
aviation financing and aviation services, Reignwood Aviation 
Group aims to become one of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general 
aviation operation groups in the world with its innovative service,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high quality service and 
impressive enterprise scale. 

企业名称 华彬航空集团

企业资质 CCAR 135/ CCAR 91/ CCAR 147/CCAR 145

业务范围
航空运营、航空服务、航空金融、航空维修
（航空培训、短途运输、医疗救援、通航作业、
空中旅游、公务包机）

飞机型号 /
数量 /
注册号
（托管及租
赁的请注
明 )

型号 分类 数量 注册号

固定翼

水陆两用飞机 1

多用途飞机 2

公务机 2

一般固定翼 9

直升机 26

基地机场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北京密云国际机场、宜昌三峡机场

协议机场 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 8 号华彬中心 916 室

联系人 赵长文

联系电话 136-8329-5636

邮箱 zhaochw@reignwood.com

企业名称 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 乙类通用航空企业

业务范围

航空摄影、空中巡查、航空护林、航空喷洒（撒）、
空中拍照、空中广告、科学实验、气象探测；使用
特殊适航证的航空器开展航空表演飞行、个人娱乐
飞行、运动驾驶员执照培训

飞机型号 /
数量 /
注册号
（托管及租
赁的请注
明 )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J230-D 1 B-10CU

Y5B(D) 2
B-8070

B-8071

J160-C 4

B-9031

B-9032

B-10DY

B-10HL

年飞行小时数
584 小时 36 分钟   1597 架次
( 截止到 2016 年 10 月 )

基地机场 盘锦陈家机场

协议机场
（包含作业
中的临时起
降点）

铁岭腰堡机场、
营口兰旗机场、
大连周水子机场

地址 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陈家镇陈家通用机场

联系人 赵磊

联系电话 0427-8298789/8298719

邮箱 pjylth@163.com

会员企业展示
MeMber CoMpany Display

免费“会员企业展示专栏”说明
Free Member Company Display

dengjiguang@gafun.cn

Dear Readers

In order to provide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nd create a multi-dimensional display channel for 
GA industry related companies, GA CHINA magazine has launched a free “Member Company 
Display Section”. 

Companies which are interests in displaying here please provide genuine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to us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requirements. We will screen the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eness and authenticity, and publish it in our display section. 

Please email us at: qiansiyin@gafun.c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having a special interview or series reports, please email us too. 

Inform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form, Company Logo, High Resolution Pictures,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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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艾维国际飞行学院
（南京）有限公司

精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南航艾维国际飞行学院（南京）是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南非试飞学院国际集团三

方共同投资兴建的以培养高素质、国际化、全才型的民航航

线飞行员为本的合资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计划投资

4 亿元，注册地为江苏省省会南京。培训将涉及私用飞行员

执照、商用飞行员执照、航线飞行员执照培训和直升机私照、

商照培训。 

培训将以国内为本兼顾拓展国际业务，集合合作三方优

势，以“践行航空战略、依托民航平台、融入外力外资，三

方优势互补”为原则，实现“高素质的人才培养 - 高水平的

商业运作 - 高水准的飞行实训”三强联合。

南航艾维国际飞行学院在借鉴国际先进的飞行训练模式

企业名称 南航艾维国际飞行学院（南京）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 CCAR-91、CCAR141

业务范围 执照培训、警用航空、特种航空、直升机维修

飞机型号 /
数量 / 注册
号（托管及
租赁的请注
明 )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R22 2

BELL206b3 2

基地机场 观音机场

地址 南京市将军大道 29 号

联系人 陈巧柔

联系电话 025-52112763

企业名称 精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 CCAR—91,61,60,135, 以及 145

业务范围
飞行培训，飞机销售，公务机业务，飞机维修，通
航机场管理，通用航空作业等

飞机型号 /
数量 / 注册
号（托管及
租赁的请注
明 )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R22 2 B-10HD

国王 350i 2
B-3521

B-3522

运 -5 2
B-8725

B-8723

西锐 5

B-9750（托管）

B-9751

B-9753

B-9755

B-9375

飞机型号 /
数量 / 注册
号（托管及
租赁的请注
明 )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塞斯纳 208 3

B-9808

B-9636

B-9468

年飞行小时数 2000 小时以上

基地机场 北京八达岭机场，陕西蒲城内府机场，浙江
舟山普陀山机场

协议机场
（包含作业
中的临时起
降点）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河北秦皇岛机场，内蒙
古阿拉善机场，内蒙古乌兰察布机场 , 云南
祥云机场，云南陆良机场，四川广元机场，
广西柳州机场，山东临沂机场等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第三置业大厦 B 座 3205

联系人 潘婷

联系电话 13261469494

邮箱 pant@jinggongair.com

和理念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民航局的实际要求，以为

国内、国际航空公司输送优秀职业飞行员为目标；在

教学管理、教学队伍建设上保持与国际水平接轨，大

胆采用外国管理人员、飞行教员；在教学设施上，高

效使用国际化资源，并派送飞行学员赴国外基地开展

飞行实训。

针对中国航空公司的具体需要和中国学员的实际

情况，采用中英文结合的培训模式，在参考国内外飞

行员培训教材的基础上，选用满足 JAA 标准的南非培

训教材，并聘请英国、南非的资深飞行管理专家和飞

行教员授课，以增强学员的英文对话能力，提高其国

际化飞行素养。

学院的国外培训基地位于南非南部海岸线的多个

城市，基地全部符合国际化要求，既能满足简单的实训，

又可以完成转场飞行。国外基地配备了一流的停机坪、

飞机机库、飞行准备室、飞行讲评室、多媒体理论教室、

语音教室、计算机等教学场地，同时配备了学员公寓、

餐厅、娱乐中心等配套设施。

广西展卓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展卓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正式成

立，2014 年 8 月获得民航中南局《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

可证》，2015 年 4 月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审批的《商

业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2016 年 1 月，展卓通航白

竹铺通用机场获批广西首个三类通用机场资格证，2016

年 3 月成为广西第一家获得空中游览资质的通航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空中游览、航空摄影、空中广告、空中巡查、

空中拍照及各类作业飞行等。

展卓通航以桂林白竹铺通用机场为发展核心，全面

布局区域低空网络，创建“商务航空运营管理、低空游

览主题乐园”双管齐下的战略发展模式，目前已设立阳

朔高田、阳朔鲜花满屋酒店、桂林香格里拉大酒店、阳

朔悦榕庄、海陵岛保利皇冠假日酒店等多个起降点。

展卓通航秉持“私人定制，高端服务”的经营理念，

倾力打造成为华南地区最优秀的通用航空运营商及私人

航空体验定制商，力争在 2020 年之前构建覆盖全华南，

辐射西南、华中地区的通航服务网络。

企业名称 广西展卓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 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中国民用航空局商业非
运输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

业务范围 空中游览、航空摄影、空中广告、空中巡查、航空护林、
航空喷洒（撒）、空中拍照、科学实验、气象探测等

飞机型号 /
数量 / 注册
号（托管及
租赁的请注
明 )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罗宾逊 R44 1 B-7515

罗宾逊 R44 1 B-7516

贝尔 BELL407GX 1 B-707CH

年飞行小时数 2000 小时

基地机场 桂林白竹铺三类通用机场
协议机场
（包含作业
中的临时起
降点）

阳朔高田基地、阳朔鲜花满屋起降点、阳朔悦榕庄
起降点、桂林香格里拉大酒店起降点、海陵岛保利
皇冠假日酒店起降点

地址 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兴安镇双灵路 172 号

联系人 李静

联系电话 18677350125

邮箱 Today624@qq.com

企业名称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
CCAR-21 部、CCAR-23 部、CCAR-27 部、
CCAR-61 部、CCAR-91 部、CCAR135 部、
CCAR-145 部、CCAR-183 部

业务范围
从事轻型飞机、直升机，其他航空器及零部件的投资、
研发、生产、销售、咨询、培训、维修、服务保障、
进出口等业务

飞机型号 /
数量 / 注册
号（托管及
租赁的请注
明 )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恩斯特龙 480B 3

B7417

B70AX

B70AY

恩斯特龙 280FX 4

B7411

B7412

B7413

B7418

Bell407GX 1 B7705

Bell412EPI 2
B70AW

B70JT

年飞行小时数 3000

基地机场 重庆龙兴通用机场

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路 19 号

联系人 张雯琪

联系电话 18883286406

邮箱 zhangwenqi@cgag.cn

会员企业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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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您成为我们的会员

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在业界朋友和媒体同仁的帮助支持下，《中国通航博览》

已在通航领域取得了些许成绩，并收获了大多数业内人士的认可。对此，我们报

以十分诚挚的感谢。

2015 年 7 月，中国通航文化发展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继首都通用航空产业技

术研究院后，成为刊物主办方。为给行业提供优质的信息和展示平台，与企业建

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我刊现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加入并成为我们的免费会员单位。刊物内设“会

员展示区”将持续对会员单位进行展示。新的一年，我们也将陆续举办各类活动，

会员单位享有优先参与权。同时，我们将陆续为会员单位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

更多详情，请您随时联系我们。

邓霁光
13811127587
dengjiguang@gafun.cn

我们的会员
北京科源轻型飞机实业有限公司

安达维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致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八达岭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北京通用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青晨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首航直升机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国都公务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银泰通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红钻世纪航空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科源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美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北京星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圣博赢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翼龙飞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成都联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Centralpec Limited

东营华亚国联航空燃料有限公司

达索猎鹰商务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大禹（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陆发动机（北京）有限公司

德事隆公司

德奥直升机有限公司

飞行总动员航空网

飞行学院重庆通用航空培训有限公司

福建天裕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竹岐直升机场

福建正阳通用航空机场发展有限公司

飞天众智中国制造科技服务平台

桂林通航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 SOS

广州市江弘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 - 桂林通用航空公司

广西展卓通用航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互祥（上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华彬天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华彬航空集团

海陆空天文化发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航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华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华龙航空管理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天鹰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翔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吉林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精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市江汉众力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众邦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

辽宁天丰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辽宁通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辽宁天行健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翼杨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资源网

美林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世纪航空飞行学院

内蒙古翱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内蒙古庆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耐思航空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南航艾维国际飞行学校

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青山绿水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青岛量子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翊鑫航空科技公司

沈阳沈北新城管理委员会

上海丝翼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成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大同航空运动学校

山西大同东王庄机场

沈阳斯塔娜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玺飞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瀚动浩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拓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天津艾博伊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唐山凤凰花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无限航空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

西亚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

新华网航空频道

厦门蓝通航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

西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烟台鲁航飞机附件维修中心

源达荣盛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正阳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

中美洲际直升机（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国际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中飞医疗有限公司

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中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中航通飞华北飞机工业有限公司

中飞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琢云（上海）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北航通用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蜜蜂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航蜜蜂轻型飞机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远大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东莞福娥通用航空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文和北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泊鹭通航 

上海翰动浩翔

上海真言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飞天众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壮龙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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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国家发改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
国家旅游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发

《航空运动产业发展规划》

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持续推进和航空运动规范发展的

背景下，我国航空运动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期，产业水平和

规模取得较大提升，并日益在体育产业转型发展和经济社

会总体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产业基础日益坚实。我

国已具备提供航空运动产品和服务的基本经济条件，建成

并命名航空飞行营地 100 家，航空运动俱乐部 200 家，航

空运动开展地域和消费人群覆盖面不断扩大。二是产业管

理不断规范。重点发展省市和地区建立低空飞行监视管理

平台 31 个、移动式低空监视管理系统 6 部，配置终端设备

500 多部。截止 2015 年，我国已有约 33% 的低空空域改为

按管制、监视、报告三类不同属性管理，有效利用低空空

域资源、具有中国特色安全顺畅的融合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三是产业形态逐渐完备。航空运动产业已初步发展形成以

服务业为引领，航空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与销售、航空运动

航空运动产业是重要新兴体育项目产业之一，是以航空运动项目为载体，提供相关系列产品、
服务和产业链的经济活动的总称，涵盖目前我国正式开展的运动飞机、热气球、滑翔、飞机跳伞、
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模型等六大类共 26 个运动项目，具有科技含量高，消费时尚性
强，带动相关产业作用明显等特点。发展航空运动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是开发空域资源和发展低空经济的重要内容，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释放
转型发展潜力、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2016 至 2020 年，为抢抓我国航空运动产业发展战略机遇，为普及和推广航空运动项目，
加快航空运动产业发展，特制定本规划。本规划实施时限为“十三五”时期。

发展基础与面临形势1. 参与与竞赛表演、航空运动中介与培训等协调发展的业态

体系，并呈现出尤其是与科技、旅游、教育、健康、文化

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航空运动产业的发展与其他体育

项目产业以及大众航空运动消费需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

距。航空运动产业整体发展层次不高，结构不尽合理；航

空运动基础设施和航空运动俱乐部数量少，产品和服务有

效供给不足；大众航空休闲运动意识不强，消费意识激发

不够；航空运动管理职能交叉，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通用航空

业的快速发展、科技和产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健康中国”

战略的稳步实施，我国航空运动消费需求将日益增长，并

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航空运动产业经济社会发

展条件不断成熟，产业项目发展基础日渐夯实，航空运动

产业必将面临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竞争力显著

增强的重要发展机遇。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以满足大众航空运动消费需求为中心，以体育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夯实航空运动产业基础为重点，

培育和挖掘市场潜能，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升航空运动

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推动航空运动项目和航空运

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扩大消费需求、实现体育产业转

型升级、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和动力。

完善航空运动基础设施网络。加强航空飞行营地建设，

充分利用航空飞行营地本场空域资源，协调规划航空飞行

营地间低空目视飞行航线，满足航空体育竞赛表演等需求。

科学规划航空运动的空间布局，探索航空飞行营地与学校

体育场、重要体育产业基地、高速公路服务区等融合发展。

鼓励航空飞行营地与住宅、文化、娱乐、旅游景区等综合

开发，打造航空运动服务综合体。加强航空飞行营地区域

协作，协调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与中

西部资源禀赋区域的各类航空飞行营地建设。

到 2020 年，初步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门类齐

全的航空运动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安全规范、管理有效、

广泛参与、军民融合的航空运动产业发展格局；航空运动

市场发展更加规范，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消费需求不断扩

大，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推动体育产业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整体产业经济规模达到 2000 亿元；

产业环境进一步优化，管理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基本完成，

体制机制活力进一步增强，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备，标准体

— 坚持安全第一。安全是航空运动发展的生命线。处理

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深化安全责任意识，强化安全主体

责任制、监管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完善监管设施，确保

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安全。

— 坚持改革创新。强化改革对航空运动产业发展的推

动作用。大力推动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做好行业规范和安全监管，加强航空运动产业规划、政策、

标准引导，破解社会力量参与航空运动产业的体制机制障

碍。

— 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引导各类航空运动市场主体在产业各主要环节创新

理念和模式，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激发和更好满足航空

运动消费需求。

— 坚持开放互动。统筹国内国际资源，提高对内对外开

放水平，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作共赢中谋发展。调

动社会参与积极性和创造性，整合社会资源，推进军民互动，

推动航空运动产业多元化发展。

— 坚持融合发展。遵循航空运动产业发展规律，统筹航

空运动产业与全民健身、通用航空产业协调发展，推进航

空运动与科技、通航、旅游、健康等产业融合发展。

总体要求

主要任务

1. 指导思想

1. 加强航空运动基础设施建设

3. 发展目标

2. 基本原则

2.

3.

系科学完善，监管机制规范高效；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

建立航空飞行营地 2000 个、各类航空运动俱乐部 1000 家，

参与航空运动消费人群达到 2000 万人；产业质量进一步

提升，“互联网”+ 航空运动得到实质性推进，航空运动

器材和运动类航空器的研发制造水平和自主化率明显提

升，航空运动职业技术培训初具规模，形成一系列具有影

响力的航空运动品牌赛事活动。

航空飞行营地是指在中国航空运动协会统一指

导、规划下，面对大众提供因地制宜的航空体育产

品和服务而设置的场所，包括向大众航空运动开放

并被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命名的通用机场。引导发展

航空飞行营地建设，严格按照《体育场所开放条件

与技术要求》和《航空飞行营地及设施标准》要求，

依据《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申请办法》，

组织考察评估。接受航空飞行营地命名的通用机场，

须按照民航相关要求进行管理。

对通过审核的营地，按照等级评价标准进行星

级分类，形成“金字塔式”的航空运动基础设施体系。

到 2020 年，建成各类航空飞行营地 2000 个，五星级、

四星级、三星及以下级别航空飞行营地分别占建成

总数的 1%、29% 和 70%，四星级以上航空飞行营地

基本覆盖国内经济发达的主要城市和地区。

加强特色航空运动设施建设。充分挖掘区域独

特陆地和空域资源，推进重点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建

设 , 积极探索军民航资源融合发展模式。依据有关

规划，支持和引导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乡村旅

游区等根据自身特点，建设特色航空飞行营地等航

空运动设施。

专栏1  推进航空飞行营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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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航空运动赛事活动格局。扩大与国际航空运动组

织的合作，积极引进各类国际顶级航空运动赛事和活动。

举办国际航联世界飞行者大会，建立以航空运动为主的世

界航空飞行器集散地，促进产业集聚。大力发展各类航空

运动展会。广泛开展群众性航空运动活动，做大做强现有

特色航空运动竞赛活动，推出一批具有可持续发展价值的

优秀航空运动品牌赛事活动。

2. 完善航空运动赛事体系

2017 年起，与国际航联共同打造包含赛事、展

览、飞行表演、飞行体验、论坛、教育与娱乐、博

物馆参观游览以及其他特色活动于一体的国际航联

世界飞行者大会，并延伸成为常态化航空运动活动。

将大会的举办与地方经济转型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树立航空运动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共赢发展的典

范，形成可复制的中国飞行者大会品牌模式。

结合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

职能和国家级相关展会资源，打造集展览、贸易、

销售、体验为一体的中国无人驾驶航空器行业品

牌展会，衔接无人驾驶航空器设计、制造、销售

等各个环节，促进专业院校无人驾驶航空器高新

技术成果转化，激发行业发展的活力及创新能力。

打造航空运动俱乐部赛事品牌。激发航空运动

各项目俱乐部活力，完善俱乐部竞赛结构，扩大

竞赛规模，增加竞赛种类，逐步形成赛制稳定、

等级分明、衔接有序、遍及城乡的俱乐部竞赛格局。

与地方休闲旅游资源深度结合，完善极具地方特

色的航空运动俱乐部联赛体系。

建立航空运动职业技能大赛体系。打造以基本

驾驶技能、飞行作业、自选项目等内容组成的通

用航空职业技能大赛和无人驾驶航空器职业技能

大赛，发挥航空技能赛事对职业技术人才的评价

功能，推进航空运动赛事体系与航空运动人才评

价机制结合。

通过航空运动职业技能大赛体系，选拔飞行技术

水平高、综合能力强、能带动相关行业发展的飞行员

和飞行团队，建立未来通用航空及无人驾驶航空器领

域飞行技术人员评级制度和评价体系。探索建立航空

运动飞行员、通用航空作业飞行员和无人驾驶航空器

飞行员职业“三位一体”的融合发展模式。研究制定

符合航空运动人才成长规律的有关专业评审标准和考

核体系。专栏2  举办国际航联
              世界飞行者大会

专栏3  打造国家级
              无人驾驶航空器展会

专栏4  推进航空运动职业技能    
              大赛与人才评价结合

支持航空运动企业发展。鼓励有自主品牌、创新能力

和竞争实力的航空运动制造和服务类骨干企业做大做强，

引导制造类企业通过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向服务业延伸，不

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支持中小微航空运动企业、经营性航

空运动俱乐部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强化特色

经营、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鼓励航空运动领域创业创新，

营造航空运动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良好氛围。

加强航空运动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航空运动社会

组织在营造航空运动氛围、组织航空运动活动、服务航空

运动爱好者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航空运动社会组织社

会化运作，完善全国航空运动协会组织网络。鼓励航空运

动俱乐部建设，支持满足事业发展需要的非营利性俱乐部

实体发展，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对航空运动项目发

展进行微观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航空

运动公共职能。

发展重点业态。推动航空运动器材装备制造、竞赛表

演、休闲体验、运动培训等重点领域发展，构建以满足和

引领大众消费需求为主要目标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着

力提升航空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支持满足大众

消费需求的航空运动器材装备的研制应用。提高国内航空

运动竞赛表演水平，加快特技飞行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航空

运动竞赛表演项目落地航空飞行营地进程。加大航空运动

休闲体验基地和项目建设力度，丰富大众航空运动参与体

验。大力发展航空运动培训市场，推动专业航空运动培训

机构与航空飞行营地的融合发展。

3. 培育多元化航空运动市场主体

4. 提升航空运动产业发展水平

通过航空运动职业技能大赛体系，选拔飞行技术

水平高、综合能力强、能带动相关行业发展的飞行员

和飞行团队，建立未来通用航空及无人驾驶航空器领

域飞行技术人员评级制度和评价体系。探索建立航空

运动飞行员、通用航空作业飞行员和无人驾驶航空器

飞行员职业“三位一体”的融合发展模式。研究制定

符合航空运动人才成长规律的有关专业评审标准和考

核体系。

完善航空运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引导产学研按

照市场规律和创新规律协同合作，推进军民航相关技

术转移转化。鼓励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合资合作、联

合开发等方式，提高航空运动器材装备的技术引进和

本土化水平。结合传统制造业转型，引导企业进军航

空运动装备制造领域，按照适航审定的标准和法规开

展设计制造工作。鼓励器材装备制造企业向服务业延

伸发展，形成全产业链优势。鼓励器材装备制造企业

积极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提高关键技术和产品的

自主创新能力，研发适合服务航空运动的低空空域通

信、导航、监视、气象等服务需求的核心装备。鼓励

新型、可穿戴、融合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航空运动器材

和运动类航空器研发。根据不同人群需要，研发多样化、

适应性的航空运动器材装备。加强器材装备制造企业

品牌建设。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航空运动行业标准制定。

完善产业布局。打造区域航空运动飞行网络重要

节点，在条件成熟的城市或地区初步形成“200 公里航

空运动飞行圈”布局。推进区域航空运动产业协同发展，

加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航空运动产业圈发展。

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地自然条件和资源，打造航空

运动集聚区和产业带。

加强示范引领。结合区域航空运动飞行网络重要

节点、“200 公里航空运动飞行圈”布局和各级体育产

业基地建设，开展航空运动系列示范活动。发挥航空

运动竞赛表演与地方旅游资源高度融合项目的引领带

动作用，打造一批航空运动旅游示范基地。拓宽航空

运动服务贸易领域，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开展航空

运动产业政策创新试点，培育一批以航空运动为特色

的服务贸易示范区。

促进融合发展。促进航空运动与科技、旅游、教

育、健康、文化等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航空运动旅游，

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旅游景区扩展航空运动旅游项目，

鼓励国内旅行社结合航空竞赛表演活动设计开发旅游

项目和路线。扩大航空运动应用范围，发挥航空运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航空运动的线上沟通、交易、

宣传以及赛事、培训、体验等活动的相关信息发布平台，

同时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行业动态管理系统，包括

飞行器、航空运动俱乐部、飞行员、教员及相关专业

人员数据库。

专栏5  提升航空运动器材装备
              制造水平

专栏6  搭建智能航空体育消费
               服务平台

扩大消费群众基础，促进航空运动文化交流。大力开

展各类群众性航空运动休闲活动，丰富节假日航空运动赛

事展会供给，发挥航空运动赛事、飞行表演、飞行体验等

的示范作用，激发群众航空运动消费需求。充分利用现代

多媒体传播技术，提高航空运动观赏性、参与性，增强消

费粘性，提升航空运动消费水平。引导保险公司根据航空

运动项目特点和不同年龄段人群，开发相关场地责任保险、

运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第三方责任险。支持广播电视、

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电视、手机 APP 等多渠道宣

传航空运动，普及航空运动知识。建设航空运动消费服务

平台，畅通航空运动产品消费和服务，提升消费体验。

积极开展青少年航空运动。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无

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进课堂、推广校本课程、组

织学生开展课外航空运动活动等多种形式，推进中小学校

航空科技体育活动开展，培养青少年对于航模制作飞行等

基本航空运动兴趣。鼓励学校与专业体育培训机构合作，

加强青少年航空运动培训，培育青少年参与航空运动和养

成航空运动消费习惯。

5. 积极引导航空运动消费

在抢险救灾、医疗救护等公共事务领域的作用，完善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提升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

应能力。

推动“互联网”+ 航空运动。鼓励开发以移动互联

网技术为支撑的航空运动服务，提升设施预定、运动

指导、交流互动、赛事参与、器材装备定制等综合服

务水平。积极推动在线航空运动平台企业发展壮大，

整合上下游企业资源，形成航空运动产业新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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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落实现行国家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规划布局、税

费、价格、土地等政策，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中合理安排航空运动产业发展用地，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

性体育设施用地，可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等待遇。发

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航空运动企业上

市，加强债券市场对航空运动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

机构拓宽对航空运动企业贷款的抵质押品种类和范围。

2. 强化政策支持

巩固发展航空体育空管建设成果，融合军民航监管资

源，结合网络和移动设备定位技术创新航空体育空管手段，

创新“主动监管”方式，探索将空管监视技术纳入器材制

造及市场准入标准。加强安全信息警示，及时更新航空飞

行营地及赛事活动举办地区的天气情况等信息，建立协调

有序的航空体育空管运行机制，完善航空体育综合监管体

系及各项工作制度。

3. 完善安全监管体系

完善航空运动产业法律法规体系，研究制定《航空运

动竞赛活动管理条例》和各航空运动项目管理办法，规范

航空运动经营体系和市场行为。加强航空运动产业统计工

作，建立评价和监测机制。推进航空运动产业标准化建设，

制定航空运动行业准入规则、服务规范和质量标准，协调

推动运动类航空器适航标准和审定程序完善，提高航空运

动产业在市场主体、设施建设、服务提供、技能培训、人

员资质、活动管理、器材装备等各方面标准化水平。加强

航空运动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强化行业自律，逐步形成统

一规范、竞争有序的航空运动市场。在发展的同时注重保

护生态、防治环境污染，避开重要饮用水源地和自然保护区。

4. 规范行业管理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依法

履行好航空运动活动相关审批职能，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促进空域有序开放。完善政府在航空运动领域行业准入、

安全监管等方面的管理服务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按

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要求，研究

制定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方案，推进各

级航空运动协会改革，发挥其市场服务的主体作用。

保障措施
1. 指导思想

4.

鼓励校企合作，大力培养各类航空运动经营策划、运

营管理、技能操作等专业应用型人才。探索航空运动培训

业发展模式，结合高等院校学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教

育机构培训，拓展培训空间。完善航空运动师资队伍建设、

专业设置和教材编写。加强从业人员职业培训，提高航空

运动场所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和专业技能。加快引进高素

质航空运动产业人才。加强航空运动人才培育的国际、国

内交流与合作。

6. 加强人才培养

紧抓关键发展机遇，将发展航空运动产业纳入政府议

事日程议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编制适合本地区的航空运

动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创建多部门部级联动协调机制，强

化航空运动各项目发展的组织保障机制，及时分析解决航

空运动产业发展的情况和问题，落实税收、土地、民航、

旅游等相关政策惠及航空运动产业。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

结合本地区实际，进一步明确本地区航空运动产业发展的

目标和要求，准确把握工作重点，明确职责分工，做好各

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健全规划实施的督查落实机制，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

规划顺利实施。

7. 强化组织领导

利用各地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等现有渠道，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航空运动产业。鼓励社会资本设立航空运动产业发

展投资基金。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导社

会力量建设运营航空运动设施。推动开展航空运动领域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示范。

5. 吸引社会投资

充分利用地方政府职业教育资源，按照“政府统

筹、行业共建、企业参与、学院执掌”的原则，力争

合作建成 7 至 10 所以航空运动为主要内容的职业技

术学院，并在有条件的地方职业院校开设航空运动相

关专业。至 2020 年，实现每所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在

校学生规模达到 5000 人。

专栏7  推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

近期推进
通用航空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6〕38 号）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突出重点，扎实推进，
确保各项目标顺利完成，现提出近期重点任务。

1. 选择具有一定通用航空业发展基础的省（区、市），

开展中央与地方合作共建，推动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建

设。第一批选择重庆市、内蒙古自治区。在重庆市以加快

通用航空全产业链发展、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培育市

场需求为重点，在内蒙古自治区以总结推广通用航空短途

运输为重点，协调有关部门和军方有关单位，协同合作，

加快推进试点示范。

牵头单位：发展改革委，重庆市、内蒙古自治区

参加单位：民航局，空管委办公室

2. 总结内蒙古阿拉善盟通勤航空试点、根河等通用航空

短途运输试点经验，在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等

偏远地区、地面交通不便地区进行推广，满足人民群众出

行需求。

牵头单位：发展改革委，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

西藏等省（区）

参加单位：民航局，空管委办公室

3. 开展通用航空旅游试点，建设 10—15 个空中游览等

试点项目。

6. 推进通用机场布局规划的编制。目前，浙江、广西、

重庆、西藏、宁夏等 5 个省（区、市）已出台通用机场布

局规划，其余 26 个省（区、市）正在开展规划编制工作，

计划在 2016 年底前出台布局规划。

牵头单位：相关省（区、市）

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民航局，军委联合参谋部、空军

培育通用航空市场

加快通用机场建设

1.

2.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近期推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体育总局、旅游局、民

航局，军委联合参谋部，空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为加快提升通用航空服务保障能力，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释放消费潜力，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印发《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6〕38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为贯彻
落实《指导意见》重要决策部署，经商有关部门、军方
有关单位以及地方政府，现将《近期推进通用航空业发
展的重点任务》印发你们，请按照职责分工推进相关工
作，加快培育通用航空市场。

牵头单位：旅游局、民航局

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空管委办公室，相关省（区、市）

4. 开展航空运动试点，建设跳伞、滑翔伞、滑翔机等

15 个不同类型的飞行营地。

牵头单位：体育总局

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民航局、旅游局，空管委办公室，

相关省（区、市）

5. 开展通航小镇试点，建设 10 个以上通航小镇。

牵头单位：发展改革委，相关省（区、市）

参加单位：民航局，空管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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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修改完善低空飞行管理规定，将低空空域真高 1000

米范围调整至真高 3000 米，并按程序报批。

牵头单位：空管委办公室

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民航局，空军

18. 研究空域分类标准及分类划设。

牵头单位：空管委办公室  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民航局，空军

19. 结合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优先选择重庆、浙江等具

备改革试点基础的省份开展试点，简化通用航空飞行任务

审批、飞行计划申请和审批（备案）程序。

牵头单位：空管委办公室

参加单位：民航局，空军，重庆市、浙江省发展改革委

20. 支持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新能源飞机、轻型公务机、

民用直升机、多用途固定翼飞机、专业级无人机以及配套

发动机、机载系统等研制应用。

扩大低空空域开放4.

13. 研究提出《关于建设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的实

施意见》，指导地方开展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集聚发

展工作，首批建设 25 个示范区。

牵头单位：发展改革委

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民航局，空管委办公室

14. 支持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新能源飞机、轻型公务机、

民用直升机、多用途固定翼飞机、专业级无人机以及配套

发动机、机载系统等研制应用。

牵头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民航局

15. 完善通用航空器生产制造行业标准，制定民用无人

机生产标准规范。

牵头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民航局，空管委办公室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3.

21. 研究通用航空联合监管机制。

牵头单位：空管委办公室，民航局

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空军

强化全程安全监管5.

名称 时间 地点

澳大利亚国际航空航天及国防展览会 2017.2.1 澳大利亚 - 墨尔本

2017 中国（西安）国际无人机技术装备展览会 2017.3.16 -19 西安

2017 第六届中国国际无人机应用技术展览会 2017.3.29 -31 广州

德国汉堡国际飞机内饰展览会 2017.4.4-6 德国

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和展览会 2017.4.11-13 上海

第八届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 2017.4.22-24 北京

2017 山东农业航空植保展会 | 航空无人机大放异彩 2017.4.29-30 山东 . 潍坊鲁台会展中心

2017 郑州航展暨首届世界编队特技飞行锦标赛 2017.4.29-5.3 郑州

第三届北京国际测绘无人机应急保障科技成果应用博览会 2017.5.2 -4 北京

2017 北京国际无人机系统产业博览会 2017.5.2-4 国家会议中心

2017 年拉丁美洲巴拿马消费电子暨无人机展 2017.5.4-6 巴拿马

2017 年第六届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国际会议 2017.5.24-26 上海

第七届中国国际智能电网建设及分布式能源展览会 2017.6.6-8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法国巴黎国际航天航空展览会 2017.6.19-25 法国 - 巴黎

2017 中国高端航空旅游产业发展论坛 2017.6.27-29 北京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

2017 第六届上海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2017.7.19-2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7 第六届上海国际通用航空器展览会 2017.7.19-2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7 第四届上海国际航空维修及工程技术博览会 2017.7.19-2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航空展览会 2017.8.15-20 俄罗斯 - 莫斯科

新加坡国际航空防务展览会 2018.2.6-11 新加坡

迪拜国际航空展览会 2018.5.1 迪拜

展会信息
Exhibition info.

2017-2018 国内外航空活动信息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16. 推广应用北斗导航、广播式自动监视等新技术，研

发适用我国低空空域通信、导航、监视、气象与空中交通

服务需求的核心装备，开展重大适航审定实验室等建设。

牵头单位：民航局

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空管委办公室

7. 已出台通用机场布局规划的省份建立通用机场建设项

目储备库，明确 2017 ～ 2018 年通用机场重点项目，并向

社会公布，吸引各类投资主体。

牵头单位：相关省（区、市）

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民航局，军委联合参谋部、空军

8. 对全国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人次以上的 26 个枢纽运

输机场进行梳理，研究疏解枢纽运输机场非核心业务。

牵头单位：相关省（区、市）

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民航局，空管委办公室

9. 研究水上机场建设标准。

负责单位：民航局

10. 研究编制通用机场管理规定，划设分类方法，实施

分类管理。

牵头单位：民航局         参加单位：26

11. 规范、简化通用机场建设审批流程。

牵头单位：发展改革委、民航局，军委联合参谋部

参加单位：各省（区、市）

12. 开展通用机场升级转换为运输机场的研究。

牵头单位：发展改革委     参加单位：民航局，军委联合参谋部

GA ChiNA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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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通航

华彬航空集团

华彬集团旗下的航空板块，依托中国通用航空市场蕴含的
巨大潜力，荣膺集团最具前景的战略性产业之一，
通过“航空运营”、“航空服务”、
“航空金融”、“航空维修”四大板块，
架构起华彬航空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

相信每个从业者都有过被身边人无数次问到这个问题

的经历吧？我们应该怎么解释通用航空呢？不管是官方的

说法“通航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

民用航空活动”，还是通俗并囫囵的说法“除了军事航空

及运输航空外都算通航”的回答，都会被追加新的问题。

华彬航空集团作为中国通用航空全产业链的领先者有义务

向大众普及通航知识，《中国通航博览》以推广航空文化

为使命，两个年轻的团队因为相同的价值顺理成章的联合

到了一起，在珠海航展推出了一台让专业观众与普通大众

为之兴奋的大戏。在珠海航展中，华彬航空是唯一一家举

办观众互动游戏的展商。

懂你，懂我，价值相同的团队沟通起来就是高效。“寻找 GAFUN，

集图标，赢礼品”互动游戏在碰头会后第二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规则细

化、物料设计制作、礼品确定、人员分工，一周之内全部搞定。刚刚忘了说，

立项时离出发去航展只剩短短两周时间。

航空文化推广 我们是这样准备的

参与活动的任务册仿照飞行
履历本设计，诱发参与者

收藏留念的欲望

内容页，按图集
贴纸，根据飞机

轮廓寻找相应贴纸

封二与第一页 精美的
广告插入与随时可看的
游戏规则

活动礼品，
华彬航空集团市场总监周总
亲自操刀设计的双水獭公仔 - 大眼儿

航空器贴纸 看图识飞机

大眼儿与图标，“快快把我赢回家”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你还只是会
做发布会么
看看华彬航空

如何玩转珠海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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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30 日，华彬航空集团市场部及《中国通航博览》的

人马分别抵达珠海，将活动物资整理并妥善保管好后各自忙起各自的

事情。活动执行时间为 11 月 2 日 -4 日，每日下午 13：00-15：00，

共 3 次。

经过 31 日媒体日、11 月 1 日专业日连续两天高强度、高密度的

工作后，“寻找 GAFUN”的活动终于要开始了。在珠海航展中，华

彬航空是唯一一家举办观众互动游戏的展商，由于前期准备较为充分，

所有工作人员毫无紧张之感，各项事务有条不紊的顺利推进。

航空文化推广 我们举着牌子出发

人员就位，11 月的珠海还是烈日炎炎，
活动地图的标记点恰巧全是没有阴凉的地方 ...

为了方便观众寻找，我们都站在大太阳底下等着“被找到”

活动正式开始，外模助力，带着大眼儿来吸引观众 ,

只是一瞬间，人群就围了上来，
是大眼儿的魅力还是美女的魅力呢？

通过易拉宝了解活动规则后，
参与者们自发有序的领取任务手册 ,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帮忙维持秩序、讲解规则 , 办活动最怕的就是现场混乱，
充分的前期准备，现场团队的通力合作对
于秩序稳定非常重要

参与者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年轻人就是跑的快，这是在最

远的双水獭静态展示区位置 ,《中国通航博览执行主编》，钱思音亲自

上阵，站在 8 号馆门口大太阳下，有个参与活动的小姑娘问：

“你为什么不站到展馆里面啊，多凉快？”
“那你们岂不是不容易找到我了！”

所以能不断的吸引帅哥前来也算是一种福报了吧 ~ 呵呵 ~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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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人员都在整个游戏期间坚守自己的位置，耐心给参与者讲

解。连总指挥都承担了情报人员的角色，一个个到发放点巡查通报情况。

工作人员连续三天每天在露天暴晒 2 个小时，为了大家可以顺利找

到，得到了参与者的认可，甚至有人鞠躬致谢并道上一句，“辛苦了”，

让工作人员为之感动。

每天大眼儿的发放量只有 25 个，好多人第一天没得到，连续几

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只为夜晚拥大眼儿入睡。

活动期间还有很多小故事
某天，因为得知可能没有水獭宝宝了，
一个大概 3 岁坐在爸爸肩头的小男孩立马要哭，结果工作人员
不断安慰，并把自己的公司徽章摘下送给小朋友
可惜这段故事没有留下照片。

这位参与者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在他领任务册时，
从身材的主观臆断上没有人认为他抢到大眼儿。

我们这可是耗时间、耗体力的活儿。没成想，原来人家是有车的高富帅。
这就叫“有人开车，有人跑，水獭宝宝真叫好”

很快就有集齐者回到现场兑换礼品，果不其然，这位兄弟很早就回来了，还几
乎没出汗，更可气的是还捎回了 3 个妹子 ...3 个妹子 ...3 个妹子！！！
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在心中久久不能平复

两位大哥跑的浑身是汗，就想赢个大眼儿回家送孩子

拿到大眼儿还不满足，还要与美女合影

对于两个团队来说，从磨合到无缝链接执行这样的活动也是一次全新

的体验。所以，我们把活动整体规模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在珠海航展选择

了两个专业日及一个公众日。直接参与者共计 400 人，发放了 85 个大眼儿，

其他的完成者也都获得了相应的精美纪念品。

前期准备阶段，活动任务册及航空器图标多准备出 200 份，用于 11 月

5、6 日两个公众日向观众免费发放，同样吸引了很多人对华彬航空集团的

关注。任务册的醒目位置植入华彬航空集团简介，7 个图标对应华彬航空 7

个不同的通航业务板块，参与者不管是否完成游戏都会将其作为留念，同

时加上与外模合照后的惯例分享。这样的参展不仅仅针对专业观众，还能

通过这 400 名获奖参与者，以及更多未能领取到奖品的观众们覆盖到更广

泛的社会群体。

活动总结

这是最后一天，我们只剩 2 个水獭宝宝时候，
一对父母带着两个孩子参与了活动。父母俩分工寻找，在找不到
最后一个的时候妈妈竟然返回展位询问我们位置，爸爸在电话中被告知后
飞速前往，又飞速赶回，终于为宝贝儿们赢得了最后两个水獭宝宝。
爸爸的背心已被汗水浸透，对我们说：“你们这种
深度参与的新形式，真是酣畅淋漓啊”。

从活动的周密计划到细致入微的执行，这次活动不仅在专业市场宣传

并加固了华彬航空集团的领头羊地位，更在大众市场对华彬航空集团进行

了宣传，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很多参与者全程拍照留念，最后将活

动收获上传到自己的社交媒体，我们绝对不能小觑这种“口口相传”的市

场宣传效应，其覆盖面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

通用航空本身就是个小圈子，局限于圈内的传播并不能对接真正的消

费群体。“寻找 GAFUN”其实是个很简单的小活动，但是我们能够确定

目标群体，善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有效手段，配合团队的策划能力与执行力，

让企业宣传与航空文化推广成为一件简单又有趣的事情。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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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的菜？
哪一吨

一吨
两吨

三吨
编者按

珠海航展已过去 1 个多月，虽然歼 -20

的现身在会上、展后都引起了不小的轰

动，但三款闪亮登场的民用直升机也着

实让我们兴奋了一把。还在试飞取证的

全新空客 H160、贝尔 505 Jet Ranger X， 

以及全套医疗装备的 AW119。 圈内人

都知道，H160 是空客直升机用以挑战

AW139 的最新利器，用其 CEO 的原话

说便是“139 killer”。贝尔 505 则从性

能、动力、价格等各方面直接向罗宾逊

R66 发起猛攻。金汇通航的专业医疗构

型 AW119 直升机，则直击专业救援领

域。当然，飞机虽撩人，购机需谨慎。

在机型选择上，大家还应结合自己的实

际需求与未来预测，理性购买最适合自

己业务的直升机。

本刊记者  钱思音  特别顾问  张骞

从
去年 3 月份正式亮相美国直升机博览会，H160 早已吸引了众多航空

迷的眼球，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从减噪的 Blue Edge 主旋翼，到尾部

特别的双翼水平安定面（Biplane Stabilizer），这款流线型双发中型

直升机汇聚了 68 项专利技术，却像轻型双发直升机一样好维护。用国内一位

资深飞行员的话说：“。。。这一特性提升了飞行员操纵感，并极大程度地降

低了低速飞行和悬停时所遇到的空气动力风险。。。”

H160 直升机主要针对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任务、公共服务、私人飞行

等，可搭载 12 名乘客，并装载 300 公斤货物。驾驶舱格外开阔的视野，在双

翼水平安定面的配合下，为飞行员安全起降创造了更好的条件。H160 配备了

紧急逃生充气筏等安全设备，使海上作业更佳安全、可靠。

全新的 Blue Edge5 片桨叶主旋翼降噪 50%，透博梅卡专为其设计的全新

Arrano 发动机更可节能 15%。空客直升机设计的 Helionix 航电系统可在很大

程度上减少飞行员的工作强度，使其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飞行中。

这款直升机采用后掠、下压桨叶，可以为其海上飞行以及城市飞行带来

更高的稳定性。我们可在全球多款直升机上看到这样的设计，西科斯基的

S92、S76 与空客直升机 H225 直升机就是其中的典范。众所周知，海浪及城

市的热岛效应带来的气流会对直升机飞行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设计，可

以进一步提高飞行稳定性与安全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款飞机采取了

闭合桨毂设计，降低了空气对螺旋桨的影响，提升了飞行稳定性，也减少了

长期海上飞行对机械部件的腐蚀。

“Baby 你还能再 Sexy 一点么？”

全复合材料 空客直升机 H160 

旋翼刹车
这个小东西是旋翼刹车，直升机降

落后对旋翼和尾桨进行制动的装

置。大家都知道，战斗机可以通过

减速板和减速伞来降低速度，直升

机尤其是涡轴直升机，接地后发动

机转速降低到一定速度，还需要通

过旋翼刹车最终停住旋翼。

" 通通 "

      告诉你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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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新推出的轻型单发 5 座直升机，其优越的性能与广泛的应用领域，

配上极其诱人的售价，不得不让考虑入手罗宾逊 R66 等机型的客户重新考虑

自己的决策。该机型预计于明年取证。优越的性价比也让贝尔 505 成为飞行

培训市场的新宠。

今年在珠海参展的贝尔 505 直升机 1:1 模型吸引了大批观众与客户的青

睐。据说，有客户在珠海航展门口暴晒 1 个多小时排队进场，就是为了一睹

505 的真容。这架医疗构型贝尔 505 确实赢得了不少客户的好感，引得大家在

围栏外长枪短炮的一通“咔嚓”。位于机舱左侧的可调节担架，小编 164CM

的身高（绝对没谎报，还是脱了鞋的身高）躺下伸直腿毫无压力；具备快速

换装的地板可随时将整个担架模块拆除，变更为载客模式；同时，位于后部

的设备架也可随时根据任务需求安装 \ 拆下设备。

莱昂纳多 AW119 Koala 型直升机最初的设想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希望将

阿古斯塔 A109 型直升机拓展为 11 个座位，但这一设计最终没有实现。1994 年，

阿古斯塔公司刚从一次危机中恢复后重启该计划，很快便制造出了 2 架样机。

但由于当时公司需要把资源集中到 A109 Power 型直升机研发中去，以满足客

户的期望，A119 项目又被无情的搁置了。幸运的是，在提升 A109 性能的同时，

阿古斯塔换用普惠 PT6B 发动机，并决定将其也使用在 A119 直升机上。

“可爱又能干的大宝贝”

“这只考拉很能装”

医疗构型夺眼球  贝尔 505

莱昂纳多 AW119

主要特点与优势
• 完全集成的 Garmin G1000H ™ 驾驶舱配备两块 26.4 
厘米 (10.4 英寸 ) LCD 屏幕降低飞行员工作负荷
• TIS（交通信息系统）、HTAWS（直升机地形避让警告系统）、
移动地图、“空中路径”和 Garmin 的 HSVT (Helicopter 
Synthetic Vision Technology ™ ) 等可选套件都增强了飞行
状态感知程度
• 全新设计配有朝前座椅的客舱
• 完全平展的地板可提供最大的配置灵活性
• 宽大的客舱门方便上下乘客和 装卸货物
• 出色的能见度最大限度提高机组人员状态感知能力
• 带备份功能和双通道 FADEC 的 Turbomeca Arrius 2R
发动机
• 噪音低于 ICAO Stage 3 噪音限值
• 具有出色自转下滑能力的高惯性旋翼系统
• 速度、航程和有效载荷的完美组合，可提供同级别的最
佳
性能
• 轻小型单发级别产品中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 免费订阅一年飞机 CAMP 维修（MTX）管理

CABIN CAPABILITY AW119KE AS350B3 EC130B4 B407

1 PILOT+7 CREW Yes No Yes No
2 PILOT+4 CREW Yes Yes Yes Yes
2 PILOT+5 CREW Yes No No Yes
2 PILOT+6 CREW Yes No No No
2 PILOT+1STETCHER+2 CREW Yes No Yes No
2 PILOT+2STETCHER+2 CREW Yes No No No

发动机 座位 航程 有效载荷 最大
续航时间 价格

空客 H160
2 台 

Turbomeca 
Arrano

12+2 833 公里
预计

1 亿人民币
左右

贝尔 505
Jet Ranger X

1 台 
Turbomeca 

Arrius 2R
5 667+ 公里 600+ 公斤 3.5+ 小时

100 万美金
左右

（出厂价）

AW119
1 台 Pratt 

& Whitney 
PT6B-37A

8 954 公里 1342 公斤 5 小时 20 分 3000 万
左右

载荷能力
2000 年，A119 通过 FAA 认证，并开始交付客户使

用。2007 年，AW119Ke（考拉加强版，2000 年阿古斯

塔与威斯特兰合并后的产品）亮相美国直博会。现在的

AW119Kx 型直升机总装线在美国费城及印度海德拉巴。

AW119 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及可操控性，这款多用途单发

直升机主要被应用到 EMS、近海作业、要客运输等领域。

设计源于 A109 并沿袭了其优良特性，不同点是将其单引

擎配备及收放轮式起落架改为双引擎与固定滑橇。AW119

与 AW109 拥有一样的驾驶舱和客舱，保留了双发动机的

高冗余度，液压、电气及供油系统均为双系统设计。而成

本几乎是后者的一半，国内售价 2600 ～ 2900 万。

AW119 的 3.47 立方米的宽敞客舱远大于同级别其他

机型，能够在配备了两附担架的同时还能保证机上有 2 名

飞行员及 2 名医护人员，这是其他单发直升机所不能及的。

AW119EMS 构型为原厂设计，经过严格的取证机生产过

程，无需再次改装，节约选择内饰及等待审批过程的时间。

后记
虽然这三款民用直升机从性能、参数、价格方面各有

不同，但他们也拥有一样的共同点：从设计之初就赢得了

世人广泛的关注。外行看它们高大上的设计，内行看它们

优越的性能。2017 年，希望能在中国亲见这三款直升机的

“音容笑貌”。在此，感谢本刊资深顾问张骞为本篇文章

从专业角度提供的支持。

注：以上表格数字来自于网络、厂商宣传手册等渠道的信息整合

续航能力
在同等条件下，AW119 将提供比其他同级别机型更远的航程

最后，我们来看看三款直升机的对比情况

客舱空间
AW119 特有的客舱、驾驶舱和行李舱独立分离，为乘客提

供宽敞舒适空间的同时又保证了商务要客的私密性。我国

EMS、警务、海上、VIP 飞行任务更倾向于使用双发直升机，

更多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但双发直升机的采购价几乎都在

AW119 对比同级别机型有三大主要卖点（同级别有
AS350B3、EC130B4、Bell407）

5000 万元之上，托管、使用、养护的成本更是高昂。在政策

并无强制要求的情况下，AW119 这只能装、能拉的考拉不失

为这些应用最经济的选择之一。

4

3.5

3

2.5

2

1.5

1

0.5

0

3.37

1.64
1.94

2.4

AW119KEA S350B3E C130B4 BELL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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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她是一名勤奋好学的成功女性；她有着高贵儒雅
的气质、坚韧不拔的精神，兼具开阔的国际化视野及
敏锐的行业洞察力；即便是在同时掌管旗下多家跨行业
公司的今天，她始终坚持为人和善、谦虚诚恳。她就是
盛龙通用航空集团（Dragon General Aviation Group, 
DGA）主席，曹其敏女士。

我与曹其敏女士有数面之缘。印象中的她谦和诚恳、
平易近人，我称她为“行业女神”。而她的目光中，又
透出一股子坚韧不拔的狠劲。用她自己的话说，“在事
业上，我那股比男性还‘猛’的劲头让很多客户佩服。”
我想，也正是这股劲儿帮助她实现从香港到大陆、单骑
闯关东的事业发展。

GA CHINA：请您谈谈进入航空领域前学习、工作的经历。
您认为是什么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曹其敏（曹）：我并非航空专业出身，之所以取得今天的

成绩离不开父亲以身作则的教育与鼓励。父亲曹光彪先生

是第一个拿着公文包走访欧洲、拓展业务的香港华人。他

认为除了勤奋之外，自我完善与提升也非常重要；他的很

多知识都来源于自学：为了更好的开拓欧洲市场，父亲自

学英语以便更好的与客户沟通。

父亲也一直教育我们要勤俭节约：小时候，我们都会

到家里的毛纺厂打工、赚零花钱。1973 年，我去英国读中

学，随后到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大学时期家庭经济状况有

限，我半工半读修完大学。可以说，父亲给我们树立了勤奋、

好学的榜样。在事业上，父亲对我们影响最深的就是他教

育我们“先做朋友再做生意”的理念。时至今日，我和家

里的兄弟姐们都始终坚持先做人、再做事的准则，开拓各

自的事业版图。

先做人，
        再做事
会做人，做好事

航空女侠
单骑闯关东的
故事

访盛龙通用航空集团主席曹其敏女士

本刊记者 钱思音 吕娜

GA CHINA：请谈谈您踏入航空行业的经历。

曹：1998 年，偶然的机遇让我的家族成为庞巴迪公务机在大

中华地区的官方代理。当时，整个市场对于公务机和公务飞

行没什么概念。我花费一年多时间，翻阅大量产品资料了解

庞巴迪产品、以及公务航空产业，起步阶段的艰辛只有自己

最清楚。直到今天，那个阶段的记忆仍然清晰。2 年后，我

终于卖出了人生中第一架公务机；4 年后、也就是 2004 年，

我才再次开张完成了第二架飞机的销售工作。对坚持的不懈

追求助我成功将庞巴迪这一品牌引入到中国市场。

期间，我经历了很多挫折与失败。而支撑我一直走下

去的动力我认为是父亲传承给我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家

族血液中“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勇气；我今天所取得的成

绩与他的鼓励息息相关。父亲总是告诉我不要害怕失败，

要从过程中总结经验。有的失败由个人原因造成，但有的

则与我们没有关系。要想成功，必须要有耐心。就是这样，

让我一直坚守推广“将公务机作为交通工具”这一理念。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实验。公务机购买价格高，

受众人群又比较窄，说服别人购买公务机是非常难的。我

曾遇到客户临签约反悔不买了。毕竟那个时候的很多企业

家还是将其视为奢侈品，都不想高调。

基于行业特点，我们为客户提供的绝非简单地飞机销

售，还必须为客户提供托管等服务解决方案。当时，整个行

业处于新生阶段，没有完善的章程或管理机制。在国外简单

的航线申请在国内必须要与很多公司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GA CHINA：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陆的公务机飞行难，到
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曹：可谓是困难重重。当时公务机想在大陆飞行，可说是

巨大的挑战。那时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对国内法律法

在进入到通用航空领域之前，我在酒店、服装业积累

了很多年的工作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深知，无

论是哪个行业打拼，我们都必须具备踏实的工作态度、勇

于求知的决心及善良诚实的心态。这些是我们得以发展的

基础因素。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除了
对事业的那份热情，成功贵在坚持。
狄更斯曾说“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
任何一座高峰。”当你面临零销售
量时，你会坚持吗？你会坚持多长
时间？我想，我们更多的人会选择
放弃。可是曹其敏凭着不服输的劲
头，苦熬 2 年才卖出她人生中第一
架公务机。在接下来的这些年中，
凭着脚踏实地一路前行，在国内外
航空业内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创业艰辛
只有自己
清楚

规、相关部门也不熟。但为了保证客户能顺利飞行，经常

要一个人在民航局、大使馆等相关部门进行沟通。1998 年

到 1999 年左右，公务机想要飞进中国大陆，首先必须拥有

所在国使馆和大陆接待单位出具的邀请函，将两封信件交

民航局才能申请临时航线。一架飞机进入中国大概需要 3

星期时间做相关的协调工作，这种状况大概持续到 2005、

2006 年。大使馆出具的信件大概是在 2000 年左右取消的，

企业出具的邀请函大概是在 2015 年年底才彻底取消的。

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对企业邀请函应该并不陌生，企业

邀请函必须有公务机最终抵达地企业出具：外籍注册的飞机

如果要飞北京，需北京企业出具邀请函；如到新疆则需新疆

企业出具邀请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行业团结的

重要性，所以发起并成立了亚洲公务航空协会（AsBAA），

我也是协会的创始会员及董事。通过多方努力，加之协会与

各部门进行协调，空管部门才逐渐取消此项要求。

GA CHINA：最早出售的飞机都是什么机型呢？

曹：两架都是庞巴迪环球快车公务机。第一架飞机的客户可

谓我的贵人。我记得当时和我先生乘公务机试飞到台湾，

与一位有飞机租赁业务需求的客户谈方案。期间我们聊到

我计划在台北开展飞机租赁业务的原因，因为飞机租赁可

以促进公务机销售，加之租赁可以将飞机活用起来。同时，

购买公务机可抵折旧、抵利息等。虽然当时客人未动声色，

但我了解其后他一直在研究公务机及商务航空。4 年后他

购买了一架公务机。经过缜密的研究与学习，他相信这个

市场会有增长，也判断如有较早的机位、在今后迎接公务

航空市场井喷时肯定具有巨大的商机。于是他毫不犹豫的

订购了第二个机位。后来，其中一个机位帮他赚了千万美金。

因他交友面广，也帮我介绍了身边的很多朋友买了公务机。

GA CHINA：作为一名香港人，您是如何开拓大陆市场的呢？

曹：闭门羹肯定是少吃不了的，但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当年，

我通过参加各类论坛与活动，认识了一些民航老前辈，恰

巧认识了曹竞南先生。他曾在民用飞机公司做总经理，退

休后我聘请他做公司顾问。他帮我攻下很多难关，如果没

有他的帮助，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

当时的我比现在更有冲劲，会直接去敲很多大民企的门。

因为大家觉得公务机的概念很新鲜，对此没有太抗拒、愿

意听一听。这段时间内我认识了很多优秀企业家，在他们

事业起步期便与他们相识。我参加了很多不同的商会、平

台去接触企业家们，逐步拓宽开拓市场。我那股比男孩子

还“猛”的劲头，让很多企业家都说：“这个女孩子可真

了不得！胆子真不小！”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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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CHINA：华翔航空、华运航空分别经验不同的业务板块。
在设计这些公司的成立路线时，您是如何考虑的？

曹：我喜欢阅读，看过一本介绍哈佛大学 Sigmoid Curve

的书记。我看到，所有企业、业务都会经历一个周期，所

有的产品都有一个周期。互联网时代更新速度极快，如果

企业没有创新的理念、新的产品推出，很快就会被淘汰。

如何始终走在行业前端呢？这要我们不断地去创新，

不断地去了解客户的需求。我认为那本书中所讲内容很对。

最开始，华翔航空是做庞巴迪代理业务的。我考虑到每个

代理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待市场逐步成熟、稳定后，厂

商可以自己接手市场与销售的工作；与此同时，代理商就

会逐步失去原有的市场份额与优势。

随后，我了解到直升机市场还未发展起来，于是我开

始进军直升机代理即成立华运航空。但因其也是代理商，

也会面临将来被厂家淘汰的境况。考虑到直升机最大的一

个支撑业务就是维修，于是我考虑应该开展直升机维修业

务。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后，旗下的镇江华运取到了中国民

航 CCAR-145 部的维修资质。

随着业务的开展，我发现很多公务机客户让我帮忙办

理一些例如时刻、航线的申请等；一些客户虽然没有购买

飞机，但有包机需求。起初我一般都是提供免费服务。随

着业务量的上升，我想为何不将其做成生意呢？于是，三

年前成立 L’VOYAGE 华程悦航。这样做有以下几层用意：

GA CHINA：您的工作经验丰富，在酒店管理、金融、化妆品、
内衣等行业都有过丰富且辉煌的历史。作为几家不同领域
企业的管理者，请您谈一谈公司经营与管理的心得。

曹：任何行业、尤其是服务业，人才始终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员工的学历背景、工作经验并不相同，所以他与企

业文化和理念的吻合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非常注重员工的学习和培训，会邀请专业培训团

队对公司员工进行培训。此外，为了进一步完善、加深企

业文化在员工之中的影响力与执行力，我们会开展不同的

活动。比如，我会发给所有加入 L’VOYAGE 华程悦航

的员工一本《Paid to Think》，并节选对我们有所帮助几

个章节，要求员工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思维、用这

种方法去做市场是很重要的。

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但我们会引导员工融合

企业文化，不能融入的就要面临被淘汰。我认为，任何一

个企业都不可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局面，必须

要依靠团队的力量。我们重视领导力的作用，但也对其他

成员的意见给予高度关注。我们会经常进行内部讨论、集

思广益，调整公司面对市场变化的策略；强调团队精神、

团队协作。我相信：企业好比一条船，如果大家各朝一个

方向划，这条船不会前进；但如果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划，

船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快速前进。

GA CHINA：您这种团队意识是从何时建立起来的呢？

曹：我做酒店管理时就注意到，团队作战会大幅度提升工

作效率。那时，我在美国管理酒店打扫房间的工人，如果

房间打扫的干净工人是会拿到小费的。我经常鼓励大家，

如果做的好，小费拿出来大家一起分，所有人的收入都会

增高。此外，我告诉大家：两个人一起打扫房间肯定比一

个人要快。酒店规定每人至少打扫 8 个房间，如果我们每

个人清理多于 8 个房间，收入必然会得到提升。由此可见，

采取适当的激励机制，也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办法之一。

就是这样，我决定大力完善自己的品牌，适当规避被

厂家淘汰的命运。此外，我与新加坡的两个合作伙伴合作

搭建了一个通航的经营性租赁平台 Aero Infinity Ltd。这

个平台设在新加坡、主要针对东南亚客户，将来也会进入

中国开经营性租赁业务。

1 可以帮公司拓展潜在客户，在他们购买之
前先来体验公务机；

2 要买飞机的客户如果不想受厂家的限制，
可以到我们这里体验不同的飞机；

3 此外，如果买了公务机的客户想出手二手公
务机、或者有剩余的飞行小时可以出租，我

们也可以帮忙。

她拥有开阔的国际化视野，多元化的发展眼光，
成功开拓了一家又一家新公司，逐步完善自己的品牌，
成功开拓香港、中国大陆、东南亚市场。

她注重团队协作、团队文化建设；她能发挥团队
优势，集思广益，而非独裁专制；她同时提高企业软
硬实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品牌完善
不断学习帮助企业保持
活力与创新能力

公司管理
相信团队的力量

东南亚同我们国家一样，通航产业不发达。但最近这几年

有所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习主席的“一带一路”

方案，也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我相信这一定会带动很多

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包括航空领域的发展。

她不忘创业的初衷与父亲的教诲，不忘朋友的提
携与帮助。同时，她时刻不忘努力提升自我，让自己
可以走在时代的最前沿。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
熊 掌， 亦 我 所 欲 也， 二 者 不
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现 今 很 多 事 业 型 女 性 将 事 业
与家庭分别比喻成鱼和熊掌，
认为此事难两全，不可兼得。
但 另 一 些 女 性 则 可 以 完 美 的
处 理 这 二 者 的 关 系， 曹 其 敏
女士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自我提升 学无止境
用一切可用的时间
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知识 家庭事业 

寻找其中的
平衡
家人永远是
第一位的

GA CHINA：作为公司的管理者，您是怎样开展自我学习
的？如何将企业文化顺畅地融入企业的发展建设中去？

曹：我认为学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第一是参加很多不同的

论坛。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参加一些国际交流论坛。

此外，我会参加很多时间相对比较短的讲座。

最近，我学习到一种新的

学习方式，Mindfulness。

他类似于冥想，很多大型

公司会有专门的房间提供

给高管使用。经科学验证，

公司高管每天面临很多干

扰与压力，容易导致冲动

与不理智等问题的发生。

他们每天面临很多分析与

判断，如果头脑不够冷静，

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断。

所以 Mindfulness 可以帮助他们冷静下来，使思路更加清

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所的决定、想到的东西，可能

过去的十多年中，正念

(Mindfulness) 已 经 成 为

西方心理学界最热门的

词汇之一。麻省大学医

学院的卡巴金教授认为：

“正念是一种有意地，

不加评判地，对当下的

注意（觉察）。

贝尔授权客户服务中心（CSF）颁证仪式

GA CHINA：您认为女性在通用航空领域从业，有哪些优
劣势？

曹：我认为，在通用航空届女性更有优势，因为我们更能

刚柔并济。我虽身为女性，但又与一般的女性不太一样。

我比较冲动，有点男孩的性格。也正是这点，推着我一直

在航空圈坚持做了下来。同时，我也是一个对目标专注的人，

我可能会跳出女性思维模式去处理问题，所以有的人会觉

得我非常有个性。

我非常感谢我的先生，感谢他的理解与支持。我们的

性格正好互补，他一直是我事业拓展的坚强基石。

GA CHINA：您认为通航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曹：必须要坚定维持家庭关系的信念，家庭始终是第一位

的。我周末一般不办公，很少会答应客户周末试飞的要求、

会将时间留给家人。此外，每年与家人进行两次长途旅行，

节假日陪家人。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感到，学习冥想也赋予了我迎接

更多挑战的更多能力。现在，我正计划在自己公司内开展

这种培训。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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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航空领域的成功企业家，时刻关注着中
国通航的发展方向及趋势，她对于中国直升机和公务
机板块有其独到的见解。

未来战略
直升机、公务机两手抓

GA CHINA：从公司老板和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
国通航尤其是直升机和公务机板块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问
题都有哪些？

曹：我认为中国公务航空产业发展的空间很大，但仍有一

些需解决的问题，比如空域开放等。国外公务机想走随时

走，飞行过程中若想改变行程终点站，在空中即可完成更

改。但在中国这还不能实现。随着政策逐步开放和经济的

发展，国内的公务机会与国外一样随处可见。公务机飞行

在商业航空飞行空域以之上，所以是可能再加以开放的。

空域的开放，将有助于推动商务航空产业的快速发展。同

时，我们应加强人才的培养力度，保证行业发展有足够的

人才储备。

直升机产业面临相同的问题。虽然低空开放了，但软硬件

各方面还跟不上，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比如人员

培训的加强、相关法规制度的规范等。

后记

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我重新认识了这位坐在我对面的温文
尔雅还有些男孩子气的女士。我想，她眼神中透出的那份坚
毅与自如，以及她爽朗的笑声和侃侃而谈的做派，一半源于
她父亲的教诲，另一半则是她前半生不断积累所得的果实。
通过这次采访，我深深的感受到曹其敏开篇说的那句话：“做
生意，先做朋友。”而她，是真的用心和每一个与她有交集
人做朋友，毫不吝惜地与别人分享她的知识与心得。中国通
航不也正是需要更多的分享才能共赢么？

华彬航空
日益腾飞的通航
新巨龙
访华彬航空集团
董事长郑刚

华彬航空集团在国内外航空圈可谓家喻

户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此，我

刊非常荣幸地邀请华彬航空集团董事长

郑刚先生，由他与我们分享华彬航空集

团的双水獭与贝尔 505 等机型的市场布

局，畅谈华彬航空集团未来规划。

郑刚，现担任华彬航空集团董事长。

自接任华彬航空集团董事长一职以来，

从无到有建立起集团管控的组织体系，

组建起一支汇聚业内精英的管理和经营

队伍，整合内部资源，提出航空运营、

实业开发、金融服务、制造维修的板块

化运营管理模式，打造通航全产业链的

整合集约发展。

近日，作为业内知名企业和优秀企

业家代表，应邀在《中国民航报》上发

表《为通航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一文，

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通用

航空业发展的意见》及其它相关文件进

行解读，站在企业的角度，详细论

证了目前的机遇和挑战，

受到业内好评。

本刊记者 钱思音

GA CHINA：对商务航空圈的女从业者，您有什么建议？

曹：今天的情况不同于我刚刚开拓市场时期。当时，如果

从业者不懂行业知识也没关系。今天的客人理念不同、对

产品熟悉程度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专业领域有所提升。

以销售人员为例，除学习专业的知识外，还需关注民生、

经济，以及跟生活体验方面相关的信息。现在的成功人士

基本都在四十岁左右，他们希望与其沟通的女士或男士能

在精神层面与他们处在一个水平。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

地提升自我。

最近我学了几个新的东西。我发现，在心理学方面有

一些认知，可以帮助你判断分析你客户。此外，还可帮助

我们引导、指引客人做决定。这是销售人员非常重要的一

种技巧。此外，我学习了数字学，即对出生年月日相加的

数字进行剖析的一种学问。接触并学习数字学后，我尤其

发现了自己的缺陷所在。

因为公司在这一年当中遇到很多事，当我正在徘徊的

时候，我遇到了我的数字学老师，一位非常出名的大律师。

我们生命之中不可能具备每个数字所代表的所有元素，但

经过学习，我们可以掌握补救的方法。

我发现这对我与别人交流方面非常有帮助，尤其是长

时间交流。大家都了解，中国的一些成功人士，在宗教、

风水方面都比较有研究，中国的八字或易经非常难学，而

这数字学仅从数字 1-9 下手，非常容易学，一天就能学个

门道出来。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负面信息，合理的对自己和

别人进行提醒。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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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前进，很多公司

缺乏相应的借鉴经验，我们目前也

在尝试做一些样板，为将来的客户

提供更好的参照。

此款飞机适合半径 500 公里的

飞行任务，具备非常强的短距起降

性能，国内的通航机场基本都适合

它的起降，最短起降距离 300 米即

可。在国外，这款飞机在一些土路

上也可以自由起飞。中国不但拥有

非常长的海岸线且幅面大，后期的

水上飞行将是我们看重的下一步市

场。此外，在一些偏远地区，比如

无法修跑道的地方，飞机无法进行

地面起降时，我们也可借助于水面

起降，解决这些地区的交通问题，

使之对外沟通顺畅、出入方便，提

升地区经济发展。

贝尔 505 飞机是贝尔公司新推

出的机型，飞机将于明年陆续进入

市场。首先，我们将其用于销售。

其次，因这款飞机非常适合用于空

中旅游、培训、医疗救援等方面，

所以我们还将用于运营公司的业务

开展。目前，大家关注点更在于花

多少费用坐飞机，所以我们引进性

能好、成本低、经济型的飞机，这

对老百姓的出行来说是完全可以负

担的，甚至有的价格比高铁还便宜，

安全性更高。所以，我认为，双水

獭和贝尔 505 这两款机型是通航刚

刚起步的中国最适合的机型。

GA CHINA：请您谈谈华彬航空集团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及未
来规划。

郑刚（郑）：随着近年来国家通航政策环境利好，我们加快

了公司的航空布局步伐。今年年初，我们将公司从南到北地

进行了整体规划，目前机型包含固定翼、直升机、水上飞机

及多用途飞机等。拥有 7 个品牌、14 种机型、近 50 架飞行器。

并有 100 余架新机订单正在逐步交付中，预计到 2020 年整

体机队规模将突破 150 架。华彬航空集团业务涵盖低空旅游、

短途运输、航空医疗转运、飞机维修制造和飞行培训等各类

服务。特别是通过参加本次珠海航展，我们将正式入驻珠海

航空产业园，在这里建一个飞机的组装、维修基地。未来在

南方，形成以珠海为主运营基地的局面。

GA CHINA：珠海运营基地主要组装哪些机型呢？
郑：目前，以双水獭为主，尤以双水獭的交付为主，后期

将逐步进行直升机的组装、维修，以及公务机的维修等。

GA CHINA：对于双水獭飞机和贝尔 505，华彬航空在这两个
机型的未来应用方面做了哪些市场布局？
其它环节如何与整个布局配合？

郑：首先，我们谈一谈双水獭飞机。这是一款 19 座飞机，

在世界多地拥有成熟的运营经验，因为它既具经济性又具

安全性，所以特别适合用于短途运输。这正是我们选择做

双水獭飞机总代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用

它开展其他的运营项目。目前，短途运输是一项新业务，

GA CHINA：今后会考虑用双水獭飞机做物流、货运等业务吗？

郑：当然。目前国内的通航机场非常少，但在美国，因其通航

机场非常多，很多通航机场兼具货运、物流等作用。虽然目前

国内还没有类似的应用，但相信后期会逐步实现此项功能的。

GA CHINA：双水獭飞机加浮筒的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郑：我们目前正在与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推动，细节将于明年

具体明确。

GA CHINA：在机场建设方面，华彬航空集团具有哪些构想和设计？

郑：机场建设方面，我们更倾向于与政府合作。企业到处建机场

永远赶不上通航发展的速度。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包括县级政府都

对通航非常感兴趣，大家都希望解决交通问题，尤其是一些交通

不便利的地区，他们非常积极地兴建机场。我们可以提供支持和

后期的运营帮助，或这两方面结合进行。

GA CHINA：国内很少有像华彬这样根深蒂固地坚持做航空的公司，
请您谈谈当时进入通航板块的初衷？团队建设方面是如何做的？

郑：起初，我们也是以个人用户为基础的，公务机、直升机等都

是从个人用途开始的。因其的便捷性，在其发展过程中我们体会

到了它的众多好处。后来我们大胆设想可否将其运用于其它方面，

将这种服务带到市场中去。市场上很多的企业，例如我们这样的

企业肯定有这方面的需求，随即进入了通航产业。进入通航后，

发现因我国通航产业发展慢，相关政策不够明朗。所以，这几年

我们都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也逐步在摸索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

的团队，

通过近三年的建设，公司以及团队已初具规模。目前，华彬航空

集团拥有五家通航公司，基本达到了直升机、医疗救援、航空旅

游等从机型到业务的全覆盖。

GA CHINA：从１２１部角度来看，华彬主做国内还是国外市场，
亦或两者兼顾呢？

郑：通航的发展还需一段时间，市场还需培育。民航局也一直在

讲通航和运输航空应两翼齐飞。从通航角度来看，我们已完成前

期的布局，接下来我们也希望能进入运输航空，通过运输航空的

市场发展带动通航的发展。这方面，目前我们正在筹划，但随着

民航局相关政策的出台，进入运输航空的门槛也提高了很多。所

以，我们也在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将进

入运输航空领域。

GA CHINA：现在国内很多公司都比较关注东南亚的支线或者短途
运输市场，华彬会有相应的计划吗？

郑：华彬集团在国外有很多业务，所以我们在国外的资源整合能

力比较强。华彬的发展目标是以在国内建立稳固的基础为前提，

随即走出国门。走入国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己飞，一种是

与国外的企业合作。我们过去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虽因种种条件

的限制并未成功，但相信后期在我们拥有国内稳固的基础之后，

再进行国外的合作会变得更加简单。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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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通航发展
如何搞活

翼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斌访谈
本刊记者 吕娜

前言

当全国范围内正在大力倡导加强“政企合作，发展区域
通航”时，宁夏盐池已先行开启了政府与通航企业间的全面
紧密合作，将盐池通航做的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今年 8 月底，
2016 翼扬通航嘉年华在宁夏盐湖机场开幕，精彩的特技飞
行表演赚足观众眼球，包括直升机、跳伞等丰富的体验活动
吸引观众留恋忘返。

近期，我刊有幸采访了本届航空嘉年华副总指挥、翼扬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盐池机场总经理马斌先生，由他
与我们分享翼扬通航如何结合区域特点、学习盐池模式、合
理定位、理性发展区域通航。同时，他也与我们分享了关于
通航公司与机场建设定位、统筹区域通航发展布局、举办通
航嘉年华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GA CHINA：请您谈谈如何结合区域特点理性发展通航？

马斌（马）：从国内外通用航空发展大环境对比来看，欧

美空域划分合理、运行规范、监控设备完善、ADS-B 等

监视手段成熟。而我国通航飞行安全存在很多问题，即低

空监视设备欠缺、没有低空航线、目视航图等、而这些恰

恰是通航飞行的必备之物。在此条件下，通航企业若想飞

行必须找准自身特点，不畏困难、举步维艰地前行。

相较于公共运输航空，通用航空除公务机飞行外，大

部分是进行低空飞行。低空飞行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结合特点合理定位
理性发展  区域通航

一是空域条件，二是天气条件。除考虑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外，通

航企业还需考虑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区的空域条件及当地的经济

条件。如航路、航线、限制空域、禁飞空域、空军等一系列条件，

随后才能确定地区通航如何发展。

以宁夏为例，如果将中国地图对折，你会发现宁夏其实位于

我国中心位置，处在中国西部的黄河上游，东邻陕西省；西、北

部接内蒙古自治区；西南、南部和东南部与甘肃省相连；地理位

置优越。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码头，自古以来其经济发展还

是不错的。而有些人对宁夏了解不透，认为西北地区荒沙满天、

经济落后。但实际上，如果来到宁夏，大家可以切身感受到宁夏

的消费非常高，几乎可与北京相比，说明宁夏具备一定的经济条

件，经济条件也是决定通航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发展通航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必须考虑实际情况。宁夏本身

不大，6.64 多万平方千米，人口数量比较少（大约 667 万），可

能还没有人口密集区域的一个地级市的人多。每年 GDP 全国排

名倒数第三名，但人均 GDP 排前十名，这充分说明宁夏的消费

市场是有潜力的。

GA CHINA：请您谈谈翼扬通航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进行市场定
位的？
马：在翼扬通航 2009 年开始筹建前，我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

奔走空管局、民航局、空军等各处，接触众多专业人士，广泛

征求大家意见。首先，分析宁夏气象条件。因我是本地人，对

宁夏的气象条件比较熟悉。宁夏一年四季降雨量少，每年集中

降雨量在 9 月份，风季在 3、4 月份，与北方地区大致相同。而

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自然条件非常好，没有扬沙、雾霾等

恶劣天气。我调取其十年的气象报告，发现其一年可飞天数在

300 天以上，这在国内的很多地区是完全不可能的。其次，分析

宁夏空域条件，因空域需要能出能进，对宁夏的航路、航线、

军方的限制空域、禁飞空域等不利因素等进行分析。通过完成

这些调查分析后，我认为宁夏非常适合搞通航。

但“适合在宁夏开展什么项目？”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为了找到答案，我必须找准自身特点，合理定位。于是，采用了

逐一排除法。

首先，考虑是否可做 141 航校。先从自身分析，我没有 141

的背景，不是东航、海航等大航空公司出身，培训出来的学员就

业能否解决？输出口在哪里？输入口又在哪里？经过各种分析，

我认为 141 航校不适合我们。

其次，考虑是否可从事通航作业。在 2008-2009 年间，农林

喷洒作业比较热门，但宁夏并非像东北地区有大面积的农林与作

物。考察后发现，当地农林面积基本就是二三十万亩，而且当地

人习惯传统的农林喷洒方式，不太能接受飞机喷洒这种方式。

最后，沙坡头旅游景区成为切入点，我考虑到了低空旅游。

沙坡头旅游景区是全国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景区设施完善，游

玩项目丰富，但唯独缺少空中旅游项目。2012 年左右，我计划与

沙坡头旅游集团合作开展空中旅游项目，之后与中卫市人民政府

一拍即合，在旅游景区修建一个小型通用机场。此时，公司已经

筹建完毕，同时进行建机场、购买飞机、办理91部经营手续等工作。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GA CHINA 60 GA CHINA61

GA CHINA：沙坡头旅游景区的通用机场是否还在运营？
为何又选择盐池机场作为现在的运营基地呢？

马：沙坡头旅游景区的通用机场还在正常运营。沙坡头机

场是全国第一个景区内有固定翼起降场的地方。2015 年，

中央电视台拍摄《冲上云霄》就是在沙坡头基地完成的。

但沙坡头机场存在很多局限性，一是距离中卫的支线机场

过近，仅 90 公里；二是跑道长度受限制，如果延长其跑

道长度将非常危险。于是我就考虑选择更适合公司长远发

展的运营基地。因为我清楚支线机场的运营模式，也不愿

意进入支线机场。同时我认为支线机场不适合搞通航，所

以必须要建一个大的适合通航发展的机场。

2012 至 2013 年间，我开始选址，现在的机场就是当

时选中机场中的一个。盐池机场由政府建设，我们与政府

共同经营。于是，沙坡头机场运营的同时，盐池机场也在

建设。机场建成后，很多问题也接踵而来。一些人认为建

设通航机场必须马上收回资金。我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提

出建机场犹如修路，机场是空中交通，修路是完善地面交

通，修路时是否有想过马上收回资金呢？有人认为应围绕

机场建通航产业园。我指出我国的通航产业刚刚起步，宁

夏的通航产业同理，如果全国每个机场都可以停靠几十架

飞机，那建设通航产业园也是可以的。但现在全国的通航

飞机基本也就在 2000 架左右，且大部分飞机是用于飞行

训练，飞机每年的增长量 1%，做生产制造需要考虑飞机

机型，现在国外的大品牌很多，无须国内自主研发。

其它地方政府曾来此取经，其预计建 4 个通航机场，

建成后全力搞产业园与某城市 PK。但经与我聊过之后，

发现其定位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认为可引进 141 部航校，

实践证明 141 部航校并不太受政府欢迎，一是空域被占，

如航校飞行小时数多，当地其它飞行任务需要与其进行协

商，主场丧失主动权；二是无法为当地创造就业；三是带

不来税收。

GA CHINA：盐池机场除飞行体验外，还准备开设什么项
目呢？

马：首先，我们可以开展跳伞项目。盐池机场拥有 15 公

里为半径的空域，3000 米真高，如何合理运用呢？我认为

跳伞项目非常适合。作为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全国通用航空

委员会副主任，我熟悉国内的体制，很多跳伞项目并未向

老百姓推广，只是国家队自己的训练。但在国外跳伞非常

机场建设

政企合作

定位准确

发挥优势

立足长远发展

打造适合区域发展的运营项目

普遍。2015 年，美国参与双人跳伞项目人数大约是 480 万，

从业人员约 2-3 万。中国虽因体制限制，跳伞运动并未充

分发展，但我非常清楚 3000 米真高的空域在国内极少。

同时，我发现每年 5 月至 10 月，北京、天津以及周边等

地来宁夏自驾游的人非常多。我从气象局了解，无论是航

空旅游还是航空体育，我们的空域条件、自然条件都可以

满足。于是我开始尝试做跳伞项目。苦于人员匮乏，国内

跳伞人员基本都是运动员，无法常态化运营。于是我与美

国俱乐部合作，成为 USPA 的培训基地。我的本意是让大

家体验双人跳伞的乐趣后，可以尝试学跳伞，这也是我们

免费或低价提供跳伞项目的原因。现阶段，我们并不以营

利为目的，而是由政府扶持，重要的是让更多人参与，普

及航空文化。。

其次，可以打造旅游度假区。盐池机场距离盐池城区

7 公里。盐池是无现房的县城，在房地产火热的 2012 至

2013 年间，其并未投入房地产开发，而是将大量资金投入

民生建设。今年全国推广盐池模式，何为盐池模式？宁夏

自治区盐池县将金融扶贫贷款用于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融资

需求，通过实践探索，彻底改变了过去“给钱给物、打卡

到户”的帮扶模式，激发了贫困群众自主创业热情，形成

了金融扶贫的“盐池模式”，走出了一条贫困户增收脱贫

的新路子。2016 年年初 , 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金融扶贫“盐

池模式”给予督查表扬和政策激励。一时间“南有麻阳 ,

北有盐池”的美誉 , 成为宁夏扶贫工作的骄傲 , 也让革命

老区盐池县受到了广泛关注。

所以，我们可以将高空双人跳伞、体验飞行、飞行员培

训、青少年科普全部带进盐池，打造航空旅游胜地。我鼓励

政府坚持下去，不可只顾眼前，必须立足长远。去年，我将

这个基地打造成全国首批航空飞行营地。营地是大家交流的

平台，内容必须丰富，旅游、赛事、嘉年华一个不能少。未

来逐步开通旅游航线，盐池也将成为私人飞行的胜地。

GA CHINA：您认为怎样才是正确的通航发展路子？

马：通航必须理性发展，区域布局必须立足长远，高瞻远瞩。

今年，外交部对外全力推荐宁夏，宁夏将作为全国旅游示

范省迎来发展的契机。宁夏的道路交通并不方便，没有动

车，所以通用航空运输肯定是少不了的。未来宁夏将开通

低空旅游航线，同时形成通航机场网络。

关于“如何规划与定位”的课题我专门向宁夏发改委

递交了一份报告，呈现了宁夏的优势及面临的问题、发展

方向等内容。报告中，我建议要发展宁夏的通用航空，必

须找好切入点，而宁夏的切入点应是旅游；建议所有的通

航机场围绕旅游景区建设，其它偏远地区需要发展通航的

先暂缓建设。通航发展应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

一、建议政府出面，向国家空管委申请能否将宁夏作为

低空运营试点省份。因我考虑的是 5 年、10 年甚至更长时间

宁夏通航产业的发展，低空空域改革咱们宁夏可否先行？

二、建议成立宁夏通航运营管理办公室。由宁夏发改

委统筹安排机场布局，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不能形成大锅

粥模式。如果 8 个机场全部面向全国免费开放，政府只做

服务并出台一些政策，以资金补贴或业务补贴两种方式，

补贴一些短途运输和旅游，可吸引大量的航空爱好者。宁

夏地域广阔，可玩的地方也很多，届时大量的俱乐部、飞

机会在这里聚集。

三、随着发展，航空器种类繁多，需建航空器维修中

心保障飞机的正常飞行，安排人员做好服务。

四、地区一旦形成固定的飞行量，聚集大量飞行器，

就会吸引飞机经销商或厂商。

同时，我们需要做好相关配套服务，让飞机有油加、

客人有饭吃、有项目玩、有地方住。

GA CHINA：明年航展有哪些计划？

马：嘉年华、赛事、航空旅游是目前已经确定的项目，航

空旅游要常态化、多元化发展。每年必须争取举办赛事，

现在我们在争取亚洲跳伞锦标赛、中国跳伞锦标赛，如果

这些赛事争取不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例如直升机、热气球

等赛事可做。即使这些项目也没有，我们还可以组织俱乐

部联赛，来几十架飞机，搞几天娱乐飞行，也是非常棒的。
（编者注：亚洲跳伞锦标赛是在 1995 年由中韩等国共同发起、亚大航

空联合会主办、各会员国承办的一项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每年举办一届，

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跳伞运动的发展与进步，赛事历史至今已有 16 年。）

高瞻远瞩

航空嘉年华

合理布局

服务民生

统筹宁夏通航产业发展

普及航空文化

GA CHINA：与国内一些少有当地百姓参与、粗制滥造的
航展相比，此次嘉年华不仅热闹、有大量当地及周边百姓
参与，且现场秩序良好、管理有序，区域划分清晰。您有
哪些经验可以与大家分享？

马：操刀翼扬航空嘉年华前，我连续 6 年参与多个航展和

嘉年华的运营，其中包括 14 年郑州上街航展，翼扬通航

是整个航展的总指挥。2015 年，第一届翼扬航空嘉年华成

功举办，作为革命老区的盐池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潮的到

来。当地上岁数的老百姓说，从红军进入盐池之后再未见

过如此大批的人来盐池，盐池老百姓感到十分骄傲。很多

老百姓拥挤在机场外观看，最后我决定让他们全部免费进

入嘉年华现场，让当地老百姓感受这份喜悦与自豪。

    曾经有人问我，为何他去过的航展没什么人呢？这就

要分析原因，有的地方即使航展门票再便宜，百姓也不愿

意购买，因为他们对航展、嘉年华不了解。此外，我的经

验告诉我，单纯的宣传，老百姓是感受不到的。亲身参与

和体验的感受与远远观望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活动能让更

多人参与进来。

翼扬通航一直坚持每周做免费航空科普，尤其是青少

年科普，让他们全方位了解航空知识，让老百姓感受其中

的味道。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为其设计不同

的课程，让机场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有的项目在塔台、

办公区域完成；有的在机库或停机坪完成。通过各类在机

场开展的活动，让百姓们亲身参与进来，他们之间的口口

相传在机场和嘉年华的宣传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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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安全的
第一道锁

东方公务航空
湾流G450 维修工程师
杨文皓谈机务维修

毕业于工程技术大学。
2008 年进入东航，在东航工程技术公司
从事 A330 与 A320 航线维修工作。
2012 年调动至东方公务航空维修工程部，
担任 G450 机型主管工程师，
负责 G450 机型新飞机引进、退出运行
和持续适航工作，
兼任 G450 航线和定检维修、
发动机试车工作与 G450 维修教员。
现同时担任 G450 维修团队负责人。

杨 文皓

本刊记者 邱海嵘

GA CHINA：您如何定位自己的工作性质？对于“飞机维修
保养工作不光是一种技术活，更多的还要加入一份责任心；
涉及面广同时配合部门很多”这种说法，您有怎样的心得？

杨文皓（杨）: 飞机之所以和其它交通工具不一样是

因为，如果在空中发生故障飞行员只能启动应急程序来继

续飞行。即使备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这与地面

和海上交通工具不同，驾驶人员可以先停止运行查明原因，

然后继续行驶。所以，维修工作的使命是对机上所有人生

命安全的保护，这话一点也不为过。维修工作需要踏实的

作风和强烈的责任心，丝毫的马虎懈怠都有可能成为事故

的导火索。

公务机维修涉及到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安全监管、

运行、客服、商务等等，对于工程师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

需要专业知识与服务意识并存，这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

求：如何将对维修的认知高度从简单的“适航维修”上升

到“服务维修”。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GA CHINA：请您谈谈公机务维修工作性质与特点。
杨：公务机异于民航客机，使用率较低。大家都知道，高

空空气稀薄干燥，地面湿气较重，长时期停放会对飞机电

气部件和结构造成不利影响。出于飞机低利用率和飞行所

需可靠程度的“两面夹击”，定期对飞机进行通电检查和

外部检查，为及时发现系统故障和结构腐蚀把好第一道关，

是公务机维修的特点之一。公务机维修在满足安全飞行要

求的基础上，为确保优质的客户体验，也出于保护机主的

私有财产，飞机的客舱内饰在维修过程中也需要很好的保

护，小到一个水晶杯，大到真皮沙发，羊毛地毯等等，这

都是在民航机维修中比较容易忽略的。

GA CHINA：作为团队负责人，怎样的引导与管理，才能带
领团队实现高工作水平？

杨：目前东方公务航空正积极响应东航股份的号召，大力

推进“三长”（机长、乘务长、班组长）队伍建设，维修

团队在去年被民航局评为华东六省一市优秀维修班组。班

组建设伊始，我将自己定位为班组中的“启动机”，工作

中的难处和苦处，容不得任何推辞，无数个一起战斗的日

日夜夜，无论天寒地冻、高温酷暑，组员们互相支持，共

同学习进步。作为湾流 G450 维修团队的班组长，我要在

此感谢工作和生活中陪伴我的同事们。我认为，一个合格

的团队负责人，需要具备的不仅是拔尖的业务素养，更要

有“察言观色”的能力，在内部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虽

然公务机维修培养了我们较高的客户服务意识，但在工作

中，我还要求自己养成为团队成员服务的意识。组员的情

绪波动与家庭情况，以及对他人的看法，都会在言行中表

现出来。及时劝导疏通、调整工作、安排业余活动等，是

作为提高团队凝聚力很有效的方法。正所谓“家和万事兴”，

团队建设也是如此。当一个团队的成员亲如一家时，工作

中的办事效率必然事半功倍。

GA CHINA：机务工作更多的是默默付出，是否后悔选择了
这份工作 ?
杨：当今社会，在盲目追随大众舆论导向时很容易忽略一

点：自我感受。很多人将舆论作为自己的道标，而将自己

内心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学会感恩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工作上也不例外，我从内心认可了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满

足感。我想说，其实是我选择了这份工作，而不是工作选

择了我。所以，每当自己因为一些负面评论而变得焦躁时，

便会问问自己为何留下，闭上眼睛找回自己的内心。

GA CHINA：我国公务机维修领域人才需求现状如何？都有
哪些问题？
杨 : 国内公务机运行普遍起步晚，随着前些年国内公务机

的引进热潮，对公务机维修人才的需求量激增。目前，从

事公务机维修的人才都有一定的民航客机维修背景，在基

本施工技能和系统排故经验等方面具备基础，可以满足公

务机航线维修工作的需要。国内公务机运营企业“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但职能虽全，业务水平却很有限。一人

多岗的现象不在少数，这样的现状利弊各半。从我个人对

公务机维修的理解，并结合与国外专业厂家的比较，目前

培养精通各自领域的人才是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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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位合格的
航展总指挥是怎样
本刊记者 钱思音

!

人物介绍

宋茂森，老宋，1977 年开始学习初级
滑翔飞行，1981 年学习初教 -6 飞机飞
行，1983 年改装运 -5 飞机飞行，1983
年在安阳航校首飞由美国赠送给中国的
“福布斯热气球”并成为中国首个热气
球飞行小组成员，1987 年（27 岁）成
为沈阳产海鸥号动力滑翔机首席试飞
员；1992 年改装直升机飞行，1993 年
成为美国罗宾逊 R22 直升机中国区首
席试飞代表；上世纪 90 年代就担任对
外训练教官；1998 年作为带队机长带
领国外特技飞行表演队飞越国内 9 省市
巡回表演；1999 年驾驶运 -5 飞机赴澳
门参加庆回归跳伞表演；从 2009 年开
始操刀 5 届莱芜航空体育节、2 届安阳
航空体育旅游节、2 届银川西部航展并
担任飞行总指挥。经验太过丰富，请看
官您进入正文慢慢品读，看看一位合格
的航展总指挥都要上哪些刀山，下哪些
火海，才能完成真正的蜕变。

1977 年 5 月，宋茂森来到河北

保定接受业余滑翔伞培训，通过体

检、政审等流程，按照飞行员选拔

标准，他被录取正式成为飞行学员。

这是我国为空军飞行员选拔进行的

初步筛选工作之一。“当时的培训学

校虽然是地方编制，但培训所使用的

部分器材、装备等则由部队提供，半

军事化管理”。全程一年的理论和基

础培训结束后，有的学员应征入伍，

而宋茂森却决定留在当时的河北省

体育局 --- 保定航校做飞行教员。那

一年，宋茂森才 17 岁。经过一年的

教员培训，完成了气象、航空理论、

教学法、领航、机械、特种设备等系

三十岁前
绑沙袋试飞滑翔机
儿子三岁才敢如此玩命

统的学习后，经考试合格后，1979

年正式开始了助教工作。

经过 3 年多的教员历练，1982

年，宋茂森被选调至安阳航校学习

高级滑翔机和初教 -6 飞机飞行。

“初级滑翔机通过地面绞盘车 800-

1000 米的钢索牵引提供动力升空，

类似于放风筝。当时的初级滑翔机

有解放 5、7、9 三种类型。高级滑

翔机则是用飞机牵引升空，外观类

似于“大金牛”滑翔机，本身也没

有动力装置。初教-6飞机为教练机，

可以做各种特技动作，性能好、安

全系数高，现在国外还有人在用这

款飞机做特技表演，而它也是滑翔

机的牵引机。”老宋说起当年的滑

翔机飞行经历还激动不已。

“单飞初教 -6 与作为牵引机

的区别很大。作为牵引机飞行时，

需要考虑到后面所带的单座或双座

滑翔机，是 1 个还是 2 个飞行员，

其重量约为 400-600KG 左右，机

型不同重量区别很大。另外，飞机

速度大于滑翔机速度，在考虑重量

的同时，飞行员也需要控制好飞行

速度，不能超越滑翔机的飞行速度。

初教 -6 作为牵引机飞行时，机头

仰角大，前方视线差，一般上升速

度保持在 130 公里每小时才能更好

的为滑翔机服务。目前，我国体育

系统内还有 20 多架初教 -6 可牵引

滑翔机。老宋当年飞的是沈阳生产

的 ‘前进号’单座滑翔机。学飞阶

段使用的是国外进口的前后舱双座

滑翔机。

1983 年，宋茂森开始在安阳学

习驾驶运 -5 飞机，次年 4 月就被送

至武汉孝感部队飞复杂气象。当年

仪表怎么练？有云时穿云，没有云

时直接用仪表布罩把驾驶舱蒙起来。

老宋说：“当时真是不习惯，不看

外头，就看仪表飞。” 也就从这时起，

他便开始驾驶运 -5 飞机保障国家跳

伞队每年春夏季在安阳，冬季在广

东的训练。除此之外，每年去甘肃

接送国家滑翔队，到上海、哈尔滨

接送飞机大修等到处“乱飞”。虽

然当时没有成立通航公司，在河南、

河北、山东、陕西等地方政府邀请下，

老宋他们也要在每年 6-7 月份执行

牵 引 飞 机 使 用 一 根

30-50 米不等的尼龙

绳作为牵引绳，一头挂在飞机

尾部的挂钩上，另一头则挂在滑

翔机头部的挂钩上。飞到指定高

度后，牵引机通过摇摆机翼的动

作示意滑翔机脱钩，后机滑翔员

便可操纵滑翔机的脱钩系统解除

与飞机的拖挂。飞行员再次确认

与滑翔机脱钩后便开始进入俯冲

投绳阶段，在距地面 30-50 的米

低空时，在指定地点抛绳后拉起

建立航线落地。牵引绳一般都会

抛至滑翔机起飞地附近，由专人

回收。

农林、灭蝗、飞播等作业任务。这

位老“三轮司机”（他称运 -5 是三

轮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现在还

时不时飞飞运 -5 找找当年的感觉。

“当时不是在云里飞，就是把

驾驶舱蒙上罩子，纯看仪表飞行。

运 -5 飞机航电设备相对简单，没有

防相撞系统，没有气象雷达，没有

GPS 定位，没有盲降系统，没有自

动驾驶仪，简直就是一个“四肢发

达头脑复杂”的合力（体力与脑力）

劳动者。运 5 飞机配备的方位仪、

电磁罗盘、无线电罗盘、气压高度

表、无线电高度表来完成复杂气象

飞行。在穿云降落时，一般机场都

有远台（距跑道端 4000 米）与近台

（距跑道端 1000 米）。孝感地区在

3-5 月份是复杂训练的好天儿，经

常云层很低，往往在 50 米上下，基

本是飞机出云后就准备着陆，如果

少有偏差就得复飞重来，飞行过程

全部依靠判读仪表和飞行经验。在

云中飞行难度很大，飞行员不易察

觉飞机的倾斜，会出现视觉误差，

但要 100% 相信仪表，当视觉误差与

飞机实际姿态不一致时是很别扭的。

蒙上罩子飞行教员在驾驶舱侧面时

可以看到外面的，当你的飞行出现

较大误差时他会随时采取“行动”

以纠正你的错误。估计学过飞仪表

的人看到这里，都能体会到当年作

为飞行员的艰辛了。

“这近 2 个月的复杂气象飞行

训练，对我后来的飞行生涯奠定了

极好的基础。比如说在长距离飞行

中遭遇云或雾，我就不会感到一点

紧张，不管执行去哪里的飞行任务，

只要准备好地图作业，标注好导航

台频率和位置，划好目的地机场穿

云图，提包就走。正是这段训练为

我打下了坚实的底子。”这位老“三

轮司机”自豪地说。

27 岁那年，除了已经学会的机

型外，老宋还穿插着学习了其它几

种机型。这一年，一个新的挑战向

他招手，沈阳生产的海鸥号动力滑

翔机试飞工作找上门来。这款飞机

按照民航局 23 部设计生产，滑翔机

出厂后的半年多时间内，老宋按着

试飞大纲便开始在天空中对这款飞

机的各类设计参数和极限包线进行

验证。当时 11-12 月的大东北天寒

地冻，除了皮衣、皮裤、大皮靴外，

零下二三十度全是凭“小伙子火力

壮”扛过去的。

a). 1987 年在沈阳试飞“海鸥
号“动力滑翔机。
b). 当年宋茂森和他的拍档一起
飞运 -5 的留影。
c). 1993 年获得美国罗宾逊 R22
直升机中国区首席试飞代表。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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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沈阳于洪机场试飞任务

现场，老宋从 3000 米高空操纵滑翔

机进入尾旋状态，试验飞机后重心的

改出情况。“这款滑翔机后重心在

39-40% 左右，当在机尾部增加一个 5

公斤的沙袋，将后重心增加至 42%。

理论上来说是改不出来的，但老宋还

是坚持要看看这款滑翔机的极限在哪

里。”他将链接沙袋的控制绳稳妥地

固定在驾驶舱内，万一无法改出时他

便直接拉动控制绳抛弃沙袋。

从 3000 米坠落至 1500 米，用

尽浑身解数的老宋终下决心拉动控

制绳（否则就没命了），抛掉机尾

的 5 公斤沙袋。可是，飞机仍然处

在尾旋急速滚转状态。地面指挥员

两手发汗的攥着步话机，紧紧地盯

着冲向地面的滑翔机。不知道在空

中又旋转了多少圈，老宋驾驶着滑

翔机在 1100 米的高度退出螺旋状

态。“扑通”一下，地面指挥员一

屁股坐在了地上，长出了口大气。

我想，飞机急降的全过程，现场所

有人一定都是不自觉地屏住呼吸的。

直到飞机安全着陆前，整个世界仿

佛是真空的，安静的可以听到微风

吹动头发的声音。老宋说“我事前

告诉他们，在空中做动作的时候谁

也不要通过无线电和我通话。”专

注是他需要做的一切。

当时的“海鸥号”总设计师和

厂长跑到宋茂森跟前气喘吁吁的说：

“小宋啊，这架滑翔机造了 8

年，整整 8 年“抗战”期啊！你这

要改不出来可咋整啊！” 

“那我呢？改不出来我咋办？”

老宋盯着他半天反过神儿来说。

“你不是还有降落伞嘛！”

话虽然这样讲，但在飞机几乎

垂直翻滚坠落的过程中，即便飞行

试飞工作就是结合当时的

场压、温度、湿度、风向、

风速、飞机重量等因素，对飞机设计

参数进行实际验证。如果手册标注理论

滑翔比为 1：20， 实际滑翔比能够达到

多少？设计最大允许速度 240，实际最

大允许速度是否能达到 240 呢？这只有

通过试飞才能获得最终结果。当然，飞

机性能的体现与飞行员经验和能力息息

相关。所以，飞行员们一定要“照章办

事”，严格按照飞行手册所给的参数和

操作流程飞行。滑翔比是什么意思？以

1：20 的滑翔比来说，飞机下降 1 米，

前进 20 米；现在高性能的滑翔机滑翔

比可以达到 60 米左右。

员镇定的打开舱门也很难顺利完成

跳伞动作，更何况又要在 1000 米的

高度安全开伞呢？“我受过专业跳

伞训练，飞过特技又飞过多年滑翔

机，充分了解滑翔机性能。如果真

的发生无法改出的情况，我也可以

顺利跳伞逃生。”近 30 年后，当时

的种种，宋茂森仍然历历在目。

“您那会儿结婚没有啊？就敢

接这种玩儿命的工作？”我胡撸着

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问。

“儿子 2、3 岁了，所以才敢接

这种工作嘛。”从老宋说这话时脸

上的坚毅，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他 30

年前接受这份艰巨工作时下了多大

决心。徒有一身技艺还不够，关键

时刻绝不掉链子的勇气也是中国通

航人的品质之一。

“滑翔飞行经历和试飞工作，

对我后来多种固定翼飞机飞行起了

很大作用。没飞过的机型，我只要

翻翻手册，记住几个关键数据，就

能知道这款飞机操作要点在哪里，

是否需要特殊技巧。滑翔机飞行学

习，也提升了飞行员在固定翼飞行

过程中的险情处理能力。飞行员心

里更有谱儿，即便遇到发动机空中

停车等问题，我们就按照一架滑翔

比小的滑翔机飞就得了。”瞧瞧人

家经受过滑翔机飞行历练的飞行员，

说话就是那么硬气。

时间一晃来到了 1992 年，老宋

正式进军旋翼机领域，开始学飞直升

机。“那时候对直升机完全没概念，

看别人飞的挺好，自己一看书傻眼

了，心说这和固定翼完全不一样啊。

固定翼 1 杆、2 舵、1 油门；直升机

虽然也是 1 个杆，2 个舵、油门在总

矩杆上，气动效应和固定翼飞机完全

不同。”当时和他一起去改 R22 的

另外一位米-8直升机资深飞行员说：

“这一个馒头上插根筷子咋飞啊？”

可见飞惯了大飞机，小飞机也不是那

么好上手的。

三十岁后
管理飞行队，做首席试飞员
掌管各大航展

九十年代，日本学费比中国昂

贵的多。一位日本商人抓住商机购买

R22 直升机后赠予安阳航校，作为交

换，航校帮助其培养一定数量的飞行

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年的日本学

飞热和向中国的输出呢？故事还得

从菲律宾说起。

R22 日本赠送
 美国教员教飞行

1990-1991 年左右，很多日本人

到菲律宾进行飞行培训，催生了一

种“交钱就给照”的乱象。后来很

多日本检查官在抽查的时候发现很

多飞行员根本不具备飞行技能，随

后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工作。日本民

航局派出五名飞行员前往菲律 5 所

不同的航校佯装学飞，与考官商量

是否可以只交钱不学习就拿照。结

果毫无悬念的，五名官员顺利拿到

菲律宾航校颁发的飞行执照。为防

止事故的发生，日本民航局不再对

飞行员进行检查，取消了所有 1990

年前后几年所取得的执照资格。一

位名叫山本一秋（音译）的日本老

板看准时机，经协商，他将自己的

R22 直升机赠予安阳航校，学校对

他在日本招募的学员进行培训。

“从开始学直升机到带学员飞

行，我就飞了 15 个小时。这是现在

大纲中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相当年，

我国还没有私照培训大纲。通过培

训、学习、带学员等一系列磨练后，

1992 年下半年，宋茂森开始帮助中

国民航局编写直升机私照大纲等、

规范、手册等。“理论知识培训非

常重要，飞行前，在翻译的帮助下，

我先后和美国、日本教员进行了 2

个多月的理论培训，把这款直升机

研究了个底儿掉。”老宋同志可以

说是我国 R22 和 R44 直升机的鼻祖

了。1994 年，他就成为安阳航校直

升机队队长，开始了教和管的工作。

老宋当考试员的时候不少学员

都怕他的检查，他对那些“时间到了

技术不达标的学员”绝不手软；要不

就是航校内部飞行员改机型培训 5 小

时不过，直接停改。“这是学习态度

和能力问题，不认真学习，原来飞什

么接着飞什么！”1995 年晋升为训

练科长时，老宋开始管理安阳航校的

3 个飞行队（直升机队、运 - 五队、

滑翔队）。他要求所有飞行员必须至

少能飞 2 种机型以上：初教 -6、赛

斯纳 -172、运 -5、直升机等。

大家都知道技术人员不好管，

管理十几、几十个技术人员更加可想

而知。那时候有飞行员耍大牌，不服

气。老宋说：“走，咱们用飞行技术

说话。”飞行安全第一，耍大牌不仅

会害了自己，更会害了别人。“技术

不过硬的人，一定不能用。”作为一

名飞行员不仅要技术过硬，还要勇于

承担责任。“有的试飞评估项目，原

定飞行员认为飞机不行，不愿意飞。

我说咱俩一起飞，我来签字，哪里有

问题咱们一起研究。”技术不过硬的

飞行员干不了领导的工作，也坚决不

能让他干。承担责任不仅需要勇气，

更需要过硬的技术。

1993 年，《邓小平文选》再版，

老宋同志前往美国做起了 R22 试飞

员。因为在国内已经积累了几百小

时的 R22 直升机教员经验，他提出

这款直升机的很多技术极限还未被

正式探索出来，希望可以完成这一

工作。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宋茂森

将多架出厂 R22 直升机白天与夜

间飞行的极限进行测试，进一步积

累了更为丰富的试飞经验。美国罗

宾逊直升机也因此授予他”罗宾逊

R22 直升机中国区首席试飞代表“这

一殊荣。4 年后，老宋再次回到美

国罗宾逊，完成了 R44 直升机的试

飞科目。“直升机最怕空中停车和

进入涡环状态，这些科目我在美国

时和教员一起在多架 R22 和 R44 上

进行练习，熟练掌握了特殊情况的

处理方法。”即便现在，老宋也能

顺利完成涡环改出、空中停车自转

落地等科目。要问老宋为什么对飞

行器原理如此了解，他说在美国除

飞行外他还参加机务课学习，不懂

机械的飞行员等于“半瓶醋”，看

来美国的机械维修课非常好，帮助

他从里到外的将飞行器研究了个底

儿掉。

双旋翼共轴式直升机基

本特征是：两副完全相

同的旋翼，一上一下安装在同一根

旋翼轴上，两旋翼间有一定间距。

两副旋翼的旋转方向相反，它们的

反扭矩可以互相抵消。这样，就用

不着再装尾桨了。直升机的航向操

纵靠上下两旋翼总距的差动变化来

完成。（来源：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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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北航研发的 M16 共轴

单座直升机邀请老宋作为试飞员。这

款直升机要说可有些特别之处，“它

没有通常用来平衡反作用力的尾桨，

共轴双翼直升机桨叶一个左转，一个

右转。这个小东西特别“贼”，灵的

不行。初试时，在滑翘上栓 4 根绳子

起到系留作用，半个小时后我就在北

航院内楼群中飞起来了。”能够在如

此之短的时间内试飞一架从未上手

的飞行器类型，老宋此前各类固定

翼、滑翔机、旋翼的飞行、试飞、极

限飞行经验可是起了大作用。

2002 那一年老宋来到体育总局

航管中心，初期在业务部主要负责

热气球、三角翼、滑翔机等航空体

育管理工作。为促进航空体育项目

的发展，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 中国航

协 ) 组织了 1996 年珠海轻型飞机比

赛、1998 年中国特技飞行大奖赛、

1999年湖南张家界特技飞行大奖赛、

2000年江苏吴县环太湖飞行大奖赛、

2001年四川三星堆特技飞行大奖赛、

2003 年纪念飞机发明 100 周年全国

轻型飞机比赛和 2005 年全国航空运

动会等大型活动。中国航协各单项

委员会每年还组织全国锦标赛、邀

请赛、冠军赛、巡回赛和挑战赛，

并参加国际性比赛及双边交往活动。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航空体育

各个板块得到了健康且长足的发展。

2008 年，宋茂森又开始负责体

育系统老旧飞机更换工作。但是由

于四川航校致函体育总局航管中心

表示，因西南民航局适航司下文要

求当时飞行小时数 1950 小时左右的

运 -5 飞机不再大修，航校需要购置

一批新的跳伞飞机。“中国跳伞项

目不仅今年在美国的比赛中获得 7

金、5 银、3 铜的好成绩，当年在全

球跳伞界也是项目领跑者。”老宋

说到。经体育总局与财政部的沟通，

最终批复 7.55 亿人民币用于整个体

育系统全部 35 架飞机的换置工作。

到今年为止，共完成 24 架的飞机更

换工作，余 11 架换置未完成。更换

完毕的飞机包括国产运 -12、美国

赛斯纳 208、大棕熊、瑞士皮拉图

斯 PC-6，以及新西兰的 P750。

在体育总局工作期间，老宋的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体育系统的空管

系统建设。“原来我国航空体育系

统的空管是比较落后的，为配合我

国空管发展的需要，我们从通话、

监视、导航等方面入手，从地面到

空中全面升级换置新设备。十五期

间，对体育系统 84 架老旧飞机和

17 所航校塔台的导航通讯设备进行

了更新换代；十二五期间，配备了

6 台移动指挥车，分别配置给各地

航校使用，大型活动时随用随调。”

至今，体育总局已在全国 17 所航校、

23 个体育局和 5 个省级航协建立了

地面通信监视系统，可以与军民航

空管部门相互铰链，进一步完善了

我国体育空管系统建设。“飞起来，

看得到、听得到、叫得到”。人家

体育系统走在了前头。

自 2009 年起，全国各类航空体

育活动、赛事逐步增多。宋茂森主导

了 2012 年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中国民

用航空局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

部印发《全国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管理

办法》的制定工作。该文件从任务申

报、空域报批、飞行标准、飞机适航、

办赛流程、活动组织、文件提交等方

面，对国内、国际赛事、活动等操

作、执行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范和

要求。“由于国家正在对一系列行业

管理办法进行清理，如果该管理办法

想要继续存活下去，必须上升到立法

层面。今年年初，我陪同体育总局政

法司领导在全国调研航空体育开展

及产业发展情况，希望在未来 1-2 年

内出台一部涵盖整个航空体育产业

的法规或条例。”中国现行的《航空

体育运动管理办法》颁布于 1991 年

8 月，其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中

国航空体育运动产业的步伐。如果未

来几年内能够出台最新且适应发展

趋势的管理办法，想必会对该板块发

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

“我国航空体育发展仍处于初

级阶段，对机场等的投资，国家、地

方、企业都是慎之又慎。为了能够更

好的推动航空体育事业发展，去年推

出了首批 50 个飞行营地。这与我们

通常认识的民航、通航机场不同，前

期投资不太大，普通的草地、土路等

都能成为飞行营地的跑道。例如跳伞

这样的项目就必须用草地，这为运动

员或客户降落时减少缓冲力，避免了

擦伤、受伤的可能。 ”现阶段，所

有飞行活动都必须提前向营地提供

飞行计划，由营地统一向相关部门进

行申请，获得批复后才能进行飞行。

营地可获得的最长临时空域为一年，

一方面现行的空域使用方和管理方

的矛盾还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现行

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管理手

段也相对比较落后，跟不上时代与行

业的发展步速。

2009 年，航管中心成立航空运

动安全及综合管理部，老宋在开始着

手筹备山东莱芜第一届航空体育节。

直至 2015 年，从筹划、实施到统筹、

资源调配，到他一共牵头主办了 5 届

体育节。能够全程参与到一个从无到

有的系列航空体育活动中去，对于任

何人来讲都是此生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也是老宋今年能够轻松掌管银川

西部航展的主要原因之一。2008 年

宋茂森便参与到莱芜机场选址工作

中去，2009 年 5 月份机场开工，同

年 9 月交付使用。能够容纳 5 万名

观众的巨大看台下就是笔直的跑道，

2015 年，“鸟爸”法国人穆莱克带

领他的大雁们，在这里为现场观众奉

上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要把一个大规模航展捋顺、弄

明白了，绝非小工程。从前期确定主

题， 到中期统筹运作，再到后期的

飞行器数量、协调空域、器材设备运

输、活动节目排练；一个人干了编剧

和导演的两份工作，操心又劳神。“这

台戏必须唱好，政府、公众、赞助商、

媒体都要满意才行”，巨大的压力可

想而知。除此之外，老宋还牵头组

织了 2011 年环海南岛飞行拉力赛、 

2011 和 2012 年的安阳航空体育旅游

节，并作为带队长机，参加了 1998

年的中国特技飞行拉力赛，整个队伍

从上海、南京、济南、天津、郑州、

石家庄、武汉、长沙，最终抵达珠海。

掌舵航展体育节
前四十年的积累全都用的上

怎么做航展
才能保证成功与安全？

一名合格且称职的航展活动掌

舵人，不仅要能合理安排和执行规

划方案，更要具备应对和处理突发

事件的能力和经验。一场为期 4 天

的航展，看似最为紧张的时刻是第

一天清晨的开幕式。但从运营角度

来说，从每个早晨到当天所有飞行

任务结束、锁上办公室大门的那一

刻，都是打着十二分精神的。突发

事件可能包括飞行特殊情况处置、

地面应急处置相应、空域临时情况

变动、VIP 进出门、飞行表演顺序调

整、管理部门的检查等等。要想顺

利解决这些问题，明帅还需配上一

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执行团队。

老宋如数家珍的说：“经过这

么多年的沉淀和总结，我认为不管

是哪种航展或活动，小问题肯定是

有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整体来看，

首先应该从策划的可行性方面着手，

这样才能做到心里有底。

以特技飞行为例，一是要确保

飞机的安全性，二是飞行员的可靠

性，三是天气的可行性，四是场地

的适应性，五 是节目编排的合理性，

六是节目的观赏性。

去年 12 月 16 日，国家

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

型运动管理中心为首批 50 家航空

体育飞行营地举行了授牌仪式。当

时身为航管中心综合部主任的宋茂

森指出，航管中心希望能在 2020

年建设10个五星级、100个四星级、

1890个三星级以上航空飞行营地，

在中东部地区形成“200 公里航空

体育飞行圈。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 通通 "

      告诉你



GA CHINA 70 GA CHINA71

然后，具体工作分工、分解、

分类要清晰。组织方、政府、管理

部门、执行单位各司其职。项目单

要按需分组，各自与政府部门进行

一对一接，一个人负责到底，必须

杜绝交叉以避免不必要的消耗和事

务不落地。这也避免了一旦出现问

题互相踢皮球的现象。作为总指挥，

我只需要问责每个项目的负责人，

向他们提要求、要结果。

第三，政府配合与支持力度要

跟的上。很多例如公安、消防、交通、

救护、医疗、餐饮、住宿等资源是

我们无法调动的，需要政府部门积

极配合提供支持。

第四，活动组织各方成立相对

应的组委会，紧密配合的工作才能

使航展顺利推进。第五，各类方案、

预案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不能仅停留

在纸面上。手册、指南信息准确，

避免错误和误导。第六，车辆及人

员疏导的进出路径，避免人员密集

时段事故的出现。

宋茂森：“我认为有两个方面。

一是地面，治安管理方面以及借航

展开展的非法活动。二是开幕当天，

尤其是开幕式。这与节目的编排与

组织有很大关系，一方面观众很多，

另一方面活动表演密集。我们需要

避免飞行员“人来疯”看到大批观

众就“超水平”发挥的劲头，要求

他们发挥到正常水平80%就可以了，

避免动作幅度过大诱发事故。其次，

要严格杜绝计划外临时飞行。

为了保证航展及活动能够顺利进

行，每天活动前和活动结束后，要组

织讲评，任务不留死角、节目顺序清

晰、科目节点准确，出现问题要及时

进行总结分析，查明原因，分清责任，

明确要求，确保每个人对每个时间节

点、每个工作都了然于胸。类似今年

后记

宋年一头茂密黑发的小宋经过 40 年

的航空锤炼已成老宋，各类经验“海”

了去了。他摸着现在头发不多锃亮

的脑袋笑着说：“当年试飞时候，

头发都炸起来了，我很少有这种经

历。这段儿故事，咱们下回再讲。”

这 2 天，跟着老宋回顾了他从 17 岁

开始飞行至今的点点滴滴，从飞行

员到如今的航展总指挥，这些年的

各类经验成就了今天这位侃侃而谈

的大叔。希望在中国通航发展路上，

能够多一些这样经验丰富且执着又

富有激情的航空人。

航展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
在哪里？

银川西部航展这样规模的活动，不计

算政府部门的团队人员，我们的团队

就有 20 多人，分散在接待、静态展、

动态飞行各个项目、对接政府等工作

中。除此之外，我们必须重视消防、

救护与应急通道的设置，一旦出现特

殊情况能够做到在第一时间用正确的

方法解决问题。救援速度与专业性是

第一位的。今后的航展活动我们可以

考虑引入专业医疗救援直升机和保险

公司？并对急救人员进行针对航空体

育项目高发事故救援的培训。另外，

前期必须选定专业且制定的医院，这

样能够做到病人及时入院、及时手术，

并且负责急救治疗的大夫了解航空体

育运动创伤的特点。 ”

发文单位：国家体委             文　　号：国家体委令 15 号

发布日期：1991-8-10           执行日期：1991-8-10   生效日期：1900-1-1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航空体育运动管理，促进航空体育运

动的发展，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保障飞行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国务院《关于通用航空管

理的暂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

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使用民

用航空器和航空运动器材从事航空体育运动单位和个人。

航空体育运动使用的民用航空器包括飞机、直升机、

滑翔机、载人气球、飞艇等。

航空体育运动使用的航空运动器材包括降落伞、滑翔

伞、悬挂滑翔机、航空模型以及绞盘车、收索机等牵引设备。

第三条 航空体育运动实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分级管理体制。

第四条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的航空体育运

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航空体育运

动的规定，制定和实施航空体育运动的规章、制度。

（二）编制航空体育运动发展规划。

（三）制定各项航空体育运动训练大纲、训练规则、

竞赛规则和航空运动器材使用维护规定。审定航空体育运

动教材、教学法和裁判法。

（四）制定航空体育运动项目教练员、运动员、裁判

员技术标准，受理和组织专业技术岗位考核，颁发相应的

证书。

（五）检查监督航空体育运动飞行安全。

（六）承办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称民航局）和军事

主管部门委托的与航空体育运动有关的工作。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管理本地区的航空体育

运动。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发布的航空法规及国家体育

运动委员会、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有关航空管理的规章

制度，实施对本地区航空体育运动的管理。

第六条 从事航空体育运动的单位（航空运动学校、航空

运动训练基地、航空体育俱乐部等）和个人、除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体委主管外，还应根据开展不同的航空运动

项目分别接受民航地区管理局有关通用航空的行业管理，

接受当地空中交通管制，无线电管理等主管部门有关业务

工作的管理。

第七条 从事除航空模型普及活动以外的航空体育运动的

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所在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

报告并办理登记手续。

使用民用航空器进行航空体育运动时，还应当按照国

务院《关于通用航空管理的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向民

航地区管理局履行申请审批手续，取得通用航空许可证。

第八条 从事航空体育运动的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担任航空器飞行教员的技术等级与其所担任的

教学任务，应当与民航局签发的民用航空器飞行驾驶执照

相符合。担任跳伞、悬挂滑翔教练员的应持有国家体委颁

发的教练员证书。

（二）所用航空器和航空器维修工作必须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和民航局颁发的有

关规定。

（三）训练场地必须符合所从事航空体育运动项目的

技术要求。

（四）飞行区域和空域必须获得空中交通管制部门

的批准。

（五）航空体育运动机场应与当地空中交通管制主管

部门建立有线电通信联系。

（六）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和

《开办通用航空业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领取营业执照。

使用航空运动器材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活动的，应当

向当地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领取营业执照。

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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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为航空体育运动单位和参加航空体育运动训练的

人应当执行航空体育运动的教学大纲、训练规则、竞赛规

则和航空器、运动器材使用维护规定。

第十条 参加航空体育运动假使航空器飞行和使用航空运

动器材升空的人，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参加飞机跳伞的必须年满十五周岁，单独驾使

航空器或悬挂滑翔机飞行的必须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六

周岁驾驶航空器飞行的必须有教练员（教员）同乘，并对

其安全负责。

（二）必须持有身体检查合格证明。

（三）必须持有民用航空器驾驶执照，学员在学习期

间除外。

（四）必须持有所驾驶的航空器飞行手册。

（五）参加跳伞和悬挂滑翔运动的运动员应持有运动

证书。

第十一条 从事航空体育运动员的教练员、运动员每年必

须进行一次全面的空勤体各检查。领取民航具驾驶执照的

驾驶员、飞行教员的体检只能在民航局认可的医疗单位进

行。航空体育运动单位的航空医生负责飞行人员、跳伞员

的医务监督和日常体检、治疗工作。

航空器维修人员每年进行一次例行的体格检查。

第十二条 从事航空体育运动的飞行驾使人员，必须经过

系统的航空理论和驾驶技术培训，并按照民用航空器飞行

人员执照制度的规定，向民航局申请办理各种航空器的驾

驶员执照。

航行调度人员应当按照民航局的规定办理执照。

跳伞和悬挂滑翔的运动员应当按照国家体委的规定，

申请办理相关的运动证书。

第十三条 航空体育运动所有的航空器和航空器的使用、

维修工作、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

理条例》和民航局发布的有关适航管理规章中的有关规定，

向民航局申请办理航空器国籍登记证、适航证、维修人员

执照和维修许可证。

航空体育运动所用航空器的初始适航管理工作，由民

航局统一归口管理。

体育系统航空体育运动所用二乘员以上（不含二乘

员）航空器的持续适航管理工作，应当接受民航局和航

空器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适航管理部门直接管理；

其他航空器的持续适航管理，由民航局委任的特别委任

适航代表按照民航局颁发或审定的有关持续适航管理的

各项规章进行管理。

航空体育运动所使用的各种航空运动器材（航空模

型除外），必须具有经国家生产主管部门和体育主管部

门审定签发的产品合格证和产品维护使用手册方可使用。

各种航空运动器材的维修工作，应严格按照维护使用手

册规定进行。

第十四条 从事航空体育运动（航空模型项目除外）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机身险和第三者

责任险。飞行和跳伞人员应投保人身意外险。

第十五条 航空体育运动单位，应当根据国家和民航局关

于机场的有关规定使用、保护、管理机场。航空体育运动

机场的修建、废弃、合用或改作他用都要按国家有关规定

履行审批手续 .

航空体育运动单位与军队、民航合用机场，应当遵守

双方签订的协议、维护好机场净空和设施，维持好机场的

空中和地面秩序。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或破坏航空体育运动场地和

设施。

第十六条 航空体育运动单位的飞行活动应当按照规定向当

地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申请，获准后方可飞行。航空体育

运动单位的航行调度员具体负责本单位的航务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国（境）外飞行人员及跳伞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参加航空体育运动时，必须履行下列批准手续。

（一）属于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邀请的，或国（境）

外航空体育组织或个人向中国航空运动协会申请的，应

向国家体委申报，由国家体委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航空运动协会邀请的，或

国（境）外航空体育组织或个人向省、自治区、直辖市

航空运动协会提出申请的，应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体

委申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二）国（境）外人员在我国境内飞行（含使用自

带航空器），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报

手续，并抄报民航局和有关单位，获准后方可入境飞行。

如使用民航机场和航路，应事先征得民航局同意。

（三）国（境）外人员使用自带航空器飞入或者飞

出我国国界和在我国境内飞行，主办单位还应按照《外

国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民用航空器飞行人员

执照暂行规定》，向民航局办理申报手续，获准后方可

飞行。

第十八条 国（境）外飞行人员及跳伞运动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参加航空体育运动，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持有本国（地区）有效的驾驶执照（或运动证

书），所记载的技术标准应与其所从事的飞行活动内容相

符合。驾驶执照须经民航局审核认可。

（二）持有有效的体检合格证明。

（三）持有人身保险证明。驾驶运动飞机、滑翔机、

动力滑翔机、载人气球、悬挂滑翔机、超轻型飞机的，还

应由主办单位或飞行者本人投保机身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四）自带航空器或降落伞参加航空体育运动的，其

器材的安全可靠性由使用者本人负责。自带航空器的，其

适航证应经民航局审核认可。

第十九条 国（境）外飞行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参

加航空体育运动时，主办单位应向其讲解和说明中国有关

飞行、无线电管理使用以及空中摄影的有关规定，并监督

其执行。

第二十条 航空体育运动使用航空器发生的飞行事故的调

查，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事故

调查条例》和民航局的委托进行。

　　一等飞行事故由国家体委派人参与省、自治区、直辖

市体委组织调查处理，并向国家体委和民航局报告。二、

三等飞行事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负责调查处理，

并报告国家体委和民航地区管理局。

　　跳伞和悬挂滑翔运动的一、二、三等事故，分别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体委组织或指定事故调查组调查处理，并

报告国家体委。

第二十一条 航空模型运动的管理办法，按照航空模型训

练大纲、训练规则、竞赛规则的规定进行。

航空模型飞机的飞行高度和空域与其他航空器的飞

行活动有关联时，主持航空模型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应同

机场当局或当地飞行管制部门取得联系，划定航空模型

的飞行高度和区域。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体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来源：www.chinalawedu.com）

一、滑翔机项目

（一）具备长度 800 以上、宽度 15 米以上的机场跑道 ,

或具备硬化的具有足够长度和宽度的草坪场地；

（二）有经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飞行空域；

（三）具备存放滑翔机和牵引飞机的机库等设施；

（四）具备机务维修功能和飞机加油设备；

（五）具有飞行指挥塔台和通信、气象设备；

（六）起飞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

（七）起飞场附近一定范围内适应空中翱翔飞行；

（八）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救生设备和能力。

二、特技飞行

（一）具备一般通航机场条件；

（二）具备长度 600 米以上、宽度 20 米以上的机场跑道；

（三）有经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飞行空域；

（四）具备机务维修功能和飞机加油设备；

（五）具有飞行指挥塔台和通信、气象设备；

（六）机场周边空域开阔；

（七）具备特技飞机存放条件（机库或露天固定装置）；

（八）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救生设备和能力。

三、动力悬挂滑翔机、初级飞机、直升机和自转旋翼机项目

（一）有经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飞行空域；

（二）具有滑翔机项目和特技飞行项目相同的场地标准；

（三）硬化跑道长度不低于 600 米，宽度不低于 15 米；

（四）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救生设备和能力。

四、气球与飞艇项目

（一）有能满足气球与飞艇起飞、着陆的场地；

（二）起飞、着陆场地应满足净空条件，平坦、开阔；

（三）有经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飞行空域；

（四）气球与飞艇系留点牢固可靠；

（五）气球系留场地的长度和宽度不低于球体自身高度的

2 倍，且在场地周边设安全警戒线；

（六）有存放燃料瓶等器材的专用库房，消防器材摆放在

明显位置；

（七）配备地空通信设备；

（八）配备风向风速观察装置；

（九）公共指示用标识须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十）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救生设备和能力。

航空飞行营地及设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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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悬挂滑翔翼项目

（一）起飞场地平整，表面牢固，长度不小于 20 米、宽

度不小于20米，坡度不大于40米，周边净空开阔无障碍物；

（二）着陆场地平坦、开阔，长度不小于 150 米、宽度不

小于 80 米，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三）有经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飞行空域；

（四）有无线电通信设备；

（五）起飞场和降落场有风速、风向测定设备；

（六）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救生设备和能力；

（七）靠近水边的场地有水上救生设备；

（八）公共指示用标识须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六、滑翔伞项目

（一）起飞场地平整，长度不小于 30 米、宽度不小于

20 米，坡度不大于 40 度，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二）着陆场地平坦、开阔，长度不小于 50 米、宽度

不小于 50 米，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三）有经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飞行空域；

（四）有无线电通信设备；

（五）起飞场和降落场有风速、风向测定设备；

（六）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救生设备和能力；

（七）靠近水边的场地有水上救生设备；

（八）公共指示用标识须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七、动力伞项目

（一）起飞与降落场地平坦、开阔，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轮式动力伞场地长度不小于 150 米，宽度不小于 80 米；

脚式动力伞场地长度不小于 100 米、宽度不小于 50 米；

（二）有经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飞行空域；

（三）有无线电通信设备；

（四）起飞场和降落场有风速、风向测定设备；

（五）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救生设备和能力；

（六）靠近水边的场地有水上救生设备；

（七）公共指示用标识须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八、航空模型项目

（一）通则

1. 场地应设立观众区和活动功能区；飞行空域内无高大

建筑、高塔或高压线等障碍。

2. 应不影响军用或民航机场正常飞行秩序，飞行活动场

地周边不得有军事禁区和危及飞行安全的设施；

3. 应有广播、通讯设备和配套齐全的供电设备；

4. 应有风速风向测定设备；

5. 大型活动应设置饮水站、救护站、公共卫生等设施；

6. 公共指示用标识须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7. 应具备面积不小于 100 平方米的制作、维修教室。至

少配备 30 张工作台，每张工作台配备电源、独立照明、

维修和加工机械；

8.应具备2-3间不小于45-60平方米的培训教室或工作间。

（二）场地要求

1. 航空航天竞时项目：应具备长、宽 800 米 ×500 米以

上的开阔平坦场地或大于上述面积的不规则场地及对应

大小的空域。

2. 线操纵项目：应具备长、宽 60 米 ×60 米以上的平整

水泥（沥青）或硬化的土场地及观众区；竞速和空战飞

行场地应具备高 2 米金属防护网和长、宽 25 米 ×15 米

待飞区。

3. 遥控项目

（1）特技飞行：应具备长、宽 300 米 ×200 米以上的开

阔、平整场地。场地上应对飞行跑道、飞行区、操纵区、

维护区（待飞区）和观众区进行明确区分和注明。

（2）滑翔飞行：应具备长、宽 220 米 ×220 米以上的开

阔、平整场地。场地上应对飞行区、维护区（待飞区）

和观众区进行明确区分和注明。

（3）室内飞行：应具备长、宽、高 20 米 ×12 米 ×8 米

以上的室内场馆，维护区（待飞区）和观众区进行明确

区分和注明。特技项目应在飞行区与其他区域之间设尼

龙编制防护网。

（来源 : 航管中心）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联合印发

第一条 为促进航空体育的健康发展，加强和规范全国航

空体育竞赛活动管理 , 确保航空体育活动安全 ,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通用航空飞行管

制条例》、《关于加强和改进通用航空管理的意见》、《全

民健身条例》、《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航空体育是指飞行员驾驶民用航空器和航空运动

器材在空间范围内所进行的体育飞行活动的总称。目前

在我国正式开展的航空体育项目有轻型和超轻型飞机、

特技飞机、直升机、自转旋翼机、滑翔机、动力滑翔机、

悬挂滑翔机、动力悬挂滑翔机、热气球、降落伞、滑翔伞、

动力伞、航空航天模型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航空体育竞赛活动 , 是由国务院体育

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批准的 , 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组织举办，并通过航空体育手段，面向大众开

展的航空竞赛、表演和飞行展示等活动。

第四条 国家体育总局主管全国航空体育工作，国家体育

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代行国家体育总局行

政职能，负责全国航空体育工作管理，中国航空运动协

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

区域内的航空体育竞赛活动。

第六条 参加航空体育活动的民用航空器，应当符合中国

民用航空局的相关规定。总参谋部、中国民用航空局等

部门根据职责对空域使用以及参加竞赛的飞行员执照进

行审核认可。

第七条 举办航空体育竞赛活动，要遵守“安全第一”的原则，

认真落实安全责任制，严格按照飞行活动程序组织实施。

第八条 国际性或全国性航空体育竞赛活动计划，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行政部门于每年 10 月底前，报国务院

体育行政部门批准。未列入竞赛活动计划的项目需单独报批。

省级（含）以下航空体育竞赛活动计划，由本级体

育行政部门批准，报上一级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九条 未经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以“世界”、

“国际”、“亚洲”、“中国”、“全国”、“国家”、“中

华”字样举办国际性或全国性航空体育竞赛活动，也不

得以“通用航空节”、“航空旅游节”、“航空文化节”、“航

空体育节”“飞行大会”、“航空体育嘉年华”等名义，

举办国际性或全国性航空体育竞赛活动。

第十条 申请举办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的组织和单位 ( 以下简

称“申请人”)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一）具备法人资格 ;

（二）具备承办竞赛活动资质的管理人员、飞行指挥员、

教练员、裁判员和航空器维修等人员 ;

（三）具有完善的竞赛活动组织实施方案，具备执行竞赛

活动方案、规程和规则的能力；

（四）拥有保障竞赛活动顺利实施的活动经费；

（五）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空域、

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六）符合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具

有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七）办理竞赛活动公众责任险和相关人员安全保险；

（八）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举办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申请人应当向审批该

活动的体育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航空体育竞赛活动名称、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

办单位和支持单位等 ;

（二）举办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的宗旨 ;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竞赛活动计划和审批

全国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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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来源和使用计划 ;

（四）航空体育竞赛活动总体方案、安全方案和应急情

况处置预案 ;

（五）竞赛活动规程和规则 , 包括项目、时间和地点、参

加单位、参赛办法、竞赛办法、裁判办法、奖励办法及

反兴奋剂规定等 ;

（六）举办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 ;

（七）上一级体育行政部门要求说明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体育行政部门接到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申请后，

应当派出专业人员对其举办条件进行考察评估，以书面

形式作出许可。举办国际性或全国性航空体育竞赛活动，

在年度计划审批的基础上，应当提前 6 个月时间，向国

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提出专项申请。

第十三条 获得体育行政部门批准后，申请人应当向当地

空域管理以及治安、工商、卫生、税务等部门申请相关

报批手续。国际性或全国性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由国务院

体育行政部门在审批前向总参谋部、中国民用航空局申

请办理空域使用和航空器适航、飞行员执照审定等相关

手续。

第十四条 经批准的航空体育竞赛活动 , 申请人变更举办

时间、地点、组织形式或撤销该航空体育竞赛活动 , 必须

经原审批单位办理变更或撤销。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所属的航空运动管理中

心，对航空体育竞赛活动履行以下管理职责：

（一）制订或审定竞赛活动计划和规程；

（二）审核竞赛活动方案；

（三）监督竞赛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四）审定竞赛活动场地、设施、设备和器材条件；

（五）指导承办方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六）审核参加竞赛活动飞行员的有效资格；

（七）审核参加竞赛活动航空器和航空运动器材的有效

文件；

（八）对相关飞行员施行备案管理；

（九）选派并培训裁判员和工作人员；

（十）审定、公布竞赛成绩，颁发成绩证书和证章；

（十一）处理竞赛活动中发生的赛风赛纪等问题。

第十六条 主办方应按以下规定组织竞赛活动：

（一）依据空域使用和飞行任务批复，申报调机转场，

组织竞赛活动区域内的飞行；

二）按照竞赛活动安全要求，做好场地、设施、设备、器

材及各项保障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

管理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来源 : 航管中心）

第三章　航空安全与管理

第四章　附　　则

（三）切实加强航空安全教育，严禁超出批准的空域范围

飞行；

（四）遵守体育竞赛活动宣传规定，展开活动宣传和推广

工作；

（五）对体育、军航、民航等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应予

以协助和配合，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十七条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竞赛活动过程的监

管，对赛风赛纪及裁判员执法等进行检查监督，并视情

况指派人员对竞赛活动实行督察。

第十八条 竞赛活动应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参加航空体

育竞赛活动的飞行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必须遵守国家对

体育竞赛的有关规定 , 遵守体育道德 , 严禁使用兴奋剂、

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 严禁利用航空体育竞赛进行赌博活

动 , 竞赛活动期间严禁酗酒滋事，违反者依据有关法规进

行处罚并追究其有关责任。

第十九条 航空体育竞赛活动安全管理，实行谁主办、谁

负责的原则，主办单位对航空体育安全负主要责任。

第二十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根据情节轻重分别

予以警告、全国通报、暂停和取消本次竞赛活动的处罚：

( 一 ) 申请、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 , 有弄虚作假的行为 ;

( 二 ) 从事与申请书中载明的目的和意义不一致的活动 ;

( 三 ) 组织的相关活动有害于飞行员身心健康或有损于社

会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

( 四 ) 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第二十一条 未经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审批 , 违规举办国

际性或全国性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的，将追究主办方和承

办方的相关责任。

（一）擅自举办国际性或全国性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的，将

责令终止其活动，在全国体育系统通报批评，并处以主办

方和承办方 4 年内不得举办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的处罚；

（二）未经批准私自转让举办权的，在全国体育系统通

报批评，并处以责任方 3 年内不得举办航空体育竞赛活

动的处罚。

坚持专注
中国通航医疗救援将走向何方？
访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焰女士

编者按
金汇通航自 2006 年成立至今
十年有余，已发展为拥有百余
名飞行人员、具备专业医疗救
援机队规模以及大机队运行能
力的医疗救援领域的先行军，
十年风雨兼程中，金汇通航有
哪些成功经验能与行业新兵分
享呢？为此，我刊特邀金汇通
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焰
女士与我们谈一谈金汇通航未
来发展及医疗救援板块的布局
与规划。

“金汇通航在行业发展十年有余，大家对于金汇通航的了解已由陌生转

向熟悉，金汇通航的一举一动颇受大家关注。作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希

望做好行业表率，21 世纪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同样，我们通航也应力求创新。”

赵焰说，“目前，我国通航行业持续凝聚能力更多是停留在传统方向上，作

为行业发展的先行者，我们积极探求在传统方向上有所创新。每一次创新对

于政策等势必造成一些影响，或将导致政策的新调整等，从而在某种层面上

来讲，必将推动行业的发展”。

医疗救援项目正是金汇通航积极创新路上的新诉求，这一结果并非偶然，

早已在汶川地震时医疗救援就悄悄埋下希望的种子。赵焰说，“汶川地震时，

在没有政府组织和号召的情况下，金汇通航凭着满腔热情组建了一支抗震救援

队，派出直升机满载救援物资奔赴灾区。我们抵达重灾区文县时，当地老百姓

误以为是政府派来的支援，请求我们的帮助，尽管天气情况比较恶劣，但我们

仍飞进山区实施救援，为当地灾民发放方便面等救灾物资。返航后，我们的整

个机组人员非常亢奋，感觉不到任何疲累感。”正是当时的局面让大家意识到

直升机是可以作应急救援的，也为金汇通航开展医疗救援业务埋下伏笔。”

医疗救援绝非偶然  而是蓄势待发

本刊记者 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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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汶川地震救灾时，作为记者的我，也深深地感受

到赵焰传递的这份热情，她还透露，早些年与阿古斯特公

司洽谈合作时，该公司高层领导屡次与她沟通表示，中国

人口众多，特别适合开展医疗救援业务。过去人口众多但

经济条件相对低下时，人们不太会意识到直升机应急救援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大家的观念

逐渐改变，目前国家正在推行的大健康理念，逐步使老百

姓越来越重视健康与生命的价值。由此，2015 年金汇通航

决定开展医疗救援项目。

综合考虑，首先，从大环境上看，社会氛围、国家政策、

政府意识、老百姓的观念等都已发生改变，才上到下提升

了对健康与救援的认知程度。其次，从金汇通航角度来讲，

今天的我们远别于 8 年前的自己，无论是从运营能力还是

机队规模角度来说，都有诸多提高，已具备大机队运行能力。

在谈及“为何要进行全国布局”这个问题时，赵焰非

常认真地说，“从商业模式突破上讲，如果不具备完整的

救援服务网络，则等同于没有服务能力。”虽然，如今大

家都在说医疗救援赚钱，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乐观。以

国外为例，其医疗救援企业基本通过政府支持、保险介入、

会员入会等方式达到收支平衡与营利。她认为，目前通航

企业营利主要来源于商业市场。目前，中国航空医疗救援

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投入巨额资金用

于通航企业开拓业务，其需一段时间去寻找一种合适的方

式，建立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标准、流程、规范与法规。

我们相信，随着行业不断的发展，政府会出台适当的补贴

政策。政府有警航、救援队等这些公共服务的能力，商业

市场方面还需依靠例如金汇通航这样熟悉市场、具备多年

运营经验的企业来逐步开拓。

赵焰以保险公司为例谈金汇通航的网络化布局，“保

险公司的产品其实也是网点的概念，不管从保险公司的思

维方式还是现实问题来分析，我们都必须实现网络化。因

为，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人，而人是移动的；所以，只有建

立完善的服务网络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果没有将全国

大战略科学布局  网络化服务全国
金汇通航医疗救援核心优势有三：

一、十年扎实的直升机运行能力；赵焰表示：“我们

是专注直升机业务的企业，力求业务专业化。

二、机队统一；目前主要有 AW119 和 AW139 两种

机型。“出于管理精力和运营成本的考虑，我们不会采用

多机型。”

三、不留退路；“我们采购的飞机全是原厂医疗救援

构型，带着 TC（type certification）进来，不可转变为其

它构型。”但从这方面就能看得出金汇通航做医疗救援的

决心。“对比一些公司改装飞机构型，我们的专业性更高。

救命的事不能将就，马虎不得。如果大家想做，那就认真

负责任地做。只有通航企业安全运行，才是对行业健康发

展的最大支持。任何一个疏忽可能都会影响整个行业发展

的进程，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企业的利益诉求导

向不能急功近利，任何一点安全隐患，都可能给这个行业

造成致命的打击。”

整个采访过程中，赵焰一再强调：“做医疗救援的企业，

首先不应考虑营利多寡。作为企业固然应当赚钱，企业如

果不赚钱是不道德的。但不能把赚钱作为唯一目的。”

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 专注扎实做事

各地有机连接起来的服务网络，那医疗救援业务必将不能

持久。医疗救援事情发生的概率相对有限，一次失败或将

造成全盘皆输。所以，可以说我们花万分努力，只为那一

次成功的施救。毕竟，目前中国医疗救援还没有发展到成

熟阶段，这也是我们进行全国网络布局的缘由。”

“既然已确定全国布局的计划，我们将结合经济能力、

可支配收入、车辆保有量等各方面因素的分析结果，逐步

拓宽市场。先从需求量较大的地区、沿海城市开始，慢慢

向内陆延伸。目前，金汇通航已建立 7 个基地，包括河北、

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湖北，北京与天津的基

地也将马上启用。我们网络构建主要以基地和基地医院为

主，基地依托现有机场，基地医院主要寻找有急救能力的

医院，一般都是三甲医院，并与 120 进行合作。

金汇通航直升机数量预计明年一季度将达到 27 架，

明年年底前达到 60 架，第三年达到 120-150 架。目前，

公司正在努力构建运营网络，并加强与各方的合作。据赵

焰透露，金汇通航已与保险公司接洽，已基本确定合作伙

伴关系并达成共识。同时，公司也已开展会员业务，准备

向市场推广 199 元 / 年的会员产品。赵焰表示：“产品定

价是我们在对比了国外一些通航企业的收费标准，并结合

各方面因素后确定的。我认为，收费不宜过高。因为，现

阶段大家对于医疗救援并不熟悉，我们现阶段的主要工作

是为了形成一种预热的氛围，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这项

业务。所以，企业并不应持有那种获取即得利益的想法。”

赵焰透露，金汇通航目前已有 100 多名全职飞行员。

她表示，“金汇通航之所以能做医疗救援，也缘于我们机

完善扩大机队规模  加强各方合作

当企业的能力达到可以帮助别人的水平并加以运用

时，整个团队的内心满足感会油然而生。金汇通航从上

至下早已就这一点达成共识。“武汉当阳爆炸事故救援

过程中，每个人都期望贡献一份力量，团队二三十人在

工作群里接力忙活到凌晨并时刻待命。当时，机组人员

行李都没带就去前线救人。得知伤员被成功解救后，大

家都感动得的热泪盈眶。做医疗救援是一件无上光荣的

事情，但具体操作过程也充满了各种困难。我们之所以

会克服各类困难到全国各地演飞，并非是我们的资金非

常充足，也不是要去做秀。我们希望通过真实的体验，

帮助政府、医院等社会各方面树立医疗救援的概念，慢

慢地让更多的政府认识到我们所作事情的意义，真正体

会到金汇通航的优势及专业性，从而可以在运营环境、

政策等各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

组思想统一、训练标准统一、管理模式统一、发放到每个

基地的手册统一。公司会对每个基地运营团队进行类似民

航局的手册管理，严格按手册执行并按运行规范操作，定

期到基地检查并组织工作人员考试。我认为这也是金汇通

航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举例来说，如果一家平台公司做医

疗救援，它仅仅是将各方资源拼凑在一起。虽然这也可以

提供服务，但其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对于现阶段的中国

通航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假设飞行员突然无法飞又无人可

以替代时，平台公司将如何向合作伙伴交待呢？”

赵焰认为，金汇通航能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这得益于

企业能够立足长远，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问题。“不管何

类企业，都应以健康、长远的发展为目标。”她感慨到，“对

于金汇通航这样走过十载的通航企业来说，如今也面临着

诸多困难之处。对于新进入通航领域的企业来说，要做这

件事情则难上加难。”

她的经验告诉我们，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按计

划踏实前行。今天处理完所有问题后，虽然我们不确定明

天又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向前推动的。“金汇通航的发展，离不开同行的支持与帮助，

在感谢大家支持的同时，金汇通航也会勇于承担更多的社

会责任感，为行业积极健康的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后记

正像赵焰女士所提及的，愿中国的通航企业都能专注扎实

做事、脚踏实地前行，都能走上一条积极、健康、向上的

发展之路。企业强大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由小爱变大

爱的过程中成就了企业自身，也为社会献力献策。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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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共和党人在此次大选中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这不仅为美国，更为
全世界带来了新一轮的变革。生于 1946 年的 Donald Trump （Trump）
不仅获得了共和党人的拥护，其“加强基础建设”的计划也赢得了全美民
众，尤其是过去以炼钢为主业的费城选民的大力支持。这样一位商界精英
以及私人飞机拥有者和他所提及的包括增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案，将如何
影响美国经济、特别是公务机与商务航空产业的发展呢？而这又将对全球
经济与贸易带来何种影响？美国税改对商务航空发展又有哪些影响？

中国公务航空集团董事局
主席廖学峰
谈Trump的生意经
本刊记者 钱思音

美国商务航空发达与其税收

优惠政策有着紧密的关系，其公

务机税收优惠体现在抵税与资产

保值两个方面。公务机作为资产

折旧抵扣所得税，5 年就能折完。

从经济危机开始至今，美国政府

为了刺激公务机销售，推出了“加

速折旧”的税收政策，第一年便

可折旧 50%，这可帮助公务机拥

有者加大税收节省力度。其次，

只要是与企业日常业务相关的公

务机使用，都可以计算入企业运

营成本之中。加之公务机保值能

力强，其寿命在 35-40 年。这样

来看，在美国使用公务机还是很

划算的。

从我个人多年从事公务机买

卖的经验来看，公务机贬值进程

大概是这样的：第1年贬值8-10%，

第 2 年 6%，第三年往后每年平均

贬值 5% 左右，到一定程度后贬值

幅度会更低。这与汽车相同，前

几年贬值程度大，越往后越低。

GA CHINA：对于一位商业精英获选美国总统，您怎么看？
廖学峰 ( 廖 )：成功人士的成长经历应得到表扬与正面宣传，

从而为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要让大家认识到只要肯努力、

吃苦、努力工作，一个人总有成功的一天。成功后享受一下

生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Trump 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不

能算完全白手起家，但他的富豪父亲管得很严，少年时代就

汗流浃背地送过报纸，中学时还被送到纽约军校受训，获得

过上尉军衔。可见，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靠着自己本事

成功”的案例之一。

Trump 是和美国历届总统完全不同的候选人，他能因为

个人资产被写少了跟人家打官司，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美国对

财富较为正面的态度与认知。相反地，中国现在或多或少存

在着仇富的心理与现象。以交通事故为例，大家首先关注的

并非伤者，而是车的品牌。我想，仇富心理的存在对一个国

家的发展有万害而无一利。当然，中国社会情况更为复杂， 

我们有通过贪腐等各类非法行为累积财富的现象。但不管怎

么说，仇富的心里于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GA CHINA：Trump 竞选时使用的波音 757 使用寿命有多久？
请您谈谈公务机折旧对拥有者的影响。
廖：通常来讲，民航客机使用时间在 30 年左右。公务机

由于使用率很低，寿命可达 35-40 年。严格来讲，飞机是

没有寿命限制的。但最终可能会因为零部件、航材取得成

本及难度急剧上升，航电系统老旧不能满足适航需要，导

致公务机使用成本提升或不能适航，客户才会考虑出售及

更换飞机的问题。

从我个人多年从事

公务机买卖的经验

来看，公务机贬值

进程大概是这样

的：第 1年贬值

8-10%，第 2年

6%...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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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CHINA：Trump 上台后，市场上是否会出现公务机购买
的潮流，比如二手机反而比新机更为抢手的现象？

廖：目前没有。但回顾公务机市场，2006-2008 年二手飞机

确实比新飞机贵，这是由于新飞机提货时间太长造成的。

2009 年时，客户想要购买当时售价 5600 万美金的庞巴迪环

球快车 6000 这款公务机，至少需要等上 4 年，2013 年才能

提货。这便导致当时很多客户转而购买二手机。

GA CHINA：客户真的那么着急？宁可多花钱买二手机？
廖：是的，真的那么着急。为什么呢？当时我有好几个客

户都告诉我“我现在必须要买飞机了，因为公司开展了大

量与北美地区的业务，没有公务机业务就无法顺利展开。”

另外，公务机确实在商务合作、企业谈判的过程中起

到了多方面的作用。Trump 本人就完美的诠释了公务机作

为交通工具的便捷性和展示个人及企业社会地位的重要作

用。否则，他怎么会将自己的名字大大的喷涂在 757 机身

上呢？在人与人之间不了解时，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的，

你本人的素养以及所配的行头此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

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但现实中这还是不可避免的。

GA CHINA：整个航空产业链可能会因为美国新总统对航空业
的重视而出现较大幅度的发展，比如产业链后端的拆解业务，
目前国内对这部分业务还不太了解，可不可以给读者朋友们介
绍一下公务机拆解国外是如何进行的？

廖：如果所有者决定不再使用或出售自己的公务机，他会

将其出售给飞机拆解公司，连 GE 公司都有飞机拆解业务。

零部件拆解后可以进行二次利用，但这就会牵扯到一系列

的适航、认证等问题。

GA CHINA：国外著名的飞机沙漠跟飞机拆解是否有关？

廖：只有希望未来重新启用闲置公务机的人，才会将其暂时

停放在沙漠地区，因其干燥环境对飞机航电以及飞机本身的

腐蚀性小。

GA CHINA：Trump 网 站 上“ 加 强
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的承诺是否会
兑现？
廖：美国交通设施还是非常落后

的，Trump 此次计划在美国大兴

土木，进一步提升其交通系统的

能力，特别是美国的机场、航站

楼设计、安检设备远不能满足现

在对安全与安检的要求。上世纪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去美国

买机票都不需要证件，买了机票

走不了直接给别人就行。美国机

场数量庞大，应该不会大力兴建

新机场，更多可能是对机场设备、

基建、空管设备、导航设备、新

一代空管体系建设等的投入。从

前不久上海两架飞机险些相撞这

一案例来看，美国现在已有 8 家

机场安装了预防此类事故发生的

专业设备。我想，中国很快也会

引入此类设备的安装。

原来的导航非常原始，飞机通

过追寻航路地面上的信标机所发射

的信号确认方向是否正确。这也是

为什么咱们国家飞行很少走直线的

原因之一，飞机是跟着地面信标走

的。但随着运输量、飞行量的增长，

这类导航便会被淘汰。未来全球推

行的都将是基于卫星的 ADS-B 导

航系统，通过三点定位确定飞机位

置，获取信息并进行导航。

再看Trump的加强基建方案，

为什么费城有那么多人选川普做总

关于飞机拆解的
那些事 :
据 2013 年普华永
道 (PwC) 的 咨 询
报告显示，越来
越多的飞机服役 8
年就被拆解，原
因是投资者能从
飞机拆解中获得
比运营飞机更多
的 利 润。2014 年
9 月拆解公司 GA 
Telesis 宣 布 与 波
音签订长期协议，
通过波音公司的
零备件网页(PART 
portal) 销售其经过
修理和翻修的部
件。拆飞机分四
步： 买 飞 机（ 如
果没有自己的飞
行）-- 定方案 --
先拆值钱的（优
先拆解发动机、
自动驾驶仪、导
航等电子设备以
及起落架等高价
值部件，再拆解
其他它部件）--
贴标签（每个零
件的身份证）。

给选他上台的 49% 的选民一个交代。不管怎么说，全球化

最终是由科技发展所决定的。阿里巴巴走向全世界，亚马

逊进入中国，这早已潜移默化的改变了全球化的进化方式。

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互惠互利的，中国不仅持有大量美国国

债，在美国也有大量投资。所以，我相信中美间的贸易应

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Trump 骨子里是个商人，他所追

求的一定是美国利益最大化，他一定会采取理性的方式对

待中美贸易，而非因为政治原因砍掉互惠的贸易合作。

GA CHINA：如何选择一家靠谱的托管公司？
廖：我想，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全方位的考量一家飞

机托管公司：

1. 安全考虑；查看公司的安全记录、运营准则，看他是否

能够为客户提供安全运营服务；

2. 服务标准；是否可以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3. 业务特点；如果客户购买波音 BBJ，他的托管公司一定

要具备相关机型服务经验和能力，最理想的是该托管公司

已负责了几台 BBJ 托管；

4. 使用地点；如果客户在北京，就最好应该选择一个基地

位于北京的托管公司；

5. 相关费用；通过各家公司费用的比较选出最合适的；另

外，管理公司的费用管理体系是否科学与完善也是需要考

虑的；一个好的管理公司可以合理控制支出，从而降低客

户需要支付的费用。以酒店费用为例，常年飞行机组人员

的住宿成本很高，托管公司是否能够合理降低这部分成本，

从而降低客户使用费，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6. 资产保值；管理公司是否能科学的保养、维修飞机，若

干年后客户仍可用较高的价格出售飞机；

7. 不要轻信报价；很多费用都是预估的托管费用，客户使用一

年后发现实际发生额远高于当初的报价，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GA CHINA：好的，非常感谢廖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解析了
美国新总统上台对航空业和公务航空的影响。
廖：不客气，非常高兴有机会和《中国通航博览》一起

探讨广大读者感兴趣的公务航空话题。

统？因为这是一个原来以炼钢为主的地区，Trump 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的方案获得该地区选民的大力拥护。从这方面

来看，这与我国通过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

位的思路是一致的。

GA CHINA：Trump作为总统将会对美国商务航空带来哪些影响?
廖：Trump 上任美国总统后对公务机以及商务航空业将

会带来特殊的好处。美国社会舆论一直以来对公务机也存

在着负面的态度，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三大汽车制造商听

证会事件”。2008 年经济危机后，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

濒临倒闭，国会计划出手救助。听证会上有参议员问三位

老板怎么来的，对方回答“坐公务机来的”，这可惹来了

一片嘘声。奥巴马曾经的一些发言和做法，也从某种程度

上影响了商务航空的发展。

Trump则不同，他本人就是公务机的拥有者与使用者，

我认为他作为总统后，会给美国甚至全世界对商务航空和

公务机的看法带来一定的改变。

GA CHINA：美国税改对商务航空发展有哪些影响 ?
廖：整体来看，税改是对公务航空有好处的。美国现在

的税改方案是以提升美国 GDP 为目标的，通过降低所

得税税率，刺激国民多消费，从而拉动 GDP 提升。以

美国的的体量，现在 2-3% 的 GDP 增长率如果提升 0.5%，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在公务机购买环节，除几个州有极

少的税外，全美各地基本在这个环节没有税费。同时，

他们也没有我国现行的 17% 的增值税与其它税费，例如

关税，所以公务机使用成本很低。

公务机使用者不是不交税，而是通过燃油附加税收取

的，这一部分资金直接导入 FAA 信托基金，用以航空发

展建设、以及 FAA 行政管理开销等使用。这也是公平原

则的体现，大飞机加油多、飞的多的就多交税；小飞机加

油少、飞的少的就少交钱。这也是我一直想建议我国更改

针对商务航空税收方式的原因之一，这种方式不仅是公平

的体现，更能促进商务航空发展，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很多飞机拥有者由于国内极高的购买和使用成本，将飞机

注册在境外，国家无形中损失了税收与就业岗位。所谓“上

有政策，下游对策”。但如果以燃油为基础收税，便会促

成商务航空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并提升经济发展。

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以在美国争执了

10 年的“使用费”（user fee）来说，正方希望对每个起

降收取 25 美金的起降费，反方极力反对，这事儿谈了 10

年也没谈成。我国税收等因素集合一起所导致的运营成本

过高，是制约通用航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也要多

方便入手，改善通用航空与商务航空的运营环境，让它成

为真正的 GDP 拉动者。

GA CHINA：Trump 的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观点
是否会影响全球经济合作发展？
廖：当然，这会对全球经济及贸易带来影响。我想，虽然

最终 Trump 未必全部执行选举阶段的承诺，但 Trump 也要

Trump 先生的波音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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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中国通航发展状况与趋势令人担忧。回看当年北海楼市、

几年前的光伏产业、现在各地方政府扶持的无人机产业园、

通航产业园等等，归根结底，主要问题还是在市场。这绝不

是直接可以进入、有无市场和如何打造市场的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

是如何制定市场规则，核心是如何构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的

扶持也应该是对市场环境的维护。以此出发，就要分清地方政府与企

业的职责，政府直接参与市场运作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这其中有些的确不是传统的市场职能，而是需要政府提供

服务的部分，但政府又不能参与运营。这就需要采用运营执照、市场

经营权招标管理等有效的市场化手段。从台湾离岛短途运输的例子来

看，通过严格的十年经营权招标，在测算好政府服务所需要提供的补

贴标准后，管理部门通过招标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控制降低了成本。

同时，通过营造的局部市场规则也保护了企业利益，十年经营权的市

场规则坚定了企业投入培育开发市场的决心。以短途运输为例，没有

长期市场经营权的保障，企业如何投入市场开发？没有清晰的政府职

责的市场化补贴规则，如何期待企业长期赔钱提供航空运输服务？农

业航化作业也是如此。有些地方政府保护当地企业，遏制了竞争，农

户丧失了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所带来的更好的服务品质和更优惠的价格。

培育市场
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更重要
比打造市场

本刊特约作者  朱绍俊

编者按
做市场不如培育市场。就中国通航现有规
模而言，特定市场需求还未被开发，企业
数量却相对较多，各家企业纷纷抢夺原有
相对较为稳定、增量有限的工、农业作业
和培训市场。市场规模没变，企业数量却
激增，这是我们目前应该直视的问题。企
业数量增长后，用于支持企业发展的专业
人才从哪里来？挖！这一挖，给本来底子
就弱的通航市场又带来一记重锤。归根结
底，现如今中国通航业最大的问题是：培
育市场。这是地方政府、各级管理部门都
应重视并需要花心思解决的问题。

英国 Citywing 的运营实践

政府责任重大并不体现在市场的打造或产业园的

扶植，而应体现在科学市场规则的制定，不科学的市

场规则会扼杀市场环境。以医药价格为例，企业可以

用极低的价格中标准入，但中标后基本不保障供应，

扼杀了别的企业提供市场服务的机会。这是因为“市

场”规则没有公平的约束条件。台湾离岛短途运输就

规定了中标企业必须提供的航班座位密度等相应指标。

航化作业，也应制定同样的质量要求、作业效果的标

准和约束机制。

一味地搞低价中标，对违背市场规则、破坏客户利

益的经营者没有约束，这是地方政府职能的缺位。政府

部门有时没有能力去管的很专业、很仔细。这就需要通

过授权专业的产业、商业协会的资源来实现。当然，政

府部门也要合理约束与管理这些协会，防止不公平竞争

和对市场的垄断。 

虽然中国国企是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但企业就是企

业，它不能手握国家赋予的优先政策享有额外市场特权。

很多市场应对所有企业同等开放。美国上世纪 70 年代的

发动机战争，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政府采购成本大幅

降低，发动机产品性能明显提升，维修成本也大幅降低。

当然，政府部门也应合理的扶持市场发展，尼泊尔的短

途运输飞机起降还拥有一定的优先权就体现了政府的扶

持政策。

 政府如何约束资源型非市场化的机场服务收费，并

有效降低还未成熟的运营企业成本、投入基础设施，扩

大企业市场空间？就内蒙通航最早的根河、海拉尔航线

来讲，由于根河机场的设备条件，目视飞行条件导致遣

派可靠性低，乘客无法依赖安全、舒适、快捷的航空交

通方式出行。当地长途车每天下午 3 点半到 4 点以后就

停运，航空运输本应可以进入这块市场，但因受机场设

备条件限制无法实现。以上地区冬季受大雪影响，5、6

个小时的唯一出行方式长途汽车也会有时停运。航空短

途运输由于机场冬季关闭也无法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

下，当地百姓的出行问题该如何解决，应该是政府如何

调配社会资源，营造一定条件下的市场环境的问题了？

 农林作业方面，高效专业化的固定翼航化作业跨区

批准难度不仅提高了成本，更关键的是延误了农时，直

接导致作业低效、零散、质量无法保证的各种野蛮作业

方式迅速占领市场。这一点，从今年作业季后河南农户

对野蛮作业后效果的控诉就能一探问题的严重性。这正

是不合理的超低价格，导致部分企业的诚信缺失，弄虚

作假的恶果。在这种野蛮、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哪

个企业会有动力提升能力、升级高效的设备？中国通用

航空并不缺乏市场，但的确需要人们去精心维护、培育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后记

从这篇短小却分量十足的文章我们可以读出，我国通航

市场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大部分是由市场规则不完善、

混乱等问题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航企业、各地方

政府以及各部门领导者应该如何应对、预防问题的发生，

使市场环境逐步健康化、可持续性的发展呢？我想，理

性面对现实，采用科学的方法培育市场，是我们可以采

取的办法之一。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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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6 年 ,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

展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指出通用航空业是以通用

航空飞行活动为核心，涵盖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

市场运营、综合保障以及延伸服务等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体系，具有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

等特点，为加快提升服务保障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释放消费潜力，实现通用航空业持续健康发展。并且明确

了基本原则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安全第一，创新驱动、

重点突破，全面推进。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低空空

域开放、提升空管保障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

打破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做好整体设计规划，统筹通用

航空与公共航空运输协调发展，推进军民深度融合，推动

通用航空业全方位发展。

一、从我国通航现状 - 看与国外差距
通用航空，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

的民用航空活动，包括从事工业、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

业的作业飞行以及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监测、

科学实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动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第十章第一百四十五条 )。

从我国民用航空法中已经明确了对通用航空的定义，

但是可以看出，民用航空法中所定义的通用航空，可以说

基本是以政府指导、企业参与的通用航空内容。随着我国

对航空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以消费形式所体现的通用航

空就明显的不足，特别是针对一部分以消费为主题的客户，

我国的消费通用航空明显不足，同时私人拥有的航空器（飞

行器）想要实现一个特种需要飞行的状态，目前在我国仍

然表现为乏力。

我国可以把通用航空分为，其一为具有任务性质的飞

行，此类飞行表现为包机、公务机、执行一个特定任务等

飞行；其二为政府指导性质的飞行，此类飞行包括工业、

农业、林业、渔业、建筑业、气象探测、海洋监测、科学

实验、教育训练、航空学校等等；其三为企业性质的飞行，

此类飞行体现在我国高压线路的巡线飞行、管道巡视飞行、

故障排除飞行等等；其四为消费性质的飞行，此类飞行时

为满足对航空爱好者对航空的一种兴趣飞行，诸如体育航

空、消费航空、娱乐航空、私人飞行等等。

而我国医疗卫生飞行、抢险救灾飞行，严格意义上应

为一种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一种特殊飞行，应当有别于

公共运输飞行和通用航空飞行，即使使用大型民用航空器

承担医疗飞行、抢险救灾飞行同样是一种特殊飞行。

根据我国通用航空发展战略来看，通用航空事业的发

展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并以

一种多元化方式进入航空市场、并为社会提供服务，在未

来的几年内，我国的通用航空将更多地服务于各个领域。

根据 2015 年统计，我国目前有实际运行的通用航空

企业和小型运输航空公司268家，从业飞行人员2400多名，

航空器 2210 架。通用航空机场 65 个、筹建通用航空企业

201 家、临时起降点约 300 个。因此，大力发展我国的通

用航空，是适应我国一个巨大的通用航空市场所必需要面

对的。通用航空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之间是有着不可分割

的密切联系的，通航是通过另外一种交通方式服务于社会

的，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主席（NBAA）EdBolen 指出，

通用航空在美国经济和运输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

为全美的公民、公司和社区提供服务。

美国通用航空发展到今天，已经与运输航空一起组成

了美国最安全、最有效的航空运输系统，在美国，航空服

务几乎对每一个人都便利、实用。而作为通用航空，其飞

行主要活动在大都市以外的区域，以其机动灵活的特有方

式每年运输百万旅客、千万吨货物，以最快的速度将邮件

送达更偏远的地区，但同时这些通用航空飞行在一些大城

市也有飞行的足迹。这首先要归功于在 70 年代美国放松

管制政策 ; 其次是发展需求推动了通用航空的发展，从大

城市到边远的小城镇地区修建了许多通用航空机场，通用

航空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

二、从我国通航机场布局 - 看发展潜力
美国大约有 19000 多个通用航空机场，其中包括陆地

机场、水上机场、直升机起降点，其中有 370 多个机场支

持商业运输飞行、2900 多个机场支持医疗救护、政府执法、

消防飞行、抢险飞行和边远地区的飞行、其余的主要为私

人机场，这些机场有约 4000 个左右是向公众开发的。

在美国约有 84 个国家通用航空机场、467 个地区性

通用航空机场、1236 个位地方通用航空机场、660 多个基

础通用航空机场。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6〕38 号），到 2020 年，我国建成 500 个

以上通用机场，基本实现地级以上城市拥有通用机场或兼

顾通用航空服务的运输机场，覆盖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林区、

50% 上，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通用航空企业。通用

航空器研发制造水平和自主化率有较大提升，国产通用航

空器在通用航空机队中的比例明显提高。通用航空业经济

规模超过1万亿元，初步形成安全、有序、协调的发展格局。

（一）通用航空机场建设应当简政放权
根据 2014 年 10 月修订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通

用机场审批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通用航空机场审批权力

下放的地方省级的人民政府，但是所有与通用航空机场建

设的审批流程关系却没有进行调整，简政不放权的状态依

然存在，一个通用机场从审批、建设到颁证要经历众多个

（各）步骤，花费约 2 年时间，   

除 4C 以上的机场仍需要国家发改委审批外，一类、

二类或 A 类、B 类通用机场由省发改委立项审批，三类或

C 类也存在由地市级发改委进行立项审批的情况。对于一、

二类或 A、B 类通用机场的立项审批，一般需要项目法人

委托相关单位进行勘察、检测并出具相应报告，然后获取

相关委办厅局批复后，由所在地发改委向省级发改委申请

立项批复。其中“相关委办厅局批复”涉及部门较多，其

中除省级职能部门外，一般要求获得民航行业审查意见后

再申请省发改委审批。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在我国建设一个通用航空机场

的审批、流程、管理机构的复杂性，如此的审批程序和流

程，一个地方政府、一个企业去完成如此繁琐的各类流程、

难度可想而知，更不用说今后可能凸起的私人建设私人通

用航空机场了、私人拥有航空器的难度所在，这种简政不

放权的状况必须要改变，真正做到政府审批、管理过程的

简政放权，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简政不放权的局面。

（二）明确通用航空机场的定位
交通运输部于2016年3月24日经第6次部务会通过《通

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于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中将原甲、乙、丙三类改为甲、

乙、丙、丁四类。

甲类 通用航包机飞行、石油服务、直升机引航、医疗

救护、商用驾驶员执照培训；

乙类 空中游览、直升机机外载荷飞行、人工降水、航

空探矿、航空摄影、海洋监测、渔业飞行、城市消防、空

中巡查、电力作业、航空器代管，跳伞飞行服务；

丙类 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航空护林、航空喷洒（撒）、

空中拍照、空中广告、科学实验、气象探测；

丁类 使用具有标准适航证的载人自由气球、飞艇开展

空中游览；使用具有特殊适航证的航空器开展航空表演飞

行、个人娱乐飞行、运动驾驶员执照培训、航空喷洒（撒）、

电力作业等经营项目。

以上四类，按照飞行保障可分为：任务性质飞行；政

府指导飞行；企业用途飞行；娱乐、体育、消费飞行。

任务性质飞行；各类包机、公务机、特定要求的飞行、

探测、科学试验等；

政府指导飞行；林牧副渔、医疗救护、消防、航空学

校、政府指定飞行等；

企业行为飞行；各行业的巡线、维护、排除故障、电

力作业、油业作业等；

娱乐、体育、消费飞行；航空体育、娱乐航空、为消

费者提供的空中消费飞行等。

按照各类飞行内容的不同，对于通用航空机场的定位

尤为显得重要，在明确通用航空机场定位后，对机场建设

的规模、资金投入、各类飞行的保障才可以有一个科学的

依据进行论证，而不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建设通用航空机场。

三、从通航分类 - 看消费通航的未来
我国通用航空的未来，更多的需要面对因此而产生的

大量的私人拥有航空器和机场的可能，这也是代表未来我

国私人飞行越来越多的体现着通用航空的发展，更多的以

消费形式出现的各类飞行将越来越多的展现在国人面前，

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发展未来。

（一）消费航空的综合体现
1. 体现消费航空特点、交通、食宿便捷

重点体现以消费为主体的通用航空飞行，包括空中鸟

瞰梧州市地形、地貌，空中飞行 ，以现有城市为依托，解

决地面交通、人员食宿方便、快捷的需求。

2. 航空爱好飞行（空中飞行、热气球、动力伞）

为满足航空爱好者对动力伞飞行、热气球飞行、航空

体育飞行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有动力伞、热气球、航空

体育爱好者群体的各类飞行活动。    

3. 航空夏令营基地

建立航空夏令营基地，组织青少年航空夏令营活动，

主要包括有航空知识、航空展示、我国航空发展、模拟飞

行体验等。

4. 飞行模拟体验馆

建设飞行模拟驾驶舱，体验空中驾驶大型客机的感觉

飞行。

5. 应急医疗和救援

建立承担在紧急情况下航空医疗飞行保障和应急救援

保障基地。

（二）一般性通用航空机场定位
1. 二类通用机场

经营 5-9 座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飞行，日飞行量在

40-60 架次。

2. 跑道建设定位

建设一条长 700 米、宽 18 米跑道，满足塞斯纳 172R

飞机（C172R）的全重起飞要求，同时可以满足 5 座以下

直升机滑跑起飞。

3. 飞行区标准定位

按照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MH 5001-2013）中飞

行区指标 I 和飞行区指标 II 的规定，该机场定位为 1A。

（三）实现军航、民航、通航的信息共享
为大力发展我国通用航空，需要建立军航、民航、通

航之间的各类信息共享，实现空域情况、飞行情况、飞行

动态的信息共享，逐步改变我国通用航空的信息孤岛状况，

从对航空器（飞行器）管理的信息、航空器（飞行器）驾

驶员飞行执照管理信息、飞行任务管理、飞行计划管理、

飞行动态监视、特殊情况信息通报等方面的信息共享，使

得我国的通用航空才飞的起来，从国土防空的角度讲，利

于国家安全。所以需要我国通用航空运行的多种、各类信

息在军航、民航、通航中实现真正意义上信息共享，以到

达安全飞行、监控飞行的目的。

我国通用航空事业发展需要顺应民心
从通航发展 - 看通航发展 作者 崔建强  伊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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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 英国皇家空军（RAF）红箭特技飞行表

演队（红箭）二号飞行员 Matt（红二

号）。这名 40 岁的中尉，1993 年获得私人飞行执照，

1998 年加入 RAF。曾任 RAF 飞行教员，在美国、

中东、丹麦等国完成过多次多国演习。加入红箭特

技飞行表演队前，他在 RAF Leeming 飞 Hawk 

T1 飞机。这是他在红箭的第一年。

红箭飞行员  
       红二号 Matt

告诉您红箭的“小秘密“

The BesT PiloTs
Behind
The Masks

本刊记者  钱思音  张钊

今
年珠海航展，是红箭有史

以来第一次跨越千山万水

跋涉 14000 多公里、飞行

3 个星期来到中国表演。自成立以来，

他们驾驶英国造的飞机在 55 个国家

进行表演。今年在中国的表演，刷新

了红箭表演地的总数至 57 个。

这次，他们不仅为了表演，更

为了完成他们普及航空文化的使命。

作为 RAF 甚至英国的名片与形象大

使，红箭的盛名享誉全球各个国家

与地区。他们每一名工作人员、飞

行员时时刻刻不忘展现迷人的笑容

与谦和的态度。第一次在珠海表演

就让中国人民感受到了他们的激情、

专业与谦和。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

反正我每次看到“一箭穿心”，都

会花痴的特别受用。今儿还有人问

我：“婚礼能预定不？”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飞在天上

和走在路上的他们是那样的不同。

我怎么也不能把与我微笑合影和开

玩笑的可爱大男孩，与天上那驾驶

Hawk 高速飞行还能将翼尖保持在几

厘米、带着面具和 G-Pants 的怪蜀

黍联想到一起。

今天他们中的红二号接受《中国

通航博览》的独家访问，让这位可爱

大男孩给我们讲讲红箭那些“小秘密”。

GA CHINA：红箭平时是如何训练的？

红二号：“飞行训练持续 6 个月，每周 5 天，每天 3 次训练，每次 30 分钟。首先，

我们从 3 机编队开始训练，几周后增加至 5 机编队，几个月后才增加到 7 架飞

机。4 个月后，我们才能开始 9 架飞机的编队飞行训练。当然，每年的训练计

划有所不同，我们需要变化编队位置进行训练。所以，每一年的训练对我们来

说都是全新的，极富挑战的。

GA CHINA：飞行过程当中是否会“昏”过去？如何防范？

红二号：“不会啦 ~ 飞行当中我们不会“Black-out”。除了平时的飞行训

练外，我们每天都会到健身房锻炼以维持较高的身体素质水平。同时，飞行

中我们所穿的装备 G-Pants 也会帮助我们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当我们拉升

时，G-Pants 会通过压力将我们腿部的血液强压回头部，确保我们的脑部供

血量。”

GA CHINA：新队员是怎么选出来的？

红二号：“塞浦路斯基地 7 天选拔工作后的几周，候选人回归服役部队没多久

就会收到红箭发来的信函。对于我来说，作为老队员评估新成员绝对比作为候

选人轻松的多。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面试之一，候选人不仅要坐在三位

面试官面前接受问询，接受每天 3 次的飞行测试，还要接受社交能力测试。大

家需要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共同实现完美表演的目标。所以，新队员的性格与

个性是否能够融入现有团队，则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点。”

“对于我来说，飞行测试更为艰难。这一周的考核更加侧重飞行水平与技

巧；新成员是否具备完成编队飞行的能力也是考核的重中之重。”

GA CHINA：接到入选通知前，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红二号：“我当时紧张极了。之前我就知道，我将在那一天接到最终通知是否

入选红箭。我的领导当时拿这事还玩了我一把。当时，他脸拉得长长的叫我出

去谈谈。我心想，完了，肯定不是什么好结果。还没出门他就憋不住了，大笑

着拥抱我说：祝贺你，你入选了！”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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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CHINA：除了强大的学习能力，红箭飞行员还需具备哪些特点？

红二号：“我想，首先是诚实，这体现在对自己与团队成员两方面。每天的飞

行前后，我们都有 2 场必备的会议：航前准备会与航后总结会。其中，航后总

结会尤为重要。因为每个团队成员要在总结会中诚实地向大家讲述每次飞行的

感受和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诚实的反映其他队员的飞行情况。通过大家的交流，

我们可以更好的提升编队飞行的完美度。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GA CHINA：选拔前你们是否知道要寻找什么样的新队员了么？

红二号：“ 我们很开放，对任何类型的新人都保持开放心态。可能在选拔前，

我们会对新成员有模模糊糊的一些期许。老队员可能对一些候选人有些了解，

有的则完全不认识。其实，候选人能够完全的展示自己而不是试图成为别人，

真实做自己是最好的。”

说到这就要念仔细叨

一下红箭队员的选拔流程了。

红箭每三年选 2 名新队员，最后

由老队员投票决定。在塞浦路斯

基地进行的为期一周的选拔考核，

让他们既兴奋又紧张。最后是否

能够入选，不仅由飞行技能决定，

更加重要的是新人的性格、社交

能力、学习能力等综合能力。

说到这就要念仔细叨一下红箭队员的选拔流程了。红箭每三年

选 2 名新队员，最后由老队员投票决定。在塞浦路斯基地进行

的为期一周的选拔考核，让他们既兴奋又紧张。最后是否能够入选，不仅由

飞行技能决定，更加重要的是新人的性格、社交能力、学习能力等综合能力。

GA CHINA：请谈谈红箭今年的亚太与中东演飞的情况。

红二号：“这次旅程为期 60 天。我们用时 3 周从英国飞抵中国；在这里停留

大约 3 周时间用以在中国各地进行交流，并在珠海进行表演；最后再用 3 周时

间飞回英国。单程距离 14484 公里，加油 22 次（按照标准油箱约为 2500 升容

量计算，12 架飞机单程用油 660000 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 2 升

可乐 330000 瓶啊！同志们～）每次飞行 600 英里（约 965 公里）。此次行程

不但路途遥远，沿途还要经历各类极端天气，例如极端季风、雷暴等。通过我

们的高效沟通与合理的安排，团队才能按时抵达中国参加珠海航展。”

" 通通 "

      告诉你

GA CHINA：红箭是如何向下一代传播航空文化的？

红二号 : “这次中国之行的前 10 天，我们一直在参加各地学校的活动，通过

演讲与分享和学生们互动。这一过程中，我们尽可能的与他们分享成为一个

航空人的路径，他们都需要做哪些努力等等，比如数学、科学、科技、工程

等科目对于未来就业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激发、鼓励

年轻人对于以上科目的兴趣，希望能够在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和个人发展上

起到一些作用。”

GA CHINA：在英国，你们是如何代表 RAF 与大众进行互动的？

红二号：“我们每个飞行表演季度为期 5-6 个月，这次来中国前上一个表演

季刚刚结束，我们完成了 70 多场表演。表演季中每 5 天为一个“PUSH”，

我们便会参加一个航展，我们会尽可能的在航展上与公众见面。你会看到大

家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等着见到我们并获得签名与合影。当然，与公众见

面是我们团队重要的工作之一，尤其是与年轻人的见面更为重要。”

GA CHINA：珠海航展结束后，你们有什么计划？

红二号：“航展结束后我们会休息 2 天，然后就启程飞回英国。珠海到缅甸是

第一站，随后经印度、阿布扎比，最后到达欧洲飞抵英国。预计 12 月 1 日就

能到家了。其后，我们可能会有 1 周到 10 天的假期，然后就要开始新一年的

训练了。因为每个队员都要更换位置进行训练，所以每个人可能都要经受全新

的训练。”

后记
这段采访仅仅持续了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但却让我们见到了一支更加人性化

的红箭。采访红二号的同时，其他队员在一旁的小桌子上聊天、讨论刚刚的飞

行过程。采访结束后，整个飞行队伍马上聚到一起开起了航后总结会。我想，

这一桌穿着红色连体飞行服的英国人，不仅是英国政府的名片，更是全世界航

空人的名片。

" 通通 "

      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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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导致了
中国多起罗宾逊事故？

杜锦义

我之所以说“现在一定伤的很疼”是因为最近中国发

生了多起罗宾逊直升机事故，并逐步引起了行业和媒体的

关注。从业者和运营商们一定已经开始感觉到那种疼痛了。

同时，我希望对社会上的一些错误看法与误传信息进行更

正与解释。

根据亚翔 2015 年年底亚太地区民用直升机机队报告数

据，大中华区（Greater China）共有 764+ 架直升机，其中

246+ 架生产商为罗宾逊。中国有 32.2% 的直升机为罗宾逊

直升机，仅这一数据就能说明这一直升机厂商有多成功，

从中国拥有的罗宾逊直升机数量也已经证明了其产品的应

用程度及品牌价值。本篇文章不

是指出罗宾逊飞机的好或不好，

我们仅希望对最近为何有那么多

罗宾逊直升机事故这个问题，给

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首先，我先与大家分享一下罗

宾逊直升机公司（RHC）早年在美

国的一些历史与相关信息。罗宾逊

直升机于 1970 年代开始生产 R22 直

升机，该机型在 1980 年代早期逐步

成长。因为它体型小且经济性好，

快速在美国尤其是直升机培训行业

得到发展，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

“现在一定伤的很疼！”

本刊特约作者 杜锦义 & 杜凯蒂

1980 至 1990 年间，是很多具备中型或重型直升机飞

行经验的越战空军直升机飞行员进入民航培训的十年。

逻辑上的结论是，当时很多飞行员和其所飞的机型之间的

熟练度与技巧是不相吻合的。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通过

这一厂商所生产的这款机型接受飞行培训的飞行员，较之

1950 到 1970 年代依照就技术生产的直升机来说，对于这

款设计、生产于 1980-1990 年代的新型直升机，熟练程度

不是很到位。

其结果就是，在这十年中，美国与这一厂商、机型相

关的事故发生频繁。除一些极少的区别外，中国也正面临

同样的问题。因为事故与意外的严重性牵扯到了美国的罗

宾逊直升机，为了解决问题，厂商与 FAA 联手制定了一

系列解决方法。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

FAA 与厂商多方努力，大量调查

和 分 析 后，1995 年，《61 部 》

中的特别联邦航空法规（Special 

Federal Aviation Regulation）

No.73 或 “SFAR 73” 在 美 国

正式介绍给直升机行业。除了一

系列特殊要求外，这一法规清楚

写明了在进行某厂商生产的某款

直升机的飞行培训前，教员必须

具备的飞行经验。同时，其中也

规定了作为直升机机长，其必须

拥有从合格教员处（参照 SFAR 

73）获得的相应飞行培训经验。

我们可以通过下图量化这一努力

所取得的成果：

来源：NTSB 数据 8/1/2012

美国注册旋翼机事故汇总 1983-2012 财年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GA CHINA 94 GA CHINA95

虽然事故数量在 1995 至 2000 年间持续上升，但在

2000 年后，这一数字成持续下降趋势。因为罗宾逊是当时

最为流行的飞行培训用直升机，同时其在（飞行）培训和

私用板块占据主要市场，所以从事故率来看，还是呈上升

趋势。碰巧私人飞行与培训始终都是行业内两个最大且事

故最多的板块，两部分合并通常超过 40%。值得注意的是，

在 1995 至 2000 年间，虽然整体事故量有所上升，但 SFAR 

73 设计初衷希望防止的事故类型的发生率明显下降。

中国运营罗宾逊直升机正在面临哪些问题？我认为，

培训是首当其冲的，培养真正的直升机飞行技巧与熟练性

是重中之重。其次是决策能力，航空决策能力的（安全）文化。

我认为国内还没有一套完整的通用航空安全文化。大家都

在各干各的，从而获取更多市场份额。

最近 , 我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Carlsbad 自己的航校中认

识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私、商照飞行员。这些飞行员的飞行

小时数不多，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熟练程度都不尽如人意，

并缺乏在通航运营经验是另一个因素。然而，缺乏特情训

练就更要命了！几乎和我在一起飞的所有飞行员，无论他

们在中国还是海外进行的执照培训，他们对紧急情况没有

任何招架之力。我想，这无疑是对培训教材理解能力缺失

所造成的，而这也是深根于教员与飞行员之间存在的语言

障碍及文化差异之中的。有时我在想，如果由一名缺乏经

验的教员授课，教学效果是否是一样的呢？

对于这些年轻飞行员中的大部

分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何时他们

的直升机会发生什么问题。而直升

机运营安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点在

于，飞行员应该学习在任何不好的

事情发生在直升机身上前，识别潜

在危险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从而避

免危险情景。这样，飞行员们也就

不必要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改出。改

出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但这需要时

间与高度。一名经验不足的飞行员

经常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直升机

至于不可改出的境地。

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刻不

容缓的地步，中国通航行业适时候

推出一个例如中国直升机安全团队

（CHST）的平台，与政府部门紧

密的合作预先认识、分析问题，从

而使我们可以跳过这一不得不由血

水、汗水、泪水组成的黑暗时期，

避免这一现代社会高效工具对宝贵

生命可能带来的不必要的伤害。

It must be hurtIng now!

Observation & opinion
of Robinson Helicopters
in China

i say “It must be hurting now” because the number 

of Robinson Helicopters that have crashed lately in 

China has been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the industry and news media. People and operators must be 

feeling the pain. There are misbeliefs and misinformation out 

there in the public that I would like to correct and explain.

According to ASG’s ASIA PACIFIC REGION CIVIL 

HELICOPTER FLEET REPORT – YEAR END 2015 there 

are 764+ helicopters in Greater China and there are 

246+ helicopters manufactured by Robinson Helicopters. 

That’s a total of 32.2% of all helicopters in China are 

Robinson Helicopters. This number alone speaks for the 

success of this particular make of 

helicopters.

This writing is not here to say 

how good or bad the Robinson 

helicopter is, the number of 

Robinsons airframes here in 

China is the proof for utilization 

and value. I am here to perhaps 

give some insight into why there 

have been many crashes with 

Robinson helicopters.

By  Chin Yi Tu & Candise A. Tu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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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o into this subject, I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information 

and history about the Robinson Helicopter Company (RHC) 

in its early days here in the USA. Robinson started to produce 

R22s in late 1970s and grew through the early 1980s. Being 

a small and economically affordable helicopter, it quickly 

gained in popularity, especially in its deserved position in the 

helicopter training industry in the USA.

1980 to 1990 was also the decade when many former 

Vietnam military helicopter pilots entered the civilian training 

world with backgrounds with mostly medium and heavy 

helicopter experience. The logical conclusion was that there 

was a mismatch in skills and proficiency between many pilots 

and the helicopters they were now flying. Generally speaking, 

many pilots who received their flight training in this era in this 

particular make and model, really were not quite capable 

Source: NTSB data as of 8/1/2012

U.S. Registered Rotorcraft Accidents FY83 - TF12

of handling this NEW helicopter 

technology that wa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in the 80’s to 90’s 

compared to the old technology 

which was developed between 

1950 to 1970. 

Consequently in this decade, 

accidents occurred frequently in 

the US with this make/model, as 

China is having the same problem 

right now, except for a few 

different factors. Because of the 

severity of incidents and accidents 

involved Robinson helicopters in 

the US, the manufacturer and FAA 

worked out a solution specifically 

aimed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Special Federal.

Aviation Regulation No. 73 or “SFAR 73” to Part 61 was 

introduced to the US helicopter world in 1995 after over 

a decade of investigations and analysis by the NTSB, 

FAA and manufacturer. In addition to various specific 

requirements, this regulation spelled out what make/

model experience an instructor pilot must have before 

instructing in this make and model of helicopter as well 

as the flight training experience, received from qualified 

instructors (per SFAR 73) a person is required have in 

order to be a ‘pilot in command’ of this helicopter.  The 

success of this program can be quantified by looking at 

the graph attached below.

While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per year continued to 

grow between 1995-2000, this number continuously 

declined from 2000 onwards. The accident rate may 

have continued to grow because Robinsons were the 

most prevalent primary training helicopter and Robinson 

dominated the training and personal use segments of 

the helicopter industry.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training 

and personal use combined were consistently two of the 

largest segments that had the most accidents, usually 

over 40%.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hile the total 

number of accidents may have grown between 1995-

2000, the types of accidents that SFAR 73 was meant to 

prevent actually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hat are the problems we are facing in China in 

operations of Robinson helicopters? Well, I believe 

training is foremost, training for true proficiency and 

skills in flying the helicopter. Decision making—the 

culture in aeronautical decision making. I think there 

isn’t very much of a comprehensive general aviation 

safety culture, yet. Everyone is doing their own thing 

and competing for market share. 

I have seen some Chinese private and commercial 

pilots coming through here in my flight school in 

Carlsbad, CA recently. The skill level and proficiency 

for these (mostly low time) pilots are not good. 

Lack of experience in operating in general aviation 

is another factor. Lack of emergency training is 

tremendous! Almost all of these new Chinese GA 

pilots, at least many of the ones I have flown with, 

whether trained in China or overseas, were not 

prepared for any sort of emergency situations. 

Without a doubt, I believe much of this is due to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materials, which is 

largely rooted in the “language barrier” that existed 

between pilots and instructors. Sometimes I wonder 

if the subjects were even taught when trained by an 

inexperienced instructor.

For most of these new pilots, they have no idea if 

anything is about to happen to their helicopters. A key 

factor in helicopter operational safety is that the pilot 

should be taught to recognize the potential danger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in, and avoid these 

hazardous conditions, before anything bad happens to 

the helicopter so the pilot would not have to recover from 

that bad situation. The recovery works but it takes time 

and altitude to solve the problem. An inexperienced pilot 

often risks unknowingly putting the helicopter outside of 

the recoverable space.

I believe without delay, it is time for the industry to 

formulate a platform such as the CHST, working with 

government entities to lead and anticipate issues, and to 

jump over the dark period of blood, sweat, and tears and 

the unnecessary loss of precious lives in this wonderful 

and useful tool of modern society.  

通航老炮儿和战士
GA SoldierS & F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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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AFUN.CN is China General 
Aviation Culture Media Group’s 
Official Website, which provides 
databases and reports online search 
and download, GA China Magazine 
download, China GA Quest online 
broadcast as well as aviation themed 
presents customization services. 
Meanwhile, the results of our series 
questionnaires will be displayed 
online too. 

GAFUN.cn

How to impress your clients by the 
gifts you gave them? Expensive is 
not the answer. What we want is 
presents that are creative, high quality 
with a reasonable price, and highly 
recognizable with your company 
essence in. Our customized presents 
could provide you the best choice that 
combine your needs and creative gifts 
design perfectly, make your company 
stands out from the ordinaries. 

Customized Presents

W e  o f f e r  G A  b u s i n e s s  t r i p 
arrangement and training services 
including China, New Zealand, 
A u s t r a l i a ,  A m e r i c a ,  C a n a d a , 
Eng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to 
you. Your needs will be satisfied in 
th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way. Trip 
content includes but not limited to 
GA airports, operators, maintenance 
companies, training organizations,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as well as 
OEMs. 
Together with our global partners, 
we could also provide business 
deleg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for 
other industries in the stated nations, 
which include emerging industries, 
forest and farm, IT and finance 
industries and the like. 
Meanwhile, for foreign aircrafts and 
aviation industry related products 
that would like to enter China market, 
we could introduce you to the related 
entities and potential partners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Business Trip
& Training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In spite of our monthly salons which 
videos wi l l  be uploaded to our 
website, our professional video and 
film production team will start to 
deliver series of GA themed online 
program for our clients. Meanwhile, 
we could provide customized video 
and film production services to you, 
assisting your company to present 
a multi-dimensional & 3D branding 
image to your clients. 

Video and Film

We Can

China General Aviation Culture Media Group

Make GA & the World Get to Know Each Other

Your Multi Media Solution Provider & Event Planner

Multi Media Platform

GA China is  a  f ree b i-month ly 
bil ingual publication, dedicated 
to create a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for the GA industry. From 
here, China GA market is introduced 
to you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ile the essence of general aviation 
from th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is 
displayed to our readers through our 
platform. 

GA CHINA Magazine

Besides news and information, 
serving as company’s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in-depth industry interviews 
and reports will be presented here to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aviation 
industry in China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industry participants. You 
can also browse aviation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laws and exhibitions 
information, customize your company 
presents here. An interactive section 
will be launched soon to further 
communicate with our readers. 

Social Media Platform 
“CRIGA_GA” WeChat Account

We provide customized exhibitions, 
summi ts  &  semina rs ,  fo rums , 
press conference, PR and related 
events organiza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services. 

Events & 
Exhibitions

Our chief designer was served in one of 
the top airline companies in China for 
years and she leads our talented User 
Experience Design team with plenty 
design experiences in the aviation 
industry that could deliver interaction 
design, vision design, user experience 
design, user interface design and web 
develop design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which includes but not limited to VI, 
brochure, publication, APP, as well as 
website design services and the forth.

User Experience Design

is a free bi-monthly bilingual publication, dedicated to create a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for the GA communicty. 
From here, China GA market is introduced to you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ile the essence of general aviation from th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is displayed to our readers.

There are News Express, Special Focus, GA People, Special Column, Operation & Management, Culture & 
Fun, Product & Technology and Selected Articles in English sections in GA China. Our magazine primarily 
focuses on interviews with industry stakeholders and participant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theme of each 
issue. Meanwhile, some of our special columns and series articles are written by our distinctive writers from 
the U.S., as well as CAAC officials.

E-magazine

Salons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printing 
copies, we provide E-magazine to our 
readers through our database (2000+), 
WeChat public account (1800 readers till 
end of 2015), and other channels as well, 
which include online magazine reading 
websites such as Viva\ Dooland & Issuu, 
4 professional GA websites and other 
online channels. Dooland is one of our 
biggest E-magazine distributors, which 
has millions of users.

Together with Beihang, our GA series 
sa lons are  he ld  in  Be i j ing month ly. 
Meanwhile, we wil l  also give special 
salons in other cities where major aviation 
exhibitions are held.

Distribution 

GA ChinA

events & Activities

Printing Issue

Offline events

We have accumulated quite a number of readerships (14000 
per issue: printing + E-copies) through the past 3 years, and 
the figure keeps growing. Our distribution channels cover 
OEMs \ GA operators \ flight training schools \ avionic and 
aviation material agencies \ government agencies \ industry 
parks \ GA airports \ libraries \ and the forth with 2000 
printing copies per issue. 

GA China is distributed on every self-owned jet by Sino 
Jet starting in 2016, and we are negotiating with China 
Corporate Jet Alliance for further collaboration now.

Meanwhile, we provide numerous free magazines at almost 
all the important aviation exhibitions and seminars in China 
every year. (1000 copies more will be printed per exhibition).

In order to create a casual atmosphere for our readers 
to socialize, together with different partners, we provide 
offline events for them, such as automobile theme 
weekend gathering, glider demo flight, aviation museum 
tour and the forth.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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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training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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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Board of Sino Jet Fl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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