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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2017 年已经过半，但对于《中国通航博览》杂志来说，我们似乎已经提前迈入了
2018 年。整个团队被无形的小鞭子抽着，紧锣密鼓地追着进度跑。9月份即将在天津举办的
中国直升机博览会，将是国内通航圈又一盛会。而《中国通航博览》杂志社也将在此次盛会
中举办直升机论坛，给奔波在第一线的工作者一个平台，谈谈他们切身运营、管理过程中总
结的经验和碰到的问题。另外，我们还将举办与众不同的摄影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国
直升机盛会中去。

主编游学已近半年，在这过程中我亲身感受之深难以言表。旅途中经过的农场、家门口的
直升机公司、学校上空每天飞过的直升机、奥克兰城里的救援与观光直升机、航空俱乐部的随
意进出，等等等等。我只想说，干通航急不得。行业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起来的通航小镇；
也不是有谁一拍脑袋就能搞成的通航机场。这是多年沉淀、积累后的结果；就像北京的地铁、
上海的高架和天津的建筑群。今天风景的壮丽或是生活中的便捷，都是前人一点一滴努力累积
的成果。也许这不仅是一代人，而是愚公移山般的祖祖代代才能完成的工作。今天我们中的
大部分人，都将成为植树的那一批人，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成为辛勤付出的那几代人中的一批。
对此，您准备好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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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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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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末：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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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
求，批准黑龙江凯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换发通用航
空经营许可

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
求，批准吉林省翼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通用航
空经营许可。

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
求，批准吉林省福航航空学院有限公司变更通用航
空经营许可。

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
求，批准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通用航空
经营许可。

东北地区管理局

华东地区管理局同意浙江德盛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
更法定代表人

华东地区管理局同意安徽顶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换
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及变更企业名称

华东地区管理局同意浙江白领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变更企业住所和经营范围

华东地区管理局同意江西赣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
用航空经营许可

华东地区管理局同意山东翼龙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变更法定代表人

华东地区管理局同意江苏华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
更企业住所和基地机场

华东地区管理局同意山东高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企业名称和企业地址

华东地区管理局同意上海新空直升机有限公司通用
航空经营许可

华东地区管理局同意南山公务机有限公司变更法定
代表人及基地机场

华东地区管理局

新疆管理局同意颁发新疆金丝路凤凰通用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

新疆管理局同意颁发天路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
可证

新疆管理局

西北地区管理局同意西安斯迈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
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

西北地区管理局同意西部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
更经营许可证

西北地区管理局同意给西安惠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颁发经营许可证

西北地区管理局同意陕西凤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责
任公司换发经营许可证

西北地区管理局同意西安航空基地金胜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换发经营许可证

西北地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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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镇江市发展改革委纪检组长任
曼青带领相关处、室负责人来到镇江大路通
用机场专题调研通航产业发展情况，开展
“暖企惠民”走访活动。

调研组先后来到机场综合楼、飞行控制
区、停机坪、机库，详细询问当前机场和驻
场通航企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在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大路航空负责人介绍
了镇江航空航天产业园的发展情况，机场负

责人汇报了机场运营并被正式列入民航局印
发的《通用航空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服务企业项目座谈会上，
调研组和通航企业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任曼
青表示走访调研活动是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从企业的实际需求出发、实际困难着
手，切实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
表示在未来大路机场二期和水上机场的报批
建设过程中将一如既往给予全力支持。

镇江发改委走访
大路通用机场
支持通航产业发展

近日，在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中航通飞华北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员工在组装
小鹰 500 飞机。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着
力建设航空制造、改装维修、通航运营、科

技研发、会展销售、航空运动及航空培训七
大板块，打造全产业链通用航空产业。2017
年初，该园区被国家发改委批准为首批通航
产业综合示范区。

石家庄建设七大板
块打造通用航空
全产业链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今天宣布，我国
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首飞
机，目前正在紧张进行首飞之前的最后准备，
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实现陆上首飞。

作为我国目前研制过的最大的水陆两
栖飞机，AG600 的首飞对于中国的整个航

空工业来说意义重大。根据计划，AG600
在首飞前还将进行最后一项大型实验——
全机共振实验，来进一步验证可靠性，随后
就会在今年 5 月中下旬迎来地面首飞，首
飞机组目前已经确定。

AG600 今年 5 月下
旬地面首飞
首飞机组已确定

3 月 29 日消息，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
统公告显示，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的挂牌申请获得批准，并于今日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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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贝新三板研究院资料显示，金汇通航
主要业务为直升机运营服务。

金汇通航新三板挂
牌上市 16 年 1-7 月
营收 2.89 亿

3 月 28 日至 29 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苏勇带队到浙江省绍兴市，考察精功通用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洽谈低空飞行项目。

苏勇在洽谈中说，恩施市被誉为“中
国三大后花园”之一，市内旅游资源多样、
文化内涵丰富、自然环境秀美。近年来，

恩施市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挖掘资源潜力，
2016 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14.1 亿元。为
进一步拓展旅游空间和提升旅游品质，恩施
市拟引进低空飞行项目，希望精功通用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为项目落地提供支持，力争早
日开工。

恩施与精功通航合
作拟引进低空飞行
项目

3 月 21 日， 中 国 航 空 工 业 生 产 的
AC311 警用直升机顺利转场交付合肥市公安
局，正式开启空中警务巡航任务。AC311 警
用直升机的投入使用，将进一步提升合肥市
公安局的快速反应、社会面防控、打击暴力
恐怖犯罪和应急救援能力。这也是 AC311
警用直升机在本月的第二次交付用户。

当天上午 9 点 30 分，AC311 警用直升
机徐徐升空准备转场，机身上“合肥公安”
四个大字格外醒目。11 点 15 分，直升机转
场至合肥骆岗机场，顺利完成交付。AC311
型直升机作为昌飞公司交付给公安系统的第
六架警用直升机，本次转场，也给合肥市公
安局警航机家族增添了新成员。

AC311 警用直升机
顺利转场交付
合肥市公安局

2017 年 3 月 13 日 -14 日，华北局对河
北平乡通用机场场址进行了现场审查并组织
召开了场址报告评审会。民航华北地区管理
局、民航北京监管局、民航河北监管局、中
部战区空军、河北省交通厅、邢台市和平乡
县政府相关单位、设计单位及民航工程咨询
公司等单位代表和专家参加了评审。

本次选址工作因条件所限仅提出艾村
一个场址。参会代表和专家现场踏勘了艾村
场址，听取了设计单位关于选址报告、空域
使用和飞行程序设计报告的汇报，会议对艾
村场址的符合性进行了审核论证。经研究讨
论，原则同意将艾村场址作为平乡通用机场
的建设场址。

华北局对河北平乡
通用机场场址
进行现场审查

近日，华北局适航审定处对辖区内北

华北局完成 Y12 飞机加装大气物理测量
设备审查

京安达维尔通用航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申 请 的 STC 项 目：“Y12IV 型 飞 机 加 装
大 气 物 理 测 量 设 备” 完 成 了 补 充 型 号 合
格审定。

2017 年 3 月 21 日，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四川纵

华夏飞机工程顺利完成首例湾流 G550 定检
横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横航空”）
湾流 G550 完成 48M(4C 级别 ) 定检维修工作。
这是华夏飞机工程取得湾流 G550 定检维修
能力后完成的首例湾流G550维修定检工作。

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
理中心主办，2017 年全国室内跳伞训练营

国内首个室内跳伞训练营在重庆际华园开营
在际华集团旗下的重庆际华园极限运动中
心开营。该训练营也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室内
跳伞训练营，来自全国十余个省市的 30 余
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将在重庆际华园极限运
动中心进行为期 6 天的训练。

3 月 31 日，在南京江北新区投资论坛暨产业基金揭牌仪式上，南京江

南京江北新区“通航基金”正式揭牌
北新区“服贸基金”与“通航基金”正式揭牌。
这种政府、银行、基金管理人三方合作的开
创性模式，通过创新发展“三螺旋”结构的
搭建，正在渐渐地把问号拉直。

3 月 20 日下午，萍乡武功山管委会与

武功山通用机场将打造为全省
低空旅游示范基地

江西航空投资有限公司举行萍乡武功山（芦
溪）通用机场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此次签约
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游客们将可乘坐通
航飞机飞越萍乡武功山景区，饱览“空中草
原”风光将成为旅游新玩法。

2017 年 3 月 28 日， 华 北 局 航 卫 处
监 察 员 对 汉 能 公 务 机 公 司 的 航 空 卫 生 工
作 进 行 了 检 查。 检 查 组 采 取 听 取 汇 报、
查 阅 记 录、 现 场 检 查 等 方 式， 重 点 对 公
司 航 空 人 员 体 检 合 格 证 符 合 性、 单 位 对

空 勤 人 员 的 健 康 管 理、 航 卫 事 件 报 告、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处 置、 机 载 应 急
设 备 配 备 的 管 理 以 及 空 勤 人 员 航 卫 规 章
与 健 康 安 全 责 任 教 育 等 方 面 工 作 的 落 实
情况进行了检查。

华北局对汉能公务机
公司航空卫生工作
实施监察

德事隆集团旗下德事隆航空携业界领先机
型——赛斯纳奖状 XLS+ 轻中型商务机和赛斯纳
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涡桨飞机亮相今年 4 月 11
至 13 日于上海虹桥机场举办的亚洲公务航空大
会及展览会（ABACE）。为期三天的展会上，

公司重点介绍了全新大客舱商务机家族的成
员——赛斯纳奖状纬度中型商务机、赛斯纳奖
状经度超中型商务机和赛斯纳奖状 HEMISPHERE
大客舱商务机，该系列将以更广泛的功能与业
界顶尖的性能全面满足市场需求。

德事隆航空携多款
机型亮相 2017 亚洲
公务航空展

2017 年 4 月 5 日，中国上海——霍尼韦尔 2017 年将向鹰直升机公司

霍尼韦尔发动机助力鹰 407HP 直升机鹰击长空
交付十台 HTS900 发动机。鹰直升机公司在
今年一月向霍尼韦尔追加订购了八台新发
动机，其此前订购的两台预计将于今年第二
季度交付。

从 2017 年江西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上了解到，南昌航空城北区投入

江西省将新建 20 个通用机场覆盖所有设区市
使用、南区 5 个厂房完成主体施工，瑶湖
机场今年年底将竣工。武功山通用机场已在
近期开工建设。到 2020 年，江西省将新建
20 个左右通用机场，基本覆盖所有设区市。

要点回顾
Key New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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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2017 年亚洲公务航空会议
及展览会（简称：ABACE2017）在上海开
幕，该展会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公务航空
盛会。本届展会共有国内外 178 家展商，35

架世界顶尖公务机参展。自 2012 年展会首
届举办以来，南山公务机已经连续六年参展，
该展会也见证了南山公务机六年以来的发展
与壮大。

南山公务机亮相
2017 亚洲公务航空
展览会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今天宣布，我
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首
飞机，目前正在紧张进尊翔公务航空（下
称尊翔）将携首创 24 座全头等舱构型庞
巴迪挑战者 850 机型亮相 4 月 11 日至 13
日在上海举办的 2017 年亚洲公务航空大
会及展览会（ABACE）。瞄准传统商业航
空头等舱与公务航空服务的中间市场，尊
翔 24 座庞巴迪挑战者 850 一经推出，就
相继在商务出行、高端定制旅行、体育团

队出行等多领域获得市场青睐。行首飞之
前的最后准备，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实现陆
上首飞。

作为我国目前研制过的最大的水陆两
栖飞机，AG600 的首飞对于中国的整个航
空工业来说意义重大。根据计划，AG600
在首飞前还将进行最后一项大型实验——
全机共振实验，来进一步验证可靠性，随
后就会在今年 5 月中下旬迎来地面首飞，
首飞机组目前已经确定。

尊翔公务航空
24 座公务机
参展 2017ABACE

4 月 26 日 13 时， 在 银 川（ 月 牙 湖）
通用机场，一架红白相间的空客 EC130T2
直升机停靠在起飞点，等待飞行指令。经过
100 多项仔细检查之后，根据适航要求，维
修人员与机组成员交接放行飞机。

13 时 30 分，随着螺旋桨高速运转，蜂
鸣般的声音响彻天空，直升机从机场 1 号
空域成功起飞。这一飞可不平常，它标志着
银川市实现了通用航空公司持证“第一飞”。

西部通航直升机
首飞成功银川迈入
空中观光时代

4 月 26 日上午 10：00，密云机场。
随着电力应急抢修直升机的升空，一

场由北京华彬天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和国网北京密云供电公司联合开展的“恶
劣天气下利用直升机开展供电线路巡视”

的演习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习旨在进一
步提升双方在服务社会、服务地方、服务
百姓等方面的品质、能力和水平，为密云
区“四个走在前列”目标保驾护航，为地
区百姓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

华彬天星开展恶劣
天气直升机供电线
路巡视演习

中国上海 2017 年 3 月 30 日消息，巴
西航空工业公司将参加 4 月 10 日至 13 日
在上海举办的 2017 年亚洲公务航空大会及
展览会（ABACE），并展出旗下三款公务机

机型——世袭 1000 超大型公务机、莱格赛
500 中型公务机和飞鸿 300 轻型公务机。航
展期间，飞机将在上海虹桥机场霍克太平洋
公务航空中心做静态展示。

巴航工业携全系列
公务机亮相
2017ABACE

2017 年 4 月 6 日 - 空中客车公司将参
加在上海举行的 2017 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和

空客携 ACJ319 公务机 亮相 2017ABACE
展览会（ABACE）并展出一架 ACJ319 公务
机。这不仅充分体现出空客公务机对于中国
市场的重视，而且有意向的客户可以在航展
现场登上这架 ACJ319，亲身领略所有参展
公务机中最宽的客舱。

BELL HELICOPTER，A TEXTRON 
INC.(NYSE:TXT) 公 司， 和 UNITED 

贝尔在中国交付首架紧急医疗服务 (EMS)
直升机

ROTORCRAFT11 日宣布，将一架 BELL 429
交 付 REIGN WOOD INVESTMENT，LTD.，
(REIGNWOOD)。该直升机将作为在中国紧
急医疗服务 (HEMS) 领域服务的首架贝尔直
升机。

4 月 7 日，落地于银川滨河新区的年产 200 架阿
尔法教练机、100 架超轻型飞机项目通过环评评审。

通用飞机生产项目落地银川滨河新区
参与评审的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的环保措
施可行，编制的环评报告书符合地方产业发
展规划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这意味着，通
用飞机生产项目将落地银川滨河新区，填补
宁夏通航产业的空白。

2017年4月11日，2017年亚洲公务航空会议和展览会（以下简称“ABACE”）

金鹿公务亮相 ABACE2017 发布春季新产品
在上海虹桥机场开幕，金鹿公务携手旗下公
司，UAS，HONG KONG JET 以 及 ASIA JET
联合参展，以本次展会最大的展台，展示出
世界领先的公务航空品牌形象。

2017 年 4 月 11 日 —— 亚 洲 公 务 航 空 会
议及展览会（ABACE）今日在上海隆重开幕，

麗翔公务航空亮相 ABACE 获大中国区客户
选择奖

香港麗翔公务航空在首日荣获 JSSI（JET 
SUPPORT SERVICES，INC）颁发 2016 年大
中国区客户选择奖，并宣布与公务机维修供
应商 EXECUJET 及飞行风险管理服务供应商
MEDAIRE 签订合作协议。 4 月 27 日，第一届中欧民用航空安全年会在上海召开。

第一届中欧民用航空安全年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由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和欧洲航
空安全局（EASA）共同主办，围绕进一步
深化中欧民航合作、促进中欧航空安全发
展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4 月 25 日，空中客车直升机在其总部附近的圣维克托雷航空博物馆庆

空中客车直升机庆祝小羚羊直升机首飞 50 周年
祝小羚羊直升机首飞 50 周年。

自 1967 年 4 月 7 日首飞以来，小羚羊
服务于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00 家用户，
其易于维护和高可靠性的特点广受赞誉。

3 月 31 日，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
公司发布《关于中信海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中信海直融资租赁公司完成工商登记
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显示，公司
已完成子公司中信海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领取了由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28 日， 华 北 局 航 卫 处
监 察 员 对 汉 能 公 务 机 公 司 的 航 空 卫 生 工
作 进 行 了 检 查。 检 查 组 采 取 听 取 汇 报、
查 阅 记 录、 现 场 检 查 等 方 式， 重 点 对 公
司 航 空 人 员 体 检 合 格 证 符 合 性、 单 位 对

空 勤 人 员 的 健 康 管 理、 航 卫 事 件 报 告、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处 置、 机 载 应 急
设 备 配 备 的 管 理 以 及 空 勤 人 员 航 卫 规 章
与 健 康 安 全 责 任 教 育 等 方 面 工 作 的 落 实
情况进行了检查。

华北局对汉能公务
机公司航空卫生工
作实施监察

2017 年 4 月 6 日 - 空中客车公司将参
加在上海举行的 2017 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和

空客携 ACJ319 公务机亮相 2017ABACE
展览会（ABACE）并展出一架 ACJ319 公务
机。这不仅充分体现出空客公务机对于中国
市场的重视，而且有意向的客户可以在航展
现场登上这架 ACJ319，亲身领略所有参展
公务机中最宽的客舱。

近日，无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一平来
宜，专题调研丁蜀通用航空产业园项目推进
情况。宜兴市委书记沈建、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刘亚民陪同调研。

在现场，徐一平详细听取了通用航空产
业园项目的规划建设情况汇报。丁蜀通用航
空产业园规划总面积 8.8 平方公里，将围绕“一
轴二翼三圈”产业布局，聚焦飞机总装研发
生产、通航关键零部件制造、商业航空运营、
特色滨水通航小镇四大方向，以及航空制造、
航空旅游、航空保障、航空培训、航空服务
五大板块，致力打造华东地区首屈一指的

通航产业招商引资的主要平台，全力争创国
家级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园区。该项目自
2015 年筹建以来，现已编制完成产业发展规
划、空间布局概念规划、水系调整等专项规划。
同时，先后签约亚捷航空、精功通航、润东通航、
航空博物馆等5个通航项目。另外，总投资2.98
亿美元的道尼尔海翼飞机项目年内将完成 3.2
万平方米的建设体量，明年将实现首架海星
水陆两栖飞机的总装下线；丁蜀通用机场总
投资近 4 亿元的一期建设项目将于年内启动
建设；总投资 2 亿元的华飞项目已完成土地
平整，项目将于今年下半年进入建设程序。

总投资近 4 亿
丁蜀通用机场一期
年内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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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第一届中欧民用航空安全年会在上海召开。

第一届中欧民用航空安全年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由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和欧洲航
空安全局（EASA）共同主办，围绕进一步
深化中欧民航合作、促进中欧航空安全发
展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4 月 25 日，空中客车直升机在其总部附近的圣维克托雷航空博物馆庆

空中客车直升机庆祝小羚羊直升机首飞 50 周年
祝小羚羊直升机首飞 50 周年。

自 1967 年 4 月 7 日首飞以来，小羚羊
服务于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00 家用户，
其易于维护和高可靠性的特点广受赞誉。

4 月 27 日，青岛联合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与空客直升机公司在北京签署合资协议。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市委副书记、
市长孟凡利，空中客车公司首席运营官法
布里斯 • 布利叶出席签约仪式。

空中客车公司是航空、航天及相关服
务领域的全球领先者。空客直升机公司作
为其全资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直升机制

造厂商。根据协议，空客直升机公司将与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青岛联合通航公司共
同成立合资公司，并在即墨华山建立一条
H135 型直升机总装生产线，计划于 2018
年底正式投产，设计产能 36 架 / 年。建成
后的总装线将成为空客直升机在欧洲以外
的第一条 H135 型直升机总装生产线。

青岛空客直升机
项目在京签约
设计产能 36 架/年

4 月 28 日，2017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
会执委会在西安召开首次新闻通气会。西北
通用航空协会理事长、航空基地党工委副书
记、纪工委书记张炎作为新闻发布人，向中、
省、市主要新闻媒体通报了本届大会基本情
况与筹备进展。

2017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将于 8 月
24 日至 27 日在西安绿地笔克会展中心举
办，届时海内外将有 500 余家企业参展，

包括国内外通航发展园区、产业集团、运
营企业、制造企业、维修企业和行业协会
等多个领域的展商，其中，不乏中航工业、
海航集团等大型航空企业。目前，境外参展
商已经确定 30 家以上，美国、捷克、加拿大、
新西兰等国家都已明确组团参加，展示世界
主流的通航飞机和相关产品，将为大会增添
更多的国际元素。

2017 西安通用航
空大会将于 8 月 24
日至 27 日举办

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最新公告显示，
云南凤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拟挂牌新
三板上市。

凤翔通航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公
告显示，凤翔通航 2015 年度、2016 年 1 月 -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1893.98 万元、2210.13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47.19万元、395.93万元。

同花顺新三板资料显示，云南凤翔通用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通用航空作业和
航空器租赁业务。

凤翔通航获批登陆
新三板 16 年1-9 月
净利润 396 万

近日，内蒙古监管局受理了内蒙古通用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拟增加 CCAR-135 部空中游览
起降机场的申请，并成立审定小组开展补充运
行合格审定工作。

审定小组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重点
对公司运行手册、符合性声明、运行规范、工

程手册、训练大纲等手册、文件的编写、修订
进行了审核，并于包头机场开展空中游览验证
飞行。检查了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以及其他相
关专业技术人员的资质符合性，重点检查了相
关人员的飞机性能熟悉程度和操控能力，航行
资料的掌握情况，以及安全教育、专业培训情况。

内蒙古监管局开展
内蒙古通航补充运
行合格审定

为期 5 天的 2017 郑州航展暨世界编队特技飞行年度颁奖盛典，于 4

郑州航展 多国特技飞行队受邀表演
月 27 号在上街机场开幕。当日，来自美国、
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等
10 个国家的 14 支特技飞行表演队、40 余
架特技飞机参演，呈现了一场蓝天盛宴。

日前，沈阳法库通航产业基地重点项
目举行开复工仪式，法库县领导王大为、刘
国印参加仪式。此次开复工项目涵盖了通航
研发制造、运营培训、农林作业、特技飞行、

休闲旅游等产业，包括锐翔新能源飞机学术
交流中心、联航神燕整机制造、奥斯特直升
机运营基地、国信特技飞机和农林运营基地
以及十间房镇辽庄生态园等项目。

沈阳法库通航产业
基地重点项目举行
开复工仪式

2017 年 5 月 4 日， 北 京 999 急 救 中
心与空中客车直升机，于德国多瑙沃特签
署协议，计划采购一架 H145 直升机。此
架直升机是中国首架配有绞车设备，专门
用于医疗救助和海陆上搜救任务的 H145

直升机，计划于 2019 年交付使用。
目前，北京 999 急救中心运营有中国

首批拥有完备空中救护系统的两架 H135
直升机，为京津冀地区提供直升机紧急医
疗救援服务。

北京 999 订购中国
首架医疗搜救 H145
直升机

2017 年 5 月 2 日，美国联邦航空局正
式授予西锐愿景喷气机生产许可证。随着愿
景喷气机从明尼苏达州德鲁斯西锐总部的
生产线下线，这一生产许可将大大加速愿景
飞机的交付进程。愿景飞机是为那些怀揣

喷气激情的驾驶员们量身定制的世界首架
单发“私人”喷气机。该机型现已斩获 600
架左右的用户订单，且于去年 10 月成功获
得美国联邦航空局适航认证，并有望近期获
得欧洲航空安全局的适航许可。

西锐愿景飞机获
生产许可证已获得
600 架订单

5 月 4 日，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向奈特捷喷
气飞机有限公司（NETJETS）交付了其生产的
第 1100 架喷气公务机，在公司业务发展历程
中再次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本次交付的机型是

全球最畅销的一款公务机机型——飞鸿 300 轻
型公务机。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务航空服务公司
之一，奈特捷公司为客户提供产权共享、飞行
小时卡、飞机托管和包机等一系列服务。

巴航工业交付第
1100 架喷气公务机

5 月 9 日，南航通航九洲机场数据中心机
房正式启用。该机房是为满足 GME 系统（机
务维修管理系统）服务器部署环境要求，配合
GME 系统的安装实施和按期顺利推进而建设，
经过近两月的改建装修和内部网络安装调试工
作，九洲机场数据中心机房正式建成启用。该
机房启用后，将逐渐承担起公司今后生产一线
信息系统的数据服务，是生产一线的数据中心。

数据机房现安装有 4 个 42U 大容量服务
器机柜，最多可容纳 6 台同类型机柜，机房安
装有 10000 伏安的不间断电源，在停电情况下
可长时间保证设备正常运行，机房同时安装有
门禁、视频监控、消防感应、和环境温湿度监
控系统，通过网络实时上传相关信息，如出现
不正常事件，系统将自动将相关信息发送给指
定人员处理，实现信息智能化管理。

南航通航九洲机场
数据中心机房
建成启用

近日，六师新湖农场与新疆云安通用航
空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该场综合培训服务中
心举行 24 亿元通航产业综合体项目签约仪式。

通航产业综合体项目总投资 24 亿元，将
在该场新建民用无人航空器系统驾驶员培训
学校、无人机信息管控与调度指挥平台、民
兵无人机协同反恐实训基地、无人机航空科

普与夏令营基地、无人机专业化众创空间、
青年大学生创业创新孵化基地、全程植保（精
准农业）示范基地等为一体的产业综合体。
同时，该项目还将建设飞行训练备降机场、
航空俱乐部、新疆无人机考试中心及无人机
生产、组装和运维基地等，项目建设时间为
2017 年至 2019 年。

新疆新湖农场签约
24 亿元通航产业综
合体项目

银川月牙湖通用机场历经建设、校飞，
并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审核验收，5 月
10 日，举行银川月牙湖通用机场许可证
颁发暨运行启动仪式，正式获颁机场使用
许 可 证。 这 标 志 着 月 牙 湖 机 场 在 硬 件 配
置、软件服务和配套管理等方面，通过了

检验，各项安全保障能力符合民航局的规
章标准，符合国家规范运行要求，获得合
格运营资质，也标志着月牙湖通用机场成
为集团公司第一家正式运营的通用机场，
成 为 支 撑 集 团“1542” 战 略 通 航 板 块 的
重要标志。

银川月牙湖通用
机场正式开航运营

4 月 30 日上午，舟山朱家尖至东极的直升机航线正式开通，首批 12

舟山朱家尖至东极直升机航线 4 月 30 日起运营
位乘客乘坐直升机经过大约 15 分钟，就到
达东极庙子湖岛。该航线今后主要在节假日
开通。而用直升飞机作为民用交通定点航线
的交通工具，在全国属于首创。

要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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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9 日， 在 郑 州 航
展展会现场，中国民用航空应急救

华夏九州通航加入中国民用航空应急救援
联盟

援联盟与华夏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签署
合作协议，华夏九州通航（简称）正式加
入中国民用航空应急救援联盟，成为江西
省首家该联盟理事单位，双方联合举行了
入盟新闻发布会。

2017 年 5 月 9 日，玺飞航空与澳大利
亚 ANTIPODEAN PROJECT 航空集团的股权
收购签约仪式在上海虹桥临空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玺飞航空董事长 NICOLE WANG，
副总经理邓杰及 ANTIPODEAN PROJECT 航

空集团董事长 STUART CATON，总飞行师
GREG DUNCOMBE 和 MARTY MCGAVIN 出
席了此次签约仪式，通过此次收购玺飞航
空将持有 ANTIPODEAN PROJECT 航空集团
50% 的股权。

玺飞航空收购澳大
利亚一家航空集团 
持股 50%

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公告显示，云
南凤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凤翔通航）的挂牌申请获得批准，并于今
日挂牌。

公 告 显 示， 凤 翔 通 航 2014 年 度、
2015 年度、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565.34 万元、1893.98 万元、2210.13 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 -151.54 万元、-47.29 万元、
395.93 万元。

挖贝新三板研究院资料显示，凤翔通
航主要从事通用航空作业和航空器租赁业
务。

凤翔通航新三板
挂牌上市

近日一架直升机平稳地降落在树兰医疗
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停机坪。今后，危重患
者可以乘坐直升机前往福州、厦门就医。

这架从泉州飞过来的直升机来自金汇救
援，金汇救援与全国多家著名的医院签订空
中救援协议，建设有国内最大的空中救援体

系。此次，晋南分院与该救援中心签订合作
协议，重症患者如有需要，值班调度主任会
根据病情及天气状况判断病人是否能上飞机，
并第一时间报给相关部门同意后，机组人员
立即指派直升机赶赴现场进行紧急救援。从
晋江飞往福州 30 多分钟、飞往厦门 10 多分钟。

晋江开通空中救援 
患者乘机赴厦门仅
10 多分钟

全球首家 ! 南山公务机 G550 成功降落
泸沽湖机场

2017 年 5 月 7 日，南山公务机一架载
有 8 名中外游客的湾流 550 公务机从昆明
起飞顺利降落在了风景美丽的泸沽湖机场。
南山公务机成为全球首家成功降落泸沽湖
高高原机场的公务机运营商。

中国首架境内注册 G650 飞机加入
金鹿公务机队

北京时间 5 月 8 日 11：51，一架从美
国萨瓦娜启程的湾流 G650 顺利飞抵天津。
这标志着由金鹿公务托管的中国首架境内
注册的湾流 G650 正式加入其运营机队。

民航局发布针对 S-92A 直升机
最新适航指令

近日，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
处发布一则针对西科斯基 S-92A 直升机的
适航指令，要求检查直升机尾部齿轮箱中心
外壳，避免直升机失控。

5 月 10 日，BELL HELICOPTER 公 司 宣
布 已 将 一 架 BELL429 售 给 北 京 金 羽 通 用 航

北京金羽通航购置一架 BELL 429 直升机
空有限公司（北京金羽）。客户的 BELL 
429 具 备 多 用 途 功 能， 包 括 直 升 机 紧 急
医 疗 服 务（HEMS）。 北 京 金 羽 在 BELL 
HELICOPTER 位于加拿大米拉贝尔市的机
厂接收了这架飞机。

近日，山西省曲沃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一则情况通报称，4 月

山西水上飞机坠毁 : 所属单位不具备通航经营
资质

30 日发生在曲沃县浍河库区的水上飞机事
故中，涉事单位宏光航空体育俱乐部有限公
司未向民航行业主管部门申请过通用航空
企业经营许可，不具备通用航空经营资质。

近日，临沂莒南县通用机场及通航旅
游小镇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汇报会召开，在天
马岛南岸红运会场地，除建设通用机场外，
还规划打造航空产业小镇。另外，在天马岛
景区北岸（天湖村），将建设飞行小镇。

据悉，通用机场暨通航旅游小镇综合
开发项目，计划总投资 30 亿元，项目位于
天马岛南岸红运会场地。除建设机场外，
还规划打造航空产业小镇，提供旅游观光、
空中表演、航空培训等旅游新业态服务。

临沂莒南将建设
通航小镇 
计划总投资 30 亿元

5 月 12 日，民航局召开民航新闻舆论
工作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历
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
实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精神，
研究部署新形势下的民航新闻舆论工作重

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向，
共同担当，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不断开创
民航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民航局召开
民航新闻舆论
工作会议

5 月 10 日，宁夏首家飞行俱乐部——
西部（银川）飞行者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俱乐部”）成立，这意味着银川乃至
西北地区的飞行爱好者可以在家门口体验飞
行的乐趣。

据悉，该俱乐部为西部（银川）通用航
空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

通航”）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现拥有大金牛动力滑翔机和病毒 912
运动型固定翼飞机。目前俱乐部已取得工商
营业执照，正积极办理飞机三证（“国籍登
记证、无线电台许可证、适航证”）以及运
行合格证。取证后俱乐部将陆续开展飞低空
飞行体验、商业广告、低空飞行旅游观

注册资本 500 万
宁夏首家飞行
俱乐部成立

2017 年 5 月 11 日，美国堪萨斯州威奇
托市，德事隆集团旗下德事隆航空宣布，最
后一架赛斯纳奖状野马商务机已顺利下线，
并将于未来几周内完成交付。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奖状野马商务机自问世以来迅速成为同
类机型的标杆，是飞行员和商务机机主梦寐
以求的入门级机型。奖状野马在厂 12 年，全
球交付量超过 470 架，取得了巨大成功。

德事隆最后一架奖
状野马交付 
全球已交付 470 架

5 月 15 日上午，宁远县航空城举行奠基
仪式。刘庚旺、黄永英、唐浩等县领导以及深
圳市星华智本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文建军出席
仪式。

仪式由宁远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唐浩主持。
仪式上，文建军指出，宁远航空城是由深圳星
华智本置业有限公司经过十年探索，在北京成
功践行后输出的第一个通航小镇项目，也是一
个生态产业项目，它的主要目的是借国家全面

开放的低空飞行资源，将旅游、酒店、地产、
金融与通用航空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共生共赢，
以高端小镇形式呈现，打造高尚社区，践行全
新生活方式。在宁远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公司会以更加务实的精神，以科学、超前的态度，
高标准、高规格的将项目规划完善好，将项目
建设、运营管理好，给宁远人民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为大宁远的社会和经济建设，作出应
有的贡献！

宁远县航空城
举行奠基仪式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航直升机）5 月 18 日发布公告称，中航
直升机董事会于当日收到董事长、总经理
余枫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
原因，余枫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
总经理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告还称，此次董事辞职不会导致公

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
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和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余枫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履行补
选董事，选举董事长及聘任总经理的相关
程序。

中航直升机董事、
董事长、总经理
余枫辞职

伴随着 17 日 10：50 分通航国王 350 型飞
机的安全、平稳着陆，宣告了石河子 - 那拉提
低空旅游航线于今日正式开通。该条航线将以
往常规的石河子到那拉提四日游变成了两日游

线路，缩短了游客在旅途中的时间，游客们从
石河子搭乘通航国王 350 型飞机，50 分钟即可
到达那拉提上空，将那拉提大草原绿草、雪峰
相映生辉的动人画卷尽收眼底。

石河子 - 那拉提 5
月 17 日开通首条
低空旅游航线

要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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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 由 湖 南 山 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自 主 研 发 生 产 的 山 河“AURORA 
SA60L-T”高原型轻型运动飞机获得 CAAC
型号设计批准书（TDA），中国民航局在山
河航空产业株洲基地举行颁证仪式。

我国高原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4，
对高原型轻型飞机的需求日益增加。高原空

气稀薄、含氧量低、天气复杂，对于飞机起
降、爬升、发动机功率输出等各项性能有极
高要求。山河“AURORA SA60L-T”的研制
与获批，填补了我国在高原固定翼轻型飞机
领域的空白，展现了中国通航产业的发展，
对于促进我国高原地区通航产业以及社会
经济发展均有重大意义。

国内首款高原型 
轻型运动飞机获
型号设计批准书

经过 2 天内的连续转场，5 月 19 日，
中国飞龙托管的运 12F 到达作业基地，顺利
将飞机交付用户。

据了解，5 月 18 日 11 时 6 分，中国飞龙
运 12F B-50AS 从哈尔滨平房机场起飞，经过 2
小时 28 分的飞行，下午 13 时 34 分飞机顺利

转场至 620 公里外的辽宁朝阳机场。
这是国内首架用于海洋监测的运 12F 飞

机，由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托管运营。
为顺利完成托管，接收飞机后，中国飞龙完成
飞行及维修手册的编写，经局方审查后，加入
运行规范 .

国内首架服务海监
的运 12F飞机抵达
作业基地

5 月 19 日，海丰、深圳龙岗及威翔航空
科技（深圳）公司三方代表正式签订了在海丰
县建设威翔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该“旗舰型”的项目正式落户海丰并展开
实质性工作。威翔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将打造威翔通用航空华南制造总部，总投资约
30 亿元，分两期投资建设，一期建设威翔航空
总装中心及交付中心；二期建设飞行俱乐部、
飞机驾驶国际学校、轻型飞机维修技术学校、
飞行科普基地和通航小镇、跑道、机库及配套等。

总投资约 30 亿
 威翔通用航空产业
基地落户海丰

5 月 22 日上午，随着砀山县委书记王
广敏“现在，我宣布，砀山县通用航空产业
园暨国岳航空飞机制造项目开工”，砀山人
民期盼已久的砀山通用机场产业园项目进
入了实质性建设阶段。

砀山县长陶广宏在讲话中表示，砀山县通
用航空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暨国岳航空通用飞
机制造项目开工，这是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一件大事，也是砀山县人民盼望已久的喜事。

近年来，砀山县抢抓国家逐步放开低空飞行重
大机遇，积极谋划通用航空产业，着力打造中
部地区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历经两年的努力，
砀山县通用机场项目在全省率先通过空军及民
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审批，并以此为核心，规划
了通用航空产业园，园区计划占地 8066 亩，
投资总额 102 亿元，分两期建设，包含运营区、
生产制造区、物流区、会展博览区、航空小镇、
商住及生活服务区、梨园文化区等 7 大板块。

总投资 102 亿 
砀山县通用航空
产业园今日开工

日前，沽源县与北京博海方舟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了《沽源天际线通用机场项目
合作协议》，协议总投资 3.5 亿元，建设年限
为 2018 年 --2020 年，拟建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2B，跑道长度：800 米，宽 30 米，两侧道肩
各宽 1.5 米，跑道与站坪之间设一条垂直联络

滑行道，设长约 150 米，宽约 60 米的停机坪；
预建 2500 平米的航站楼，主要包含：塔台、
航管楼、候机楼等多功能为一体及一栋 3000
平米的综合服务楼，主要包含职工宿舍、办公、
会议、餐饮等功能，机库按 2500 平米考虑，
变电站、油库等其他综合用房 1000 平米。

总投资 3.5 亿元 
天际线通用机场
项目落户沽源县

为促进新沂农业、旅游业的发展，提
高城市应急救援能力，满足新沂市通航产
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关于新沂市通用机
场建设工程项目核准的请示》（新发改经
济投报【2017】30 号）、民航华东地区管
理局《关于江苏新沂通用机场建设项目申
请报告的审查意见》（民航华东函【2017】
128 号）、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编制的《关
于江苏新沂通用机场建设工程（项目申请
报告）的核准评估报告》（咨交通【2017】

299 号及《江苏新沂通用机场建设工程项目
申请报告》（批复稿）等申报材料，江苏
省发改委同意建设新沂通用机场工程项目，
项目单位为新沂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新沂通用机场为 A 类通用机场，按小
型固定翼飞机目视飞行建设，项目建设地
点为新沂市棋盘镇，距新沂市中心直线距
离约 21 公里，机场建成后拟提供观光旅游、
飞行培训、农林作业、应急救援等保障服务，
总投资约 2.6 亿。

总投资约 2.6 亿 
新沂通用机场
工程项目获批

日 前， 北 京 飞 机 维 修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AMECO）与美国波音公司就波音公务机
（BBJ）的保修索赔服务签署了为期 5 年的协
议，AMECO 成为波音公司授权的亚洲 BBJ 保
修服务中心。

协议的签署标志着 AMECO 正式加入了美

国波音公司的全球供应商服务网络。AMECO
将作为BBJ在亚洲唯一的授权保修服务中心，
为全球范围内的 BBJ 客户提供飞机出厂 5 年
内的保修及代理索赔服务。AMECO 在公务机
服务方面的专业经验使其能够为 BBJ 客户及
运营商提供定制化的快速支持服务

AMECO 成为
波音公务机亚洲
保修服务中心

5 月 16 日，民航华北地区管
理局适航审定处发布一则紧急适

民航局 : 针对 AW109SP 系列直升机的
紧急适航令

航指令，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
所有制造序列号的 A109S、AW109SP 系列
直升机。为防止由于疲劳裂纹导致升降舵失
效，进而可能造成直升机失控，要求完成指
令中的工作。

日前，自治区发改委制定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推进通用航空
示范工程实施方案（2017-2019 年）》。《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

到 2019 年底 内蒙古自治区通用机场达 31 个
2019 年底全区通用机场总数达到 31 个，较
2016 年底新增 26 个，初步形成 4 个通用航
空短途运输区域网络，通用航空业发展初具
规模，以加快实施自治区航空网建设工程，
促进通用航空和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 .

5 月 23 日下午，一架身价超亿元的 KA32
直升机搭乘货机，缓缓降落在禄口机场，这是
南京口岸首次空运进口直升机。记者了解到，
该直升机为江苏企业从俄罗斯进口，将用于森
林消防。

该直升机是俄罗斯一家著名通航公司专为
消防设计研制的通用直升机，抗风能力较强，
可以应用于森林防火、城市消防等领域。身价

更是不菲，购机费用、关税和运输费用加在一起，
高达一个多亿。

进口直升机的是江苏宝利国际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我们会把这架直升机运往镇江机库
进行调试，然后派到东北的林区，执行夏季防
火、护林等任务”。该公司调运主管汤云凯说，
他们和全国多个城市的林业部门都有合作，将
来也有望开拓南京市场。

宝利国际引进
KA32 直升机到达
南京口岸

5 月 27 日，一架湾流 G650 飞机（注册
号 B-3269）从美国顺利飞抵天津，正式加入
金鹿公务境内托管机队。这是自 5 月 8 日金
鹿公务托管中国首架境内注册湾流 G650 飞机
后，当月新增的第 2 架 G650 飞机。受益于该
机型于今年第一季度正式获得中国民航局颁
发 VTC，其引进中国境内的主要技术问题得以

解决，到位并投入运营的速度日益加快。据
金鹿公务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已签合同及
待签合同情况评估，陆续将会有近 10 架境内
注册的 G650/G650ER 飞机于未来数月内加入
金鹿公务托管机队，与已在香港金鹿运营多
年且仍在增加的其它G650/G650ER飞机一起，
形成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湾流 G650 机队。

金鹿公务境内
G650 托管机队
再增一员

6 月 4 日上午，杨凌示范区建设世界知名
农业科技创新城市和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在西安曲江宾馆第二国际会议厅
举行。

在此次签约中，杨凌与西安通用航空机场
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通用航空机场合作建设
与运营项目协议》，签约金额高达 48 亿元，

西安通用航空机场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著元
告诉视线记者：“杨凌农业示范区作为国家唯
一的农业示范区，它独有的区域优势和农业高
新科技技术吸引了我，为了配合杨凌示范区的
快速发展，我们投资了 48 亿元人民币，将在
杨凌建一个通用机场、通用航空学院和通用航
空基地，为我们的杨凌农业示范区服务”。

杨凌通用机场建设
与运营项目签约
金额达 48 亿

根据通航资源网数据库统计，2017 年
5 月，中国内地 33 家通航企业共引进 49 架
新机。

5 月份引进通航飞机数量前 10 名的通

航企业分别为：浙江东华通航、领航通航、
山西大同航校、上海金汇通航、东莞维平
通航、湖南山河华翔通航、辽宁锐翔通航、
山东翼龙通航、万丰通航、新疆乐天游通航。

2017 年 5 月中国内
地通航企业共引进
49 架新机

要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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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以
下 简 称“ 直 博 会”） 将 于 2017 年 9 月 14
至 17 日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空港经济区中航
直升机产业基地举行。

直博会是我国唯一的亚太区最大的国
际直升机专业展会，也是国际上唯一的带飞

行表演的直升机展，2011 年至今已成功举
办三届。直博会旨在为全球直升机厂商提供
全方位的国际化、专业化展示交流平台，促
进国际直升机产业合作与发展，营造直升机
产业良好发展环境，促进我国直升机产业科
技进步，提升我国通用航空产业核心竞争力。

第四届国际直升机
博览会将于 9 月 14
日在天津举行

2017 年 6 月 4 日， 世 界 旅 游 大 奖
（WORLD TRAVEL AWARDS， 以 下 简 称
WTA）亚洲及大洋洲地区 2017 年度颁奖典
礼在中国上海圆满落幕。金鹿公务连续第四

年荣膺 2017 年“亚洲领先公务机公司”和“中
国领先公务机公司”两项大奖，并有资格代
表亚洲再次冲刺年底将颁发的“世界领先公
务机公司”大奖。

金鹿公务四获
WTA" 亚洲领先公
务机公司 " 大奖

6 月 4 日，在渭南市招商引资推介会上，
西部机场集团与渭南市政府签订了通用机场
框架合作协议。渭南市市长李明远、副市长
王建平，西部机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邹展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卢程祥、副总经
理秦占欣出席签约仪式。

推介会上，西部机场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秦占欣与渭南市副市长王建平签订了《渭
南市华山通用机场合作框架协议》。华山
通用机场飞行区设计等级为 4C，跑道宽度
45M，跑道长度 2600M，项目总投资约 20
亿元，预计年起降架次可以达到 1700 架次。

西部机场集团与
渭南市签订通用
机场合作协议

6 月 3 日，都兰县召开通用航空机场选
址征求意见会。通过前期可研工作，根据机
场建设地理交通条件、飞行程序要求等因素
的考虑，经过对比优化后，都兰县通用机场

选址在距县城 17 公里处的察苏和夏日哈两
镇交界处。都兰县通用航空机场建设，是继
都兰县天然气输气工程开工建设后，又一项
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重大民生工程。

青海都兰县通用机
场场址落地察苏镇

6 月 6 日，中国首个民企自主知识产权
通用飞机型号——冠一 GA20 总装生产线正
式落户江西南昌高新区，来自法国、美国、
新加坡及国内知名通航供应商与会并签署

合格供应商协议，未来 5-10 年，冠一通飞
将投资 100 亿元在南昌高新区兴建规模达
1500 亩、年产 200 架通用飞机的产业基地，
开启“中国智造、全球飞行”的探索之路。

冠一通飞 GA20 总
装生产线正式落户
南昌高新区

为满足行业发展监管需要，近日，民航局
运输司印发了《通用航空市场监管手册》（WM-
TR-2017-01），填补了通用航空市场监管手册体
系的空白，为经济管理类监察员提供了工作依
据和操作指南。该手册包括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通航特殊飞行活动任务两项涉企许可的审批及
监管工作，明确了民航各级管理机构的职责分工，
梳理了许可准入及监管的流程，规范了监察员

的监管行为，同时也适应了不同地区简政放权、
职责下沉的差异化需要。

该手册将自 10 月 1 日起施行。届时，为适
应通航企业的作业特点，将同步上线手机应用
APP 功能，监察员可实时下载、填报、上传各类
检查单，在线完成评价，实现无纸化监管，为
规范通用航空市场管理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
信息化手段。

《通用航空市场监
管手册》发布 10 月
1 日起施行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为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6 月 5 至 8 日，东北局刘军、陈友平、汤劲副局
长带队，对黑龙江、吉林、辽宁地区的民航单
位进行了安全督查。

监察员对延吉机场公司和南航分公司在延
吉运行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并对长春地区吉林
机场集团、南航吉林分公司、吉林空管分局等
单位进行了重点检查，随后，听取了延吉机场

公司的安全工作汇报，对检查情况进行了通报。
会后，刘军副局长带队对安全检查部“阿里郎”
班组进行了实地查看，到南航吉林分公司、机场
集团等一线运行部门进行现场督查，还到长春
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进行了实地踏查。
督查期间，刘军副局长反复强调了此次安全大
检查的安全背景和重要性，并根据各单位的不
同情况，对于如何做好安全工作有针对性的提
出了具体要求和努力方向。

东北局对黑、吉、
辽地区开展
安全督查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6 月 7 日，S-76D 合 作 项 目 首 架 机 交
付仪式在位于江西景德镇的中国航空工业
昌飞公司吕蒙总装园举行，这标志着美国
西科斯基 S-76D 型直升机实现整机在中国
生产。此次昌飞向美国西科斯基公司交付
的 S-76D 型直升机，是该型机在中国的首

次生产交付。该直升机除动力和旋翼系统
外，实现整机全部在昌飞生产，意味着昌
飞从此具备加工生产世界先进直升机的能
力。按计划，昌飞今年将再交付 1 架该型
机给西科斯基公司，之后将逐步达到年产
12 架的要求。

航空工业昌飞向
西科斯基交付
首架 S-76D直升机

近日，霍尼韦尔获得由政府机构颁发的补充型号合格证（STC），准许其对
多款直升机的原有设计进行大改，为其提供空中互联和视情维修相关产品。该认

霍尼韦尔获准为直升机提供空中互联服务
证意味着，霍尼韦尔 ASPIRE200 卫星通信系
统和健康状态与使用监控系统（HUMS）将
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助力全球直升机运营商
执行各类飞行任务，包括搜索营救、油气勘
探、空中救护以及执法作业。

6 月 2 日，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南地区
民航情报员执照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即日起生效。

中南局印发《民航情报员执照管理实施细则》
本细则适用于中南地区民用航空情报员执

照申请人的培训、考试、考核、执照的申请、受理、
颁发、注册与管理，以及情报员资质的监督检查。
原《中南地区民航情报员执照管理实施细则》（中
南局发明电〔2014〕422 号）同时作废。

近日，亚洲最大的公务机公司“金鹿公务”
推出“香港 = 大溪地梦想之旅”。除了免费享
用当地最顶级五星酒店 7 晚的总统套房外，乘
客将可乘坐全球唯一的 787“梦想商务机”，
由香港直飞往返大溪地。2016 年 9 月 19 日，

这架 787 梦想商务机在香港正式加入金鹿公务
机队，220 平米宽敞的内部空间，万米高空享
受到四季酒店的美食，在卧室里欣赏全世界只
有 4 顶的 PRIMROSE TIARA 王冠，这架 787 一
亮相就被称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公务机”。

全球唯一，收费
50 万元 / 小时的
787“梦想商务机”

2017 年 6 月 6 日，美国堪萨斯州威奇
托市——德事隆集团旗下德事隆航空宣布，
配备新一代佳明 G1000 NXI 航电系统的航
煤版涡轮增压活塞飞机赛斯纳天鹰 172 JT-A
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联邦

航空管理局（FAA）认证，为该机型交付欧
洲和美国客户奠定了基础。同时，公司宣布
该机型配备了强劲可靠的大陆 CD-155 涡轮
增压航煤发动机，在最大航程等方面超过其
初始性能目标。

航煤版赛斯纳 172 
JT-A 飞机获
EASA 与 FAA 认证

6 月 9 日，民航中南管理局正式授予广
东龙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简称龙浩通航）
CCAR-135 部运行合格证，这标志着龙浩通
航符合 CCAR-135 部和其他相应法规标准的
规定，获得了非定期载客运行等业务商业运

营的资格。同时民航中南管理局还向龙浩通
航颁发了 CCAR-145 维修许可证。至此，龙
浩通航成为业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具备 CCAR-
91、CCAR-135、CCAR-145 部等资质的通用
航空公司。

广东龙浩通航
获颁 CCAR-135、
145 运行合格证

6 月 11 日， 青 岛 直 升 机 航 空 公 司
B-7834 机组按照护林合同约定，于开航
当 日 从 广 西 田 林 转 场 抵 达 云 南 普 洱， 开
始执行夏季航空护林合同。

B-7834 于 12：50 顺 利 抵 达 普 洱，
简 单 午 餐 后 机 组 便 抓 紧 时 间 卸 载 行 李 航
材， 并 于 当 日 下 午 备 好 直 升 机 进 入 护 林
待命状态。

青岛直升机航空公
司机组抵达普洱
执行夏航合同

6 月 8 日，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市 -- 德事隆集团
旗下德事隆航空宣布，公司近日庆祝了旗下业界领先

德事隆航空第 2000 架赛斯纳奖状 CJ
成功交付

的赛斯纳奖状 CJ 轻型商务机家族第 2000
架飞机的交付。这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商务
机为赛斯纳奖状 CJ3+，它被交付给德事隆
航空的长期客户 MARC DULUDE 先生，交
付仪式于德事隆航空威奇托总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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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与意大利超级跑车制造商帕加尼合作，制造了一款采用
豪华内饰设计的新型私人飞机。旅客乘坐其中，感觉就像是坐在

空客造价近亿美金公务机亮相 , 乘客可享
天空美景

帕加尼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碳纤维制造的超级跑
车里一样。

近日，空客在欧洲公务航空大会暨博览会
上展示了这款 ACJ319NEO （昵称 INFINITO）的
私人飞机内饰。

北京通航江西直升机公司签署产品
经销代理协议

6 月 8 日下午，北京通用航空江西直升
机有限公司与南昌龙腾万里通航签署系列
产品经销代理协议。景德镇市高新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严峰、向华出席活动并
见证签约。

通用航空业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是大同市着力培
育发展的新兴产业。6 月 10 日下午，大同市政府与源达荣盛石油化工有限

大同通用航空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签约
责任公司签署通用航空高新技术产业项目
协议，这是继德国轻型飞机公司在同构建通
航产业园区项目落地后的又一个通航产业
项目，此项目的实施必将促进我市通航产业
集群发展，提升通航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未携带适航证件进行试验飞行！
涉事公司被处罚

6 月 12 日，民用航空华东地区

管理局发布两则民用航空行政处罚决定书，
其中对浙江万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以
下简称“万丰通航”）未携带适用的现行适
航证件进行试验飞行的违规行为做出了行
政处罚。

中国民用航空局于 6 月 13 日（星期二）
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
唐伟斌介绍了 5 月份民航生产运行相关情况。

一、5 月份我国民航安全运行情况
今 年 以 来， 我 国 民 航 安 全 形 势 总 体

平稳向好。5 月份，全行业实现运输飞行

86.7 万小时，同比增长 13.9%；通用航空
飞行 7.7 万小时，同比增加 8.8%。截止 5
月 31 日，我国民航实现运输航空安全飞行
81 个月、5052 万小时，持续保持着我国民
航历史上最好的安全纪录，也好于世界民
航平均水平。

截至 5 月我国民
航实现安全飞行
5052 万小时

菏 泽 市 一 航 空 小 镇 项 目 日 前 获 得 发
改部门批复，总投资 10 亿元，将建设以
生 产 水 陆 两 用 运 动 飞 机 为 核 心 的 航 空 产
业园。

航 空 小 镇 项 目 建 设 地 点 位 于 菏 泽 高
新 区 杨 营 村 以 东、 万 福 农 贸 城 以 西、 新
兖 石 铁 路 以 南、 万 福 河 以 北， 建 设 内 容
包括生产基地、培训基地、航空俱乐部等。

总投资 10 亿元
菏泽“航空小镇”
最快本月动工

贝尔 525 直升机将恢复飞行试验
据 AIN 新闻报道，在贝尔 525 试验飞

行坠机事故发生近一年后，该项目目前依
然 停 飞。 上 周， 贝 尔 直 升 机 CEO MITCH 
SNYDER 终于松口，525 直升机很快将“重
回蓝天”。

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分会编
辑出版的《2016—2017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
报告》日前印发。该报告是通航业界权威
性年鉴类出版物，每年发行一期，自 2008
年开始至今已编辑出版了 9 期，是民航系
统尤其是通用航空领域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不仅民航局各司局

处室，也是国家有关部委相关司局研究通
航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该报告已被国家
图书馆入编收藏。本期报告刊发了平顶山
市急救指挥中心主任武秀昆撰写的专题研
究《中国航空医疗发展现状与展望》，这
也是发展报告第一次收录有关航空医疗的
研究性文章。

《 2016 — 2017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
报告》出炉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6 月 13 日，河南监管局召开 5 月份航
空安全形势分析会，会议通报了河南辖区 5
月份航空安全形势，重点强调了民航局电视
电话会议的四项要求，局领导布置了近期安
全重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一是要持续保持高度的安全敏感性和
警觉性，认真分析当前安全形势和任务，
排查辖区单位存在的安全隐患，抓住洛阳、
南阳支线机场的薄弱生产环节，督导辖区单

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二是不断提
高完善安全监管理念，梳理总结辖区中小机
场、通航航展及发展的现场调研结果，转变
理念，反思各项监管工作，不断提高监管效
能；三是要督导行业安全大检查工作的落
实，督导辖区单位落实安全警示、开展专业
人员资质排查，抓住重点环节和关键岗位，
消除运行安全隐患，确保辖区安全形势持续
平稳。

河南监管局
梳理总结通航
航展的调研结果

6 月 14 日，海西州人民政府与青海省通用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就海西州通用机场建设项
目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部，
总面积约 32 万平方千米，辖德令哈、格尔木两
个县级市，天峻、都兰、乌兰三个县以及冷湖、

大柴旦、茫崖三个县级行政委员会。目前，海
西州已有德令哈、格尔木、花土沟三座民用运输
机场。根据《青海省“十三五”通用航空业发
展规划》，未来几年内，海西州将依托现有机场，
打造以都兰、天峻为主干，乌兰、大柴旦、昆
仑山及重点景区等为补充的柴达木通用机场群。

海西州与青海省
通航集团携手
将建设通用机场

今 日， 德 事 隆 集 团 旗 下 德 事 隆 航 空

WAVES TECHNOLOGIES 选择赛斯纳加长型
大篷 208EX 开启英国空中的士服务

在 2017 年 欧 洲 商 务 航 空 会 议 及 展 览 会
（EBACE）期间宣布，获得来自 WAVES 科
技有限公司的赛斯纳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多用途涡桨飞机订单。这架飞机有望于未来
数月内完成交付，它将助力 WAVES 在英国
海峡群岛推出新型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空
中的士服务。

“航空医疗救援管理办法工作会议”于
6 月 13 日在武警总医院作战会议室召开，国
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到会并作
讲话。来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杭州、
武汉、深圳、平顶山等地院前急救机构及四
川省、湖南省、浙江省人民医院，空军、海军、
武警总医院，首都国际机场医院、北京市红
十字会 999 急救中心等医疗机构，徐州医科
大学急救与救援医学系、第四军医大学航空
航天医学系等高等医学院校学系负责人约 20
人参加了会议。

航空医疗救援是指针对突发事件所导致
的群体性意外伤害而开展的综合救援和立体
救援中的航空（医疗）救援。借助航空器飞
得快、飞得远、机动灵活，尤其是直升机能
够垂直起降、悬停倒飞的特性，航空医疗救
援的优势无与伦比，是解决陆路通行障碍“最
后 10 公里”及天险变通途唯一快捷有效的
手段。汶川特大地震、雅安大地震、玉树大
地震等重特大自然灾害救援实践充分证明了
航空应急救援和航空医疗救援的优越性，制
定这一管理办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航空医疗救援管理
办法工作会议
在京召开

根据民航局、管理局对 2017 年空管行
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的相关要求，河南监管
局高度重视，结合辖区实际，制定下发了
2017 年空管安全宣传教育方案。宣教教员
深入一线，对辖区洛阳、南阳、安阳、上街
机场等多家空管运行单位人员共计 94 人次
进行了宣讲，并督促河南空管分局开展了 3
场集中宣讲，共计 329 人次。

各空管运行单位按照监管局要求，组

织做好后续巩固培训工作，开展单位内部补
充宣教工作，并进行参训情况记录，截至 6
月 13 日，河南辖区空管安全宣教已做到空
管运行单位从业人员“全覆盖”。下一步，
河南监管局将对后续培训情况和效果进行
抽查考察，确保空管运行单位各专业人员明
确诚信教育的重要性，严守诚信红线、筑牢
规章底线，进一步提高辖区空管从业人员的
安全素养。

河南监管局完成
上街机场空管
诚信安全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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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信息
Exhibition Info.

6 月 15 日，民航局通用航空管理系统
发布了《2017 年 5 月企业信息报送考核情
况》，包括 57 家通用航空企业的考核结果。

据了解，为建设通用航空诚信文化，
督促市场主体履行生产经营信息报送义务，
根据局发明电〔2016〕1617 号要求，运输

司自 2016 年 7 月份开始实施通用航空公司
生产信息生产经营信息报送考核制度。每
月 15 日，在“通用航空管理系统”的“诚
信记录公示栏”的“诚信记录公示”栏发布
各公司上月信息报送得分情况。

民航局公示 57 家
通航企业经营信息
报送考核情况

近日，无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一平
来宜，专题调研丁蜀通用航空产业园项目推
进情况。宜兴市委书记沈建、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刘亚民陪同调研。

在现场，徐一平详细听取了通用航空
产业园项目的规划建设情况汇报。丁蜀通用
航空产业园规划总面积 8.8 平方公里，将围
绕“一轴二翼三圈”产业布局，聚焦飞机总
装研发生产、通航关键零部件制造、商业航
空运营、特色滨水通航小镇四大方向，以及
航空制造、航空旅游、航空保障、航空培训、
航空服务五大板块，致力打造华东地区首屈
一指的通航产业招商引资的主要平台，全

力争创国家级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园区。
该项目自 2015 年筹建以来，现已编制完成
产业发展规划、空间布局概念规划、水系调
整等专项规划。同时，先后签约亚捷航空、
精功通航、润东通航、航空博物馆等 5 个
通航项目。另外，总投资 2.98 亿美元的道
尼尔海翼飞机项目年内将完成 3.2 万平方米
的建设体量，明年将实现首架海星水陆两栖
飞机的总装下线；丁蜀通用机场总投资近 4
亿元的一期建设项目将于年内启动建设；
总投资 2 亿元的华飞项目已完成土地平整，
项目将于今年下半年进入建设程序。

总投资近 4 亿
丁蜀通用机场一期
年内启动建设

亚洲商务航空协会（ASBAA）代表亚洲
地区商务航空企业非盈利组织。6 月 13 日，
协会宣布新一届当选董事会：协会主席来自
华龙商务航空刘畅女士 ( JENNY LAU) ，多
票胜出。来自 TAG 航空公司 PHIL BALMER , 
JETCRAFT ASIA 公司 DAVID DIXON 和 AON 

RISK SOLUTIONS 公司 GARY MORAN  分别
当选为副主席。今天，来自协会 100 多名
代表商务与通用航空业界会员参加在新加
坡富力顿酒店举办 2017 年年会，并投票选
举产生此新一届董事会。

亚洲商务航空协会
宣布新一届董事会

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分会主
办，北京市红十字会 999 急救中心承办的
“首届航空医疗救护管理培训班”于 6 月
13 日～ 15 日在位于北京的国家航空应急救
援暨航空医疗救护教学培训实习基地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及通航公司约 50
人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培训。开班当
天下午，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廉秀琴、
通航处处长商可佳等看望了参训学员并同
大家合影留念。

航空医疗是指用航空器作为交通工具
和工作平台所开展的医疗作业及医疗服务，
是通用航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综合国
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航空医疗作业与服
务在我国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通航公司和

医疗机构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开展这样的培
训就是针对航空医疗方兴未艾的发展形势，
满足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

本次培训课程含盖我国航空医疗救援
政策环境、发展现状及趋势展望、机型选择
与引进、改装与适航管理、直升机与固定
翼飞机用于紧急医疗服务的特点、通用航空
飞行活动管理、航空医疗救护运营与管理、
航空医疗转运前的准备与评估、危重症患者
航空医疗转运及直升机停机坪建设等内容，
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授课者都是通
航业界的知名人士或从事航空医疗的资深
专家。在实践教学中，全体学员在北京 999
急救中心直升机作业基地观摩了出勤演练，
其中部分学员还体验了直升机飞行，学员一
致反映参加这次培训受益匪浅，为今后开展
航空医疗服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首届航空医疗
救护管理培训班
在京举行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2017-2018 国内外航空活动信息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第二届清华大学航空产业管理论坛 2017.6.17 北京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二届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2017 中国无人机竞速大赛 2017.6.23 - 25 广东 - 深圳

飞机资产融资与财务管理专题研讨会 2017.6.28 - 2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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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北京国际商务航空发展论坛 2017.7.12 北京国际商务航空展览会

第五届北京国际商务航空展览会 2017.7.11 - 13 北京

2017 第四届国际航空工程高峰论坛 2017.7.18 上海

2017 第六届上海国际航空服务产业博览会 2017.7.19 - 2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 中国

2017 第六届上海国际机场设施建设及运营展览会 2017.7.19 - 2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7 第四届上海国际机上内饰与翻新展览会 2017.7.19 - 2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7 国际无人机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2017.7.19 - 2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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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 2017.8.24 - 27 西安

第六届 AOPA 国际飞行大会 2017.9 广州 - 深圳

2017 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 2017.9 山东

中国厦门国际通用航空展 2017.9.3 - 5 厦门

2017 中国机场商业及零售高峰会议 2017.9.13 - 15 成都

第四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 2017.9.14 - 17 天津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航空展 2017.9.19 - 22 北京

2017 第四届中国航空收益管理高峰会议 2017.9.21 - 22 上海

2017 四川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2017.9.29 - 10.3 四川 - 德阳

第五届 AOPA 国际飞行训练展会 2017.10.13 - 15 广州 - 深圳

2017 中国机场空侧运行及安全高峰会议 2017.10.19 - 20 上海

2017 第三届中国航空及维修售后市场峰会 2017.11.8 - 9 上海

2017 第七届中国航空及旅游 – 支付与防欺诈论坛 2017.11.29 - 3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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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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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宁波东海通航
市场营销经理韩硕

本刊记者   张钊

前言
传统的巡线、物探、航拍、转运等作业是技术密集与资本

密集型业务，具备先天的行业壁垒。对运营直升机且规模小的通
航企业来讲，以城市为依托的载客飞行服务是成立初期的首选切
入点。空中游览业务的特点是严格按照固定航线飞行，对机型、
飞行员能力要求不高，低成本，低风险，是首选中的首选。

为了给读者提供鲜活的运营案例，笔者采访了宁波东海通
航市场营销经理韩硕。在北京的“一带一路”蓝下，就着沙拉和
果汁，这位 85 后的北京爷们儿韩硕和笔者分享了一些针对初创
通航公司空中游览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看法。

I  定  位

II  根据数据理性选择运营地点

III  团队建设

韩硕所任职的宁波东海通航是北京首航直升机与宁波政府的合作项

目，也是宁波的第一家通航公司。公司用时 1 年半时间完成了全部筹建

工作，其中前期的 10 个多月都是在调研及完成准备工作，真正的筹建仅

用了 7 个月左右，这还是因为恰好赶上局方更换线上审批系统。历时 7

个月取得 CCAR-91 部运营资质，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开航，2017

年 4 月公司正式完成 CCAR-91 部空中游览资质补充审定。

很多企业常犯的问题是以战术上勤奋来掩饰战略上的懒惰。东海通

航通过多看、多想、多谈，从最开始就定位了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既有了长远发展的大战略，又有了针尖儿般细小的切入点，如此厚积薄

发，未来才能可持续发展。

要素三
要看风景区游客的人均消费金额。如果所选

的景区人均消费 200元，那么有 1000 万人流量也

无法开展空中旅游业务。像蜈支洲岛这样的地方，

在很平常的情况下人均消费都能达到 1000～ 1500

元，这种地方就是适合开展空中游览的景区。所以，

一定要通过深入调研，通过数据分析来决定运营

地选择在哪里。

开展空中旅游业务必然要选择适合的地理位置，位置的选择绝对不能

拍脑袋或凭个人喜好。如果选择旅游风景区作为运营地要符合以下要素：

要素一
选择的景区应是旅游目的地而不是旅游过境地，例如三亚就是旅游目

的地，游客一般会驻留3、5天的地方。

要素二
风景区的年旅游人次应在 500万人左右，是 500万个不同的人不包括

重复往来的游客，底线是300万，越多越好。

作为空中游览项目将涵盖飞行、机务、现场

保障等人员，而运行控制和市场营销两部分职能，

建议公司成立专门的运行控制中心及市场营销中

心，由这两个中心负责公司全部项目的运控及营

销工作，进一步降低人员成本。切记团队组建应

该优先于航空器的引进。

谋定而后动
浅谈初创通航公司

直升机空中游览
项目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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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选择最适合的机型 V  拥抱并约束渠道商
机型的选择需要考虑两点。

地理特征
如果飞行区域是泛山地地区，罗宾逊 R44 是不二之选。# 泛山地指

的是稍微进山一点不往山的纵深去飞，例如北京的八达岭机场 # 这里要为

R44 正名一下，2016 年出现多起罗宾逊直升机事故事件，很多人将罪名归

于直升机。其实罗宾逊直升机年产量 700-1000 架，只要飞行员不去触碰它

的极限，不得瑟炫技术，严格按照驾校所学并按照航线飞行，还是非常安

全可靠的。

如果起降在山区，游览的主要线路也在山区，建议采用配备动力余度

更大的涡轴发动机的直升机。山区风乱、风硬，需要动力余度大些的机型，

即便遇到风向突变，都可以通过动力冲出去。BELL505 上市后，将成为通

航企业比较好的选择。

多任务结合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单纯从事直升机空中游览还不能盈利。因为季节

或淡旺季原因，运力使用并不饱满，需要发挥通用航空器的通用性增加其

日利用率。如果是结合飞行培训来做，R44 比较合适。

如果一年能够培训 3 个私商照学员再加 200 小时空中游览，全年就可

以飞到 650 小时，平均到每天的话，以 300 天适航来算，每天飞 2 个小时，

这在国内算是很好的数据。还以 650 小时来算，东海通航所使用的 H125 小

时成本在 13000 ～ 14000 之间，旅游产品的售价在 980 ～ 1380 元，这么来

算空中游览业务并不赚钱，但其政企的背景可以带来护林等公共服务业务，

收之东隅就可盈利，如果使用 R44 就不能接作业类的任务。谋定而后动的

好处在此体现，当然采用 H125 还有筹建快的考量。

综上两点，结合作业类业务可以选择贝尔 505，如果已经有长期的当

地政府合作可以考虑选择 H125，结合培训类业务并运营地为泛山地首选

R44。

东海通航获取客源的办法很传统：拥抱渠道

商。以批发价格让利于渠道商，让其代为售卖产品，

这样可以用最少的人力撬动最大的市场。根据各

个渠道商的客源不同，还能保证消费者的多样性，

可以有旅行社渠道、有时尚社区渠道、有高端商

务渠道，还有青少年夏令营渠道等等。

如果按照全年发展 20家优质代理商计算，每

家全年承诺完成 50小时的飞行量，即便每家只完

成 40%，全年一架直升机也有 400 小时飞行量，

在国内空中游览领域已然能算上一等一的成绩了。

那如何甄选优质代理商及提升渠道商粘性，

其实，方法也很传统，采用保证金机制，即能增

加合作门槛，筛除没有实力的渠道商，又能以此

作为约束，稳定市场秩序。如果渠道商未完成约

定最低销售量，就会扣除部分保证金，来年必然

会被淘汰。

国内通航企业在渠道商开发方面不缺乏失败

的案例，有的通航企业也采用相同运营模式大力

发展渠道商，但对渠道商没有保证金的约束，随

着时间的推移渠道商数量锐减，消费者也越来越

少。没有保证金就无法约束终端零售价，有的谋

飞行量，有的谋高利润。一个合同周期做下来，

价格低的有量但不挣钱，价格高的没量更不挣钱。

第二年下来双方都不会再与空中游览方合作。所

以，保证金即是对渠道商的约束，也是对所有参

与者的保护，大家在同一个价格体系中发展，渠

道商自然乐于长期合作。

当然，营销手段传统不代表不接受新事物。

为了协调各个渠道商的订单及未来零散座位拼单

的问题，通航公司可以委托 IT 开发公司设计研

发一套订单管理系统，使排期更透明，即减轻渠

道商的工作量，又避免了渠道商之间可能会发生

的矛盾。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VI  采用专业的市场营销人员
国内通航公司对市场人员的培养差的很远，很多公司的市场是由飞

行或运控兼任，甚至还有军转干部兼任，不否认上述人员在其原本领域

的专业度很高，未必会有市场敏感度、营销知识与实践经验。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是文章最开始的问题：定位不清晰。太多人

还没想清楚做什么就买了飞机，然后再招聘一些以前卖酒、卖车、卖房

等毫无通航知识的人去开拓市场，最后迫于经营压力，很容易铤而走险，

进而发生事故。

通航是以安全为立命之本的行业，每个岗位都应熟知行业知识。通

航市场人员如果懂法规，懂运行，懂气象，就可

以从开始就排除有风险的任务。从事面向大众群

体业务，还应具备处理负面形象的能力，用专业

知识向媒体及大众做出能够接受的解释，化危机

为机遇。

东海是属于赢在了起跑线上，运营之路永不

间断，随着持续的经营该优势定会被逐渐追上并

抹平。相信定位清晰，重视安全，重视市场的企

业会有更好的成绩。笔者更愿意看到下一阶段国

内的通航运营企业能够地方割据，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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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公司拓展医疗作业
宜选择何种医疗机构作为
合作伙伴？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文 本刊特约作者 武秀昆  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众 所周知，医疗行业是公认的朝阳产业，古往今来，

如日中天，经久不衰，前程似锦。随着综合国力

的不断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健康长寿已

成为人们的第一追求，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与生老病死密切相

关的救死扶伤需求及救治转运要求也越来越高。“时间就是

生命”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具有快速反应优势的航空医疗作

业与服务便孕育萌芽，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在《国务院

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通用航空发展“十三五”

规划》等利好政策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通航公司开始拓

展航空医疗作业，涉足航空医疗服务。有的通航运营商与

医疗机构签约开展合作，有的则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签约，

还有的甚至与地方政府签约…… 究竟与谁开展合作对航空医

疗作业最为有利需要审时度势，认真研究。本文就此问题

展开论述。

就目前获知的信息，我们首先要把地方政府及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排除在外，只讨论选择什么样的医疗机构作为开展

医疗作业的合作伙伴。为什么我们不讨论如何与各级地方政

医疗机构的属性分类

府或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开展航空医疗合作，难道他们

的权利不是更大吗？的确如此，在同一层面中，毫无

疑问是本级政府管辖所属卫生行政部门，而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管辖下属医疗卫生机构。但问题在于，选择

开展航空医疗作业的合作对象很大程度不是看对方级

别多高，权利大小，主要是看合作伙伴的职能定位、

业务需求、行业影响力及与此有关的资源优势。之所

以把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排除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不应介入或参与市场经营性（服务）项目，以免

让人质疑存在“官商结合，以权谋私”问题。

所谓医疗机构是指依法定程序所设立的从事疾病

诊断和治疗活动的卫生机构总称。宽泛一些可大致分

为医疗机构、卫生机构和采供血机构，但从开展航空

医疗服务的条件、需求和可能来讲，潜在的合作对象

主要就是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以急救中心为主体的

院前急救机构，这些单位通常被统称为医疗机构。在

这些机构中谁是开展航空医疗作业最适宜的合作伙伴

需要统筹兼顾，分析利弊。笔者认为，要把医疗机构

中的地级以上城市急救中心和二级甲等以上（含）综

合性医院作为主要合作伙伴，尤其要把“院站合一”

的依附依托型急救中心作为首选，这与航空医疗作业

的基本需求与响应这种需求的固有能力不无关联。

GA CHIN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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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航空医疗作业是指以航空器为交通工

具和工作平台所开展的空地一体的规范化、专业化、

常态化的医疗转运与救治服务。因此需要明确，医疗

作业对应的是医疗服务，而医疗服务是医疗行为的过

程及结果，是医疗机构职能和医务人员职责的具体体

现。通航公司拓展或开展医疗作业无论与谁签约合作，

最终都要与在医疗机构供职的医务人员实施合作共同

执业，否则难有所为。对于通航公司和医疗机构而言，

航空医疗作业与服务基本需求的要素要义都有哪些，

从服务理念、经营目的、业务层面和技术角度讲怎样

才能更好地实现共同的理想而殊途同归呢？

鉴于航空医疗作业的服务对象大多都是急危重症

病人及意外伤害患者，故其基本要素要义是“快速为魂，

安全为上；抢救为先，转运为主；手术为要，住院为本；

上下联动，空地一体。”由于所处角度不同和认识差异，

对于通航公司来讲，除了铁定永恒的安全第一的飞行

准则外，需要的是作业运行的便利和作业量的稳定及

持续增长，继而实现相应的盈利和利润最大化；对于

医疗机构而言，需要的是在遂行服务时能尽快起飞，

平稳飞行，安全到达，合理收费，借以通过增加服务

手段和服务项目来扩大机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至于

坊间所说通过航空医疗服务来增加住院病人，提高业

务收入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自打实行新农合后综合

性医院基本上都是人满为患，不需要刻意增加住院病

人；而航空医疗服务创造的业务收入因其量少对提高

所在机构的总体收入也于事无补。

通过以上情况介绍和初步分析，对航空医疗作业与服务

的定义概念和双方需求都有了大致了解。在此基础上如何进

一步明确利害关系，从而选择最佳的合作伙伴还要从行业和

专业角度做深入解读：从医疗机构的地位和影响来讲，综合

性医院因其专业技术水平和综合资源优势毋庸置疑是龙头老

大，加之医院是患者的最终归宿，无论通过什么渠道或方式

转运来的患者总归要送到医院救治，所以选择当地综合实力

最强的综合性医院作为合作伙伴似乎是不二的选择，至少没

有原则性错误，这也是众多通航运营商选择诸多综合性医院

作为合作伙伴的主要原因。但就运营效果而言并不理想，问

题究竟出在哪里，除了要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外，还有什

么制约性的因素或问题呢？

事实上，与医疗机构联手开展航空医疗作业与服务需要

对方同时具备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和体系优势，三者缺一不可。

比较而言，以急救中心为代表的院前急救机构相比综合性医

院可能拥有更大的综合优势，这是因为以急救中心为主体的

院前急救机构擅长现场抢救及途中监护治疗，垄断掌控专司

急救呼叫受理与出诊调派的全国统一的三大公益性特服电话

号码 120，更重要的是全国 120 是一家，自上而下、从左到

右形成独有的院前医疗急救体系，为“上下联动，空地一体”

奠定了基础。而从作业空间上讲，航空医疗服务恰恰就属于

院前急救的范畴。急救中心传统的“特服电话号码 + 地面救

治转运”优势，如今再构成现代化的立体救援体系，必然为

卓有成效的开展救死扶伤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医疗作业的基本需求 开展合作要用其所长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综上所述，通航公司开展航空医疗作业要把院前急救机

构也就是急救中心作为首选的合作对象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急救信息有了，空地一体有了，加之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

基本都是 120 网络成员单位，自然而然为开展航空医疗作业

及服务构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问题在于，院前急

救机构按体制和模式又大致分为独立综合性、指挥调度型和

依附依托型三种不同类别，从减少指挥层级和中间环节，提

高作业效率和服务质量，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等因

素考虑，选择独立综合型或依附依托型相对较为理想。需要

注意的是，与综合性医院相比急救中心由于体量较小，出诊

业务繁忙，人手普遍不足，有时可能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

故要以体量相对较大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急救中心为主

要合作对象。好在现阶段作业量有限，还不至于顾此失彼。

有道是买卖不成仁义在，买卖做成情义深。志同道合才

能休戚与共，优势互补才能相得益彰。相互合作不是一厢情

愿拉郎配，而是互利双赢做夫妻，只有不断扩大共同点，努

力消除不同点才能天长地久，矢志不渝。通航公司和医疗机

构必须要有共同理想，共同语言，共同利益，换位思考，求

同存异，相互理解，荣辱与共，互为对方着想，多为对方着想，

既要考虑自身利益和经济效益，也要考虑人命关天和社会影

响，要把普世价值，共同利益和干好本职工作放在首位。特

互利双赢才能天长地久 别强调，通航运营商要做好成本核算，降低运行成本，

只有利益攸关方形成命运共同体才能促进我国通航产

业和卫生事业在有机结合及深度融合中健康科学有序

发展，使某家通航公司和某个急救中心一花独放的合作

模式成为百花齐放的运行模板在神州大地普及推广。

创新发展需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需要更新观念。

拓展航空医疗业务必须开阔眼界，放宽视野，在墨守

成规的同时还要独辟蹊径，寻找市场，培育市场，发

展市场。我国现有的医疗机构设置主要是根据《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制定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

为标准和依据（详见 1994 年 9 月 2 日颁发的“卫医发

[1994] 第 30 号”文件）。在新形势下如何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需要勇气、智慧、

责任和担当。要在满足患者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的过程中鼓励扶持类似“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司”

这样的以医疗转运业务为主的新型医疗联合体对接通

航公司，把地面转运服务与航空医疗服务有机结合，

为满足不同医疗需求提供必要的全程优质服务，进而

也为彻底解决“黑救护车”现象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图片拍摄   陈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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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机场
如何应对无人机
侵犯？本刊记者   张钊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前言
曾几何时，在空中对飞行器产生巨大威胁的是懵懂无知的鸟类；而现在人为操纵的无人机称
为每个飞行员与地面管制人员时刻提防的入侵者。本文就此问题结合现实案 å 例，帮大家收
集并列举了多个现行防范无人机侵害通航机场的方法。

近 年来，无人机违规飞行干扰民航机场运行事

件密集发生，对民航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和民

航正常运行构成严重威胁。2017 年 4 月，全

国5个机场累计发生13起无人机飞行影响飞行安全事件，

造成 288 个航班返航、备降、等待或取消。 5 月首周，

国内又发生了 4 起民航机场受无人机干扰事件。从 5 月

12 日 19 时开始，重庆机场屡遭无人机干扰，共造成 200

多个航班备降、取消或延误。

近期无人机黑飞事件回顾
>>  2 月 2 日至 3 日，昆明机场连续发现 4 起无人机事

件；最严重的 1 起事件中无人机距离飞行中的客机仅 50

至 70 米。

>>  4 月 14 日，下午 14 时 05 分，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西

跑道北侧 30 公里区域净空保护区内，发现疑似无人驾驶

航空器活动，导致3架航班绕行，地面航班等待5分钟。

>>  4 月 17 日，下午 14 时 13 分，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西跑道北侧 18 公里区域（地处郫都区），发现疑似无人

驾驶航空器活动，导致多架域内航班空中等待，造成 12

架飞往成都的航班备降其他机场。

>>  4 月 18 日 18 时 26 分以及 18 时 38 分，分别在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西跑道北侧 3.7 公里区域（地处双流区）

及同侧 14.8 公里区域（地处崇州市），发现疑似无人驾

驶航空器活动，导致22架飞往成都的航班备降其他机场，

23 架航班出港延误。

>>  4 月 21 日，下午 14 点 38 分，3U8996 次航班与 3U8360

次航班在双流机场 20R 跑道五边两侧 23 米时，机组人员发

现一架绿色疑似无人驾驶航空器。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 13 个

航班备降、1 个航班返航。

>>  4 月 21 日下午 15 点 40 分，MU5407 与 3U8772 次航班

机组在距地面 1100 米处，发现一架红色和一架红白相间的疑

似无人驾驶航空器。这两架航空器的飞行导致19个航班备降、

2 个航班返航。

>>  4 月 21日下午 17点 06分，ZH9772 次航班在落地前，发

现一架白色疑似无人驾驶航空器，且正好从飞机下方穿过。

>>  4 月 26 日，下午 18 时许，成都双流机场再次发生“无

人机扰航”事件，共造成 22 架航班备降。初步定位肇事无

人机在新津县。

>>  4 月 27日，下午 14时许，一架起飞中航班的机长发现有

无人机扰航，位于机场西跑道北侧。无航班返航或备降。

>>  4 月 30 日，下午 18 时许，成都双流机场再次发生无人

机干扰民航飞行事件。从 18 时 13 分至 18 时 52 分，成都双

流机场无航班降落，共造成 10 个航班备降。

>>  5 月 1 日 16 时许，昆明市长水国际机场北端受到无人机

扰航影响，多个航班就近备降到四川成都、重庆、贵州贵阳

三地。

运输机场设施完备，可以提前发现无人机并采取措施避

免事故的发生。但通航机场没有实力去部署那么多软硬件设

施，万一出现干扰很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作者通过信息的检

索与整理，为大家列举出一些实用技巧，希望对通航公司每

日运营起到帮助。

好吧，您肯定认为这个方案是在搞笑，有组

织有纪律的高级生命体是科幻电影里虫族侵

略者的设定。先秦时期法家就自成一派，先

贤们早就清楚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每增加一个，组织的管理

复杂度就会成几何级上涨。

很多飞友无意违法，只把无人机当作一种电子产品。

运输机场周边都有净空管制区域，而且覆盖面积很大，很

多人只是随便找一处空旷地就放飞无人机并不知情，若是

没有及时升级固件，无人机本身也无法更新“电子围栏”

进行规避。

自  觉

现今正式上线的无人

机监管系统来源有二：

官方与民间。官方指

的是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民用无人机登记注册系统”；民间

指的则是各个企业开发通过地方通航协会推广的“无人机

飞行服务系统”。民用无人机登记注册系统已于 5 月 18 日

上线运行，6 月 1 日正式对质量 250 克以上的无人机实施登

记注册。同时正在建立无人机登记数据共享和查询制度实

现与无人机运行云平台的实时交联。

该系统做的事情很简单，仅仅是一个无人机信息的录

入，并且绑定拥有者，能够实现事故后可追溯。并不能预防

违法行为的发生，只能起到威慑作用。系统正式上线的第二

天就被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报出存在漏洞，用户的个人信息

及无人机序列号乱填也可通过注册。就算系统升级完善后，

还是有政策漏洞可以走，监管措施刚发出，就有商家宣传

某产品只有 242 克重，可以脱离监管视线。所以该系统的

有效前提还是要靠自觉。

民营企业自研的各种无人机飞行服务系统，往往命名

为“X 云”，以下就以“X 云”代称。 “X 云”们的工作

无人机监管系统

作为龙头企业的大疆表示，

每台大疆无人机都装有

GPS，设置“电子围栏”禁

止在禁飞区起飞，还以特殊方式向外广播自身的唯一SN码、

位置信息等，当其飞到特殊区域附近，相关监管部门可使用

专业设备读取上述数据，查询所需信息。大疆描述，其安

装 ADS － Bin 接收端不仅只是起到警告作用，紧急情况下

还能强制无人机进行避让：系统对于正在接近的载人飞行

器进行预警，会不断提醒和警告操控者。同时，系统会根

据民航客机的相对距离、航向以及用户所操作的无人机当

前的飞行高度等信息评估风险。如发现无人机存在威胁到

民航客机的潜在可能性，在中国国内，系统甚至可以强制

其下降高度或迫使其降落。但通过万能的淘宝，消费者可

以购买软件和模块改装，即使是合法无人机也可能变成“黑

无人机”。所以飞手是“关键”，一切还是得靠自觉。

厂商主动规避

说到这里，前三条最后的结论都是要

“靠自觉”，对那些实在不自觉的飞

手就只能付诸“武力”手段了，“犯

我领空者，虽高必打之”。全世界脑洞清奇的小伙伴们发

明了很多围剿无人机的方法。具体如下：

暴力摧毁型
暴力反无人机方式多用于军事方面，目的性也很直接：

斩草除根，不留余地。既然用于军事目的，看看热闹就好。

引用中关村在线内容：“波音公司在 2015 年提出了

一个反无人机的解决方案，并推出了该方案的主要工具 

—— 激光炮。

主动防御

首都机场净空保护区具体范围划定 涉及面积 1057.6 平方公里

首都机场净空保护区具体范围划定 涉及面积 1057.6 平

方公里，而且黑飞者本身就是在知法犯法，提出这么荒唐

的一条是为下面做铺垫。

原理很简单，核心模块为：GPS 与 SIM 卡。固定在无人机

上通过 GPRS 移动网络将获取的 GPS 位置信息发送到服务

器，在将所有信息加工后显示到 App、大屏幕等终端上。

类似的产品早已应用在儿童、老人、宠物、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共享单车的定位追踪产品上，淘宝一搜一大堆，大多

100 多元，并无技术门槛。其模式也很简单，采用收取用户

押金的方式，金额在几百元不等，对个人用户来讲，这几百

元肯定是不愿意掏的。而且，无人机电池续航能力本来就短，

多装个设备会明显降低性能。

特种作业型无人机安装“X 云”比较适合，但消费级

无人机厂商们有自己的手段，不会与低技术门槛的三方设

备合作。甚至在 1 个月前，某个“X 云”被推上风口浪尖。

知乎上有人发文一篇《蹊跷的成都双流机场无人机“黑飞”，

这浑水越看越深》质疑某个“X 云”雇佣飞手从事黑飞，敲

诈无人机制造企业。由于并不知晓内幕，无法判断事件的

真实性。

综上，官方系统尚有一点威慑，民间系统只是自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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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激光炮带有波音公司自己研发的高能激光移动发

射器，经过测试，这个发射器在全功率情况下发出的激光，

在无人机外壳上烧个洞只需要两秒钟的时间。如此的破坏力

对于正在飞行的无人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激光炮

还有个优势，就是它运行成本极低，可以使用 220V 电源来

工作，也就是说，随便插个电，就能把无人机从空中打下来。

美国 Snake River 公司曾经推出了一款特殊的无人机专

用子弹，这种子弹配合他们公司的设备能够轻松的把无人机

击落。无独有偶，战斗民族俄罗斯在今年年初推出一款专用

于反无人机的装备——肩扛式反无人机装置 SkyWall100，

该装备是通过压缩气体进行驱动，能够向无人机发射网状

捕捉器，实现对非法入侵的无人机进行捕获。”

无人机猎人 网捕型
同类相残，用无人机携带或发射一张大网，

如同蜘蛛捕食般将侵犯的无人机缠住。

阻断干扰型
干扰型又分声波干扰、电波干扰与信号干扰。声波

干扰是发射与无人机陀螺仪的固有频率一致的时候，就

会发生共振，使陀螺仪无法正常工作，从而导致无人机

坠落。电波干扰是高功率射电波能有效阻断无人机通讯，

并能够在半空中关闭无人机，从而坠落。这两种都很暴

力，不适合大众使用。即便没人索赔无人机，砸到花花

草草也是不好的。

所以，信号干扰是目前为止最靠谱、最温和、最廉

价的手段，不至于让无人机坠落，是一种通过干扰降低

无人机“有害目的性”的方式。其具体原理较复杂，简

单来说就是发射一束定向信号，大功率压制无人机，信

号频率覆盖 2.4g ～ 5.8g，现在又增加了 900mhz 和 1.2ghz

频段，无人机接收机接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就原地降落

或自动返航。武汉市公安局有过成功应用案例，在 2017

年 3 月 11 日中甲开幕战现场，成功驱离无人机 6 架次。

但此类设备也有诸多不足之处：产品良莠不齐，价

格虚高；灵活机动性差；不合法，有辐射，会影响其他

无线电通讯频率，造成无差别误伤。

用网捕获最大的问题是侵犯对方财物，就像善良的

女子发现被偷拍后抢走对方手机一样，不知道法律如何

界定此类问题。另外，此种方法还需飞手操作，加大了

人员开支。一般需要防范无人机的场所有机场、涉密设

施、私人场所、政府单位等、体育场馆与工厂等。这些

机构大多不会再配备一个专业无人机猎人。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波音公司激光炮

总而言之，通航机场一般地处城市外围，但不会处

于过于远离居住区的地区，例如北京的北安河机场甚至

能乘坐地铁到达。因此，航空器噪音扰民问题将会成为

普遍问题，相信不少机场都有被村民堵门口的经历。随

着无人机的普及，肯定会有通过无人机阻止飞行的事件

发生。被迫停飞会给本来就苦于飞行小时较少的通航企

波音公司激光炮

业雪上加霜。防御无人机侵犯是世界性问题，现有的方

法都不能为通航机场既不物美也不价廉。短时间内还需

通航机场与运营企业们将无人机侵犯列入自己工作的注

意项中，飞行前不仅要看天看人看机，还要观察空中动

态情况。毕竟，再好的工具也比不上态度上的重视。

澳大利亚 DroneShield 公司的 DroneGun  →

澳大利亚 DroneShield 公司的 DRONESENTRY，这款产品技术的设
计不依靠无线电频率检测，可以为用户检查到那些因为体积小而不能
用雷达监测到的设备。这种还在申请专利的声音检测技术会在无人机
闯入视野范围内时向用户发出实时警报 ↘

GA CHIN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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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飞行的隐形杀手

低空风切变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前言
在国家战略决策强有力的引领下，翱翔在蓝天的通用航空公司的飞机与日剧增，但每架飞翔在空中的飞
机无时不受到大气的制约，仅 2014 至 2016 年三年时间通航发生飞行事故就有 23起，损失飞机 21架，
死亡 29人。截至 2016 年底，我国通用航空的事故万时率 0.064，远远高于军、民航，强烈冲击着安全
是通用航空的生命底线。分析表明，大约有 80%以上的航班延误是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有约 1/4 到
1/3 的航空器事故都与危及飞行安全的天气有关，低空风切变就是危及通航飞行安全的一个隐形的杀手。

本刊特约作者   王守忠  北京戎欣气象

低空风切变通常是指近地面 600 米高度以下的风切变，

是一种大气的自然天气现象，它的主要特征是气流运动速度

和方向在瞬间的突然改变。这种天气现象的表现是，出现在

大气的垂直方向上或水平方向上，中高空可出现，低空也可

出现，而低空出现的概率更高。风切变可分为水平风的水平

切变、水平风的垂直切变、垂直风的切变这三种情况，其中

对通航影响最大的就是垂直风切变。

低空风切变是在一定的天气背景和环境条件下形成的，

雷暴、积雨云、龙卷等天气有较强的对流，能形成强烈的垂

直风切变，强下击暴流到达地面后向四周扩散的阵风，能形

成强烈的水平风切变，锋面两侧气象要素差异大，容易产生

较强的风切变。低空风切变常引起正常起飞、降落的飞机产

生颠簸和振荡，而运控人员很难提前发现，气流比较强烈时

飞行员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飞行安全。

与低空风切变同一家族的晴空湍流和近地面层的下沉

气流，在大气中主要表现为高压地带气流和低压地带气流相

通用航空中小型飞机占比大，低空近距离飞行多。由

于低空风切变的变化时间短、范围小、强度大，变幻多端，

破坏力极强，又难以“捉摸”，也无法从肉眼直接识别等

特点，所以通航的飞机在这种环境中飞行，很容易发生突

然性的空速变化。空速的变化引起了升力变化，升力的变

化又引起飞行高度的变化。如果遇到空速突然减少，而飞

行员又未能立即采取措施，飞机就要掉高度，以致发生飞

行事故。以往案例屡见不鲜：

风切变的成因及危害

隐形杀低空风切变

互循环流动，在晴朗天气时空中出现的风向风速的突变，

由于它在空中出现时不伴有可见的天气现象，被称为飞

机的“隐形杀手”， 飞行员很难事先发现，因而对飞机

安全造成很大威胁。

1985 年 8 月 2 日 18 时，美国 Delta 航空公司一架

L-1011 飞机在达拉斯沃思堡机场遭遇风切变坠毁，一百

多人死亡；

2014年 7月 23日下午 17时 43分，台湾复兴航空 1

架GE222班机从高雄小港机场飞往澎湖马公机场，因遇

低空风切变发生飞行事故，机上绝大部分人罹难；

2004年 2月 13日，一架RJ型公务机在华北某机场

降落时遇低空风切变。飞机准备着陆时在下滑航线上遇

到低空风切变，飞机出现黄色近地告警信号，此时飞机

距地面高度 335 米，飞行员操纵飞机复飞。飞机准备再

次着陆时，又遇到较强烈的低空风切变，飞机自动驾驶

仪被颠的自动断开，飞行员恢复后不到半分钟飞机再次

遇到较强烈的颠簸。飞参记录表明，水平方向上发动机

转数没有改变情况下，飞机空速表指示瞬间上升12.52海

里 /小时。垂直高度记录下飞机瞬间发生了 42.7 米的上

下波动，并发出红色近地告警信号，此时飞机距地面高

度只有 39.9 米，飞行员拉起飞机去备降场安全降落。事

后飞行员表示：“我飞了 30多年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的

风切变，飞机控制都有点困难。”

一是知已知彼，远离低空风切变。运控和飞行人员熟悉了解低

空风切变的特点、危害和判断防范的应对措施，特别是飞行人员，

把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熟悉共同应对低空风切变的应急处置

能力，远离危及飞行安全的危险天气；

二是提高认识，预防低空风切变。飞行前注意了解天气，尤其

是飞行员，看天气实况，了解天气变化趋势和天气预报，对天

气做到心中有数，当收到有危险天气预报或警报时，要提高警惕，

宁可信其有做好防范以防万一，不可信其无大意失荆州；

三是主动判别，防范低空风切变 。飞行人员在飞行中注意主

动判别，比如雷暴云体下的雨幡，强烈摇晃的地物和地面地

形等，预示着风的不稳定，飞行人员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并

做好飞行预案。近地面层的晴空下沉气流是低慢小飞行器应

该引起高度重视的天气现象，因为这种天气现象发现难，变

化快，危害大。因此，在飞行时要留有余地以防万一确保安全；

四是共同预防，规避低空风切变。气象人员认真分析可能出

现低空风切变的天气形势，尽可能做准预报，飞行人员重视

飞行中看到的天气现象和飞行器发生的变化。气象和飞行员

及时向运控指挥人员通报各自发现的情况，指挥员及时将信

息传递给对方，并果断实施指挥，以确保顺利完成任务保证

飞行安全。

低空风切变的预防和应对，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低空

风切变的预报判别和规避，其次是在遭遇低空风切变时

主动应对。

低空风切变的预防

台湾复兴航空 GE222 飞机坠毁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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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地区
航空天气主要特征

高原地区主要航空天气特征与高原地形地理特征

密切相关，因此在介绍高原地区主要的航空天气特征前，

我们需要简单地介绍高原的地形和地理特征。青藏高原

平均海拔高度 4000 余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范围最

大的高原大地形。喜玛拉雅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

横断山等大型山脉以及无数山系横垣在高原之上，许多

海拔 6000-7000 米的山峰耸立在大气对流层中部，崇山

峻岭、沟壑纵横，地理状况异常复杂。

我国的高原机场共有 30 个，其中一般高原机场 14

个，高高原机场 16 个。高原机场复杂的地理特征加大

了大气运动的复杂性，严重地影响着高原机场的天气。 

其中绝大多数高原机场坐落于青藏高原及青藏高原比邻

的高原地区。有些机场分布于高大山脉之间的河谷或谷

地地带，如拉萨机场、丽江机场和林芝机场；有些机场

则修建在填平的山坡或削平的山头上，如攀枝花机场及

大理机场。部分机场则兼有高原机场、山区机场、河谷

机场或峡谷机场的地理特征。

高原的
地形地理特征 高原地区空气稀薄 , 水汽与杂质少 , 太阳总辐射较

同纬度其它地区要强。强辐射导致高原地区气温日变化

更为明显。高原地区下垫面白天的非绝热加热及夜间的

辐射降温显著，是高原天气日变化明显的主要因素之一。

>>辐射作用导致气温变化幅度较大
高原地区白天阳光充足，太阳直接辐射强，增温快；

午后温度较高；夜间地面散热快，地面气温降低也快，

因此高原地区的气温日变化较大。白天 , 局地辐射增温

的差异，导致热对流环流加强，容易引起热对流的发展；

午后高原地区对流云发展旺盛是主要例证。

辐射加热的不平衡导致气流的变化
由于高原地区复杂的地表状态和地理特征的差异 ,

导致辐射加热的不均衡以及气温日较差大，局地温度场

的变化又反过来使大气流场发生变化或局地环流加强，

进而引起白天地面风增大。高原机场的天气复杂多变，

早晨易出现雾和低云，午后和傍晚易出现较大风速的侧

风、雷雨、湍流颠簸和风切变等危险天气，与辐射加热

的不平衡有密切的关系。

强太阳辐射的作用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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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机场地面风除受大气环流、天气系统的影响

外，还受到地形特征、 地理条件以及高原山地太阳辐

射增温等因素的影响。高原地区地面大风日数较多，有

的可达 150 天以上，是我国同纬度平原地区的 10 多倍。

位于山区或峡谷地带的高原机场，不但地面大风多，而

且风的变化也较为复杂。

>> 地面风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显著
高原机场西南季风的进退及大气环流的季节性变化

导致机场地面盛行风的季节变化。高原地区显著的辐射增

温作用，以及山地、河谷、沟壑、向阳坡、背阴坡等处辐

射加热的不均匀性，引起水平温度场的日变化，进而造成

地面风的日变化。

地面风场复杂

>> 热力对流活跃
高原地区地面风的日变化要比平原地区显著得多。

如拉萨、林芝、昌都、大理、迪庆、丽江、稻城、康定

等机场地面风速有明显的日变化，11 时后开始出现大

风，傍晚风速减小，大风、强阵风或大角度的侧风常造

成飞机颠簸、降落困难。

>> 地面大风多
由于高原机场海拔较高，机场地面接近大气层中

层，在空中层结不稳定的情况下，高空强风常向地面传

递，引起地面大风。在冬春季节高原机场最容易出现此

类大风，有时甚至连续出现数日，且非常强劲，甚至引

发风沙和吹雪天气。

>> 风的地方性明显　
由于高原山地复杂的地形作用，气流翻越山岭、穿

越山谷、绕过山峰，易于形成峡谷风、漫坡风以及山谷

风等小尺度环流的地方性风，表现了高原地区地面风显

著的地方性特点。如拉萨、大理、丽江、迪庆、西昌及

九寨黄龙等机场时常出现风向及风速在短时间内大幅变

化的现象。

 >> 风的阵性强
高原机场地面风时常出现风向突变或风速突变的

现象，表现为明显的阵风。在一定的天气系统控制下，

受地形或障碍物的影响，山区及河谷地区气流紊乱，风

向突变或风速突变现象明显，风的阵性及扰动气流很强，

一般伴有明显的低空风切变。这种情况在拉萨、昆明、

大理、丽江、迪庆、西昌、九寨黄龙等高原机场时常出

现，并多次造成飞机的复飞或备降，不仅影响航班正常，

也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

我国高原机场的扰动气流及高原地区空中颠簸的

发生机率比平原地区的要高，强度也较强。高原地区的

高空强风、复杂地形引起的紊乱气流以及对流活动是造

成高原空中颠簸的主要原因。

>> 高空强风活动
在一定天气形势下，当伴有高空急流的天气系统活

跃于高原地区时，高空急流附近的空中颠簸十分显著。

无论是春季印度西南季风影响高原，还是冬季西伯利亚

寒流侵袭高原，活跃的强风在高原山地大地形作用下 , 

都易于形成大型山地波 , 引发高原航线或高原机场的空

中颠簸。冬、春季节，当南支急流活跃时，高原航路上

中度以上颠簸频繁。

>> 山区气流扰动
在高原山区或山地，复杂的地形使气流的运动复杂

多变。气流越山、绕山时，风向风速被迫发生改变。尤其

是在强气流情况下，气流被迫翻山越岭造成的山地波更为

明显，山峦、山谷引发大气流场变形，导致大范围气流产

生波动、扰动，也可以导致小范围山地气流的湍流活动；

山谷的狭管效应可产生大风。特别是中午至下午，高原地

区热力湍流很容易发展，湍流活动比平原地区强烈。

>> 热力对流活跃
高原地区复杂地表状态和地理特征，导致地表辐射

增温显著不均 , 造成了高原地区活跃的热力对流 , 特别

是夏季午后，对流云或扰动云层发展较快 , 且早于平原

地区，多山地区一般中午时分对流云已十分旺盛，空中

颠簸也比较明显。

扰动气流
和空中颠簸频繁

GA CHIN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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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地区的云主要为积状云，其次是波状云和卷

云。夏季，高原大部分地区对流云出现频率高达 90%

以上，高原地区积雨云的出现频率比印度热带地区和同

纬度的平原要多得多。高原地区的云不仅与天气系统活

动、气象要素的日变化有关，还与复杂的地形及气流活

动有关。因此 , 高原地区有些云的外形比较奇特。云的

外形愈奇特 , 表明空中的气流运动一般比较复杂。

>> 笼罩山峰的云
这包括系统性的层状云或波状云，还有非系统性的

地形云，时常出现云团盘居山腰、漫布山野、笼罩山峰

或云层覆盖山区，山峦时隐时现的情况。每年 5 至 9 月

份，一般情况下，高原的云层时常笼罩在山峰上，云底

高度只有几百米。在九寨黄龙机场，时常有云雾覆盖跑

道的现象，云在低于机场高度的山腰或沟壑处形成，抬

升并移向机场，在跑道上形成大雾，来去匆匆，有时在

几个小时内反复出现多次。

>> 山地对流云
热力作用形成的对流性积状云，如积云和积雨云，

其外形有时多呈絮状，一般不如平原地区的对流性积状

云那样典型。

>> 山区特殊云
动力作用形成的具有显著特征的特殊云，常在高

原地区出现。 滚轴状云是在强气流翻越山岭后形成的 , 

帽状云则像顶帽子似的罩在山顶上 , 荚状云则像豆荚似

的悬在空中。云的特殊外形，是气流复杂运动的表现。

高原山地云系特殊

雷暴和冰雹出现次数多，是高原天气的显著特征之

一。高原地区雷暴和冰雹主要集中出现在 6 至 9 月份，

占全年雷暴日数的 85%—90%。夏季，印度西南季风携

带大量水汽侵入高原，为高原地区强对流云的发展提供

了有利条件，再加上高原地区午后热对流旺盛，因此下

午至傍晚积雨云、雷暴和冰雹等天气出现频次很高。青

藏高原地区的年雷暴日数多在 60 天以上，最多的超过

90 天，昌都等地区雷暴日数高达 100 天以上，比同纬

度平原地区多几倍。

雷暴和冰雹较多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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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
中国民用直升机运营发展论坛
实录
导读
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航分会与上海翱蒲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民用直升机运营发展论坛于 6 月 8
日至 9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以“安全与发展”为主题，汇聚了超过 300 位国内外通航产业从业者前
来参加。两天的会议中共有 15 位中外嘉宾做了演讲，表达了对行业趋势的判断，分享了其代表机构
在过往所取得的成就及外来的探索。本文对部分嘉宾演讲内容进行整理，特此与各位同仁分享。

编辑整理 本刊记者 张钊

航空护林是用航空手段保护森林，主要指利用航空器（包括直升机、

固定翼和无人机）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的方法和手段，是森林防火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航空护林是森林生态保护、补救森林火灾的尖兵，是

森林防火的优先发展方向。航空护林主要可以做到：巡护监测、传递信

息、火灾扑救、空中指挥及运输补给。其特点是机动、灵活、快速、高效；

技术性强，专业突出；投入高，风险高；需政府组织，军民共同参与。

演讲嘉宾：刘铁雄    副会长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分会

航空护林中
通用航空的责任与担当

2016年
中国航空护林
发展现状

航空护林站 43 个
林业机场 27 个
护林省（区 / 市） 19 个
年租用航空器 80 余架
巡航面积 1, 68 亿公顷
航空护林覆盖率 54.1%

中国航空护林的
问题与困难

● 覆盖不全面
● 机群小，机型适用性覆盖不全面
● 通航公司成本高效益差
● 国际投入与实际需求存在差异
● 航空护林行业标准需完善

航空护林
主要机型

直升机
Mi-26T, Ka-32, Mi-8, Mi-171, Z-8, Z-9, AS350, 
BO-105, EC135, EC155, EC225, S92, A119, 
F280 等 

固定翼 Y5, LE500, AT802F, Y12, GA20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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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与低空旅游预计未

来市场规模每年增长
30% - 50%
演讲嘉宾：赵  雷  市场部部长 中航工业直升机有限公司

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的直升机航空旅游已经成为吸

引游客的招牌项目之一，以自然观光游出名的有美国科

罗拉多大峡谷与夏威夷火山；新西兰的冰川游、澳大利

亚大堡礁和十二圣徒、加拿大直升机滑雪和瑞士少女峰

观光等；城市观光游的有伦敦、旧金山、纽约、迪拜等

等。全球低空旅游市场的运营收入每年大约有 20 亿美元

左右， 美国 5 亿美元左右 ; 美国直升机旅游飞行小时数

约占美国通用航空的 1%。 从事这一业务的企业约有 280

家，其中直升机企业超过 60%。

1. 运营成本高、盈利困难。直升机低空旅游是面向

广大消费市场的服务项目，定价应遵从市场需求和消费

能力，使用环境中各项成本须大幅压缩。但目前仍面临

运营成本高、盈利困难的局面。国内持续运营的线路估

计只有不到 20 条，单项目常态化运作更少。

2. 空域和航线审批的影响。目前国内的低空空域管

理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中，但空域和航线协调仍存在较多

困阻。上海因噪音扰民一事叫停空中游览项目，说明国

民的维权意识和环保意识已经增强，而我国缺少这方面

立法和程序。 

3. 景区受气候和季节影响较大，无法常态化运营。

婺源江湾以油菜花旅游而出名，油菜花的花季一般在 3-4

月。 青海湖空中游览季节性强，主要集中在 6 至 9 月，

其中 7、 8 两月游客最多。丽江 6 至 9 月旺季，但受天

气影响较大 。

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国内开展直升机空中游览的

航线有 100 余条，具备空中游览资质的通航公司超百家。

飞行时间普遍在 10 至 20 分钟左右，报价 600 至 2500

元不等。

AC311 型直升机在全国已
有多条空中游览项目在运
营实践，其中包括

直升机空中游览项目
现存问题

2014 年 8 月 3 日，青海湖空中游览项目起航，每年

运行 2 个月，接待游客 1000 名；

2015 年 3 月 21 日，江西婺源空中游览项目起航，

每年运行 2 个月，接待游客 400 名 ；

2015 年 2 月 12 日丽江空中游览项目开航，全年运行，

接待游客 4000 名，飞行约 400 小时；

2017 年，张家界天门山空中游览项目起航，绕天门

山 360 度，涵盖 11 个景点，飞行时间约 10 分钟。

演讲嘉宾：刘道林     副主任 公安部警用航空管理办公室

演讲嘉宾：彭伟毅  航空产业投资总监 中国宏泰航空业市镇发展有限公司

我国警用航空的发展与应用

目前全国警用直升机部署超
过 50 架，无人机 3000 余架

建设通航产业市镇

促进中国通航事业
早日腾飞

同时，警航飞行员特情培训往往在美国完成，成本高

且手续难办，但国内尚无满足训练条件的培训服务，期望

通航企业在这方面能够积极探索

一架警用直升机可巡逻 4.6 万平方米，相当于 20 辆

警车或 200 多名警力的搜索能力。有直升机巡逻的区域对

犯罪具有威慑力，犯罪率下降 50%。警用直升机对现代城

市治安管理具有显著功效，但警航的发展短时间内受限于

飞行员的短缺。人员现存问题如下：人员编制不统一、来

源渠道少，年龄阶梯不合理，流失较严重。警航正尝试从

警察院校挑选培训直升机驾驶员。

2016 年通航产业政策暖风频吹，一大批通航产业园、特

色小镇、通航旅游示范工程、飞行营地、航空综合体等项目

集中涌现。

中国宏泰产业市镇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园区专业化品牌

开发商有责任助力通航产业的起步。宏泰通过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 PPP）模式开发了石家庄通航产业

园和武汉通航产业园，两家园区分成为国家发改委首批通航

产业综合示范基地及 2017 年世界飞行者大会国内首届会址，

起点高，建设快，社会效益突出，获得了业界和政府赞誉。

我们希望把这种模式推广成经典样板，使专业化园区开

发运营力量的注入为行业发展带来新风，保证通航园区在规

划设计阶段水准，施工建设阶段质量过关，投入运营后产业

聚集效应显著，进而实现市场化手段的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为通航产业的起步提供专业化服务和金融资本的支撑，带动

通航产业平台化发展的新模式。

宏泰速度再现武汉汉南通航产业园
6个月建造近4万平米FBO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GA CHINA 48 GA CHINA49

演讲嘉宾：王建宏    副总经理 全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演讲嘉宾：贾崇跃    空中救援办公室主任 北京 999

通用机场建设
与运营经验分享

北京红十字会 999 急救中心（简称 999）是中国首

家集救护、救灾、救助功能一身的综合救援中心，目前

拥有各类急救车辆 300 余辆、医疗构型直升机 3 架（H135

直升机 2 架、H145 直升机 1 架）、固定翼飞机 2 架（达

索 Falcon2000LX、湾流 G550）、2 辆专业航空医疗救

援救护车，并拥有全国最大的全智能数字化及 2000 条中

继线路的报警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空地一体化救援

模式，已成功完成空中医疗转运任务数百例。

成立国内首支专业化、专职化、科技化、信息化、

国际化的百人航空医疗救援飞行队，并多次派队员赴德

国 ADAC 及 Corplus 等公司接受专业培训；

北京 999 将在未来继续派遣医疗人员前往国外进行

医疗学习与培训，并与德国 ADAC、英国 Babcock 等公

司开展航空医疗救援培训合作。为更出色执行山地救援

任务，北京 999 将派遣 16-20 人前往海外进行直升机绞

车手培训；

为备战 2022 年冬奥会，已针对医护人员进行雪地

救援培训，计划分批次培训100人，目前已培训40余人次。

北京999强大的硬件保障
能力具体如下

北京999专业人才队伍

在全国开通 010-999 航空医疗急救电话，专门开设

航空医疗救援专席，2016 年席位以达到 5 个，2017 年计

划增加至 10 席；

专业航空医疗救援直升机机载医疗设备已获得

EASA、FAA、CAAC 认证；

达索 Falcon 2000LX 大型喷气式飞机，航程 7408 公

里，最大飞行速度 926 公里／小时，可承载最多 2 位患者、

乘客数量 4-6 名；

2017 年第四季度交付长航程的湾流 G550，机上配

有两副全套 ICU 抢救设备、五套急救设备；同时装配有

体外模肺 (ECMO)、婴儿暖箱、血库、血气分析仪等专

业医疗救援设备。飞机起飞后，医疗担架床能自动移动

到中间位置，保障医疗救护人员随时抢救患者。可同时

转运 4 名卧姿患者与 4 名坐姿患者；

2017 年 5 月 4 日，与空客签署一架 H145 专业航空

医疗救援直升机，该机装有绞车、浮筒等设备，可执行

山区、雪地、海上搜救工作；并配备国际最先进医疗救

援设备：体外模肺（ECMO）、婴儿暖箱等；

研发改装集医疗转运、移动 ICU 的专业医疗救护车，

与直升机、飞机无缝对接，车上配备与航空器相同的医

疗设备，减少搬运环节，最大程度减少对病患的二次伤害；

京津冀地区临时起降点 289 个。

国内通用航空机
场行业现状

通用机场
项目规划
需关注的重点

● 准确把握机场类别定位
● 合理选定机场位置
● 规模上兼顾近期和远期
● 功能上考虑机场业态

通用机场运营
经验分享

● 平台化：吸引通航公司、上下游关联企业入驻运营
● 专业化：管理规范、运行安全、服务完善
● 特色化：地域特色、企业特色、市场特色
● 多样化：把机场做成“商场”、把每一寸土地价值发挥到极致
● 网络化：网络化运营、复制扩大、打造品牌、提升价值

● 通用机场数量少 : 真正意义的通用机场不足 100 个
● 功能弱 : 大部分仅能满足基本的飞行保障
● 业务量小 : 通航市场需求不强，飞行限制多
● 生存难 : 鲜见盈利的通用机场
● 通航发展迎来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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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经济规模
超过 1 万亿元

● 利好政策密集出台：地方政府层面相应国家通航产业发展，全国主要
核心省市出台地方通用航空政策

● 大型企业积极布局通航产业发展

航空医疗救援现状与探索

国内最专业的医疗
转运机构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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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嘉宾：许放      通航租赁部执行董事 中民投

直升机经营租赁助力
通航发展

经营租赁，志在必得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共签约 99 架通用飞机，其

中包括 66 架直升机和 33 架固定翼。目前已有 50 架通

用飞机完成国内交付，49 架通用飞机有签约订单和已

确定租约。机队类型包括：主要机型 H125、其它机型

包括 H130,Bell 206, Bell 407, AW119, AW109, AW139, 

H160,S-269C, R44, R22, Ka-32。公司为通航发展提供

以下服务：融资租赁服务（回租和直租）、销售服务（直

接买断机位）与经营租赁服务；全面的金融解决方案包括：

售后回租、直租、经营租赁与并购投资。主要终端市场

包括：飞行培训、农业喷洒、森林防火、紧急医疗救援、

低空旅游、地质勘探、电力巡线与公务飞行等。

经营租赁相比融资租赁优势明显

经营租赁相比融资租赁更复杂

经营租赁对承租人的要求

1.2015 年 9 月，中民投租赁与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签署

100 架直升机采购协议，于未来 5 年内交付。

2. 已确认生效订单：22 架 H125 直升机。 

3.12 架已经交付，另 10 架已有承租人，将于 2017 年完

成交付。

4.2016 年 5 月，中民投租赁发布“5300 计划”，包括引

进 100 架配备专业设备的直升机，建设 100 座正规的通

航机场，投资扶持 100 家具备承接空中紧急医疗救援任

务能力的医院。

5.2016 年 11 月，中民投租赁总裁汤敏和空中客车直升机

中国总裁魏薇签署 MOU，中民投租赁成为空客 H160 直

升机亚洲首发客户。

现有机队情况

关于经营租赁的探讨

中民投近年来主要成就如下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需支付首付款（约 20%） 无需支付首付款
需等待生产 6 至 18 个月 潜在可立即交付的机位
限定为拟采购的一款机型 多种机型可选
需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 无需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
潜在利率 / 汇率风险 锁定租金、无利率 / 汇率风险
潜在资产处置风险 无资产处置风险
租赁期结束后可能设置回购残值 租赁期结束后无回购残值要求
相对局限的操作方式 更加灵活个性化的租赁条款
成本相对较高 成本相对较低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对租赁物基本了解 对租赁物深入了解
对承租人较全面的审核 对承租人更全面的审核
与厂家松散的合作关系 与厂家深入的合作关系
对租赁物技术状态弱监管 培养对租赁物技术状态强监管的能力
无租赁物处置压力 需要培养对无租赁物的处置能力

核心竞争力是“债券” 核心竞争力是“物权”

规划要清晰

什么业务？
什么机型？
什么配置？
租期长短？
起租时间？

业务要饱满

飞行小时！
飞行小时！！
飞行小时！！！

维护能力要强

保证适航
保证良好技术状态？

编者按
2014 年第一届中国民用直升机论坛笔者有幸参加过，之后的两届总是错过。此次会后与同行交流，
都给出较高评价，与往届相比，即有了新内容又有了深度。同时也给予了更多的期冀，希望下次论坛
能够有企业做实例的分享。相信随着国内通航企业运营经验的增加，未来的中国民用直升机论坛会更
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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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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锐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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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钊
138 1179 6634
zhangzhao@gafun.cn

会员企业展示
MEMBER COMPANY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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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飞行
小时数

2016-17
中国通用航空飞行作业时间总量

看 2016
中国通航运营现状

编者按 本文数据引用《2016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飞行作业时间总量（万小时）

编者按
本文数据引用《2016-2017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报告》
数据来源：《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通用和小型运输运行概况》
                       《适航审定部门年度报告》
                       《中国民航驾驶员发展年度报告》
                           中国民航大学民航安全科学研究所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PIC
飞行
小时数

2016
中国通用航空作业时间分布
编者按 本文数据引用《2016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飞行作业时间增长率（%）

作业时间分布率（%）

作业时间分布量（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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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飞行
小时数

2016
中国通用航空飞行作业量地区分布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在册通用航空公司地区分布

PIC
运营
企业

2016
通用航空企业地区分布

编者按 本文数据引用《2016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6  (91H)通用航空公司地区分布

2016 (91K )航空器代管人地区分布

2016 (135 )运输航空公司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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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航空器 2016

中国通用航空器地区分布
编者按 本文数据引用《适航审定部门年度报告 2016》

2016 在册固定翼通用航空器
地区分布

2016 公务机机队地区分布

2016 在册旋翼通用航空器
地区分布

在册通用航空器地区分布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PIC
航空
驾驶员

2016
通用航空器驾驶员分布及统计
编者按 本文数据引用《中国民航驾驶员发挥年度报告 2016》

驾驶员分布率（%）

驾驶员分布量

驾驶员执照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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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航空
驾驶员

2016
中国驾驶员年龄结构
编者按 本文数据引用《中国民航驾驶员发展年度报告 2016》

直升机驾驶员年龄分布

通用航空公司驾驶员年龄分布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PIC
航空
驾驶员

2016
(91H)通用航空公司飞行员地区分布

编者按 本文数据引用中国民航大学民航安全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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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运行
安全

2016
通用航空安全事件发生运行阶段
编者按 本文数据引用中国民航大学民航安全科学研究所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PIC
运行
安全

2016
通用航空安全事件原因分布

编者按 本文数据引用中国民航大学民航安全科学研究所

GA CHINA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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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约作者 许放

直升机经营租赁与
融资租赁的比较分析

中
国通用航空产业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从萌芽至逐

步成熟的快速发展阶段，包括通用航空器、运营

企业、飞行小时在内的三个主要数据均实现了年

化双位数的快速增长。自 2007 年至 2016 年的十年间，我

国通用航空器数量由 780 架增加至 2595 架，年化增长率约

13%；通用航空运营企业数量由 68 家增加至 320 家，年化

增长率约 17%；通用航空飞行作业时间由 26 万小时增加至

76 万小时，年化增长率约 11%。这一可喜的成果主要来自

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的情况改善，具体则体现在针对

通航领域国家政策的逐步放开，以及通用航空飞行业务的

逐步增加。

近些年，国有和民营企业针对通航领域的投资热情持

续高涨，新筹建企业大量购置或租赁航空器以达到至少 2

架的要求以便完成运营资格审定，

众多已运营企业也在快速增加机

队以争取尽快布局全国市场。在

此过程中，融资租赁作为自有购

买的主要替代方式，逐渐受到了

市场的重视与青睐，目前已成为

通航运营企业通用航空器引进的

主流方式之一。截至目前，我国

大部分成熟民营通航运营企业均

有过以融资租赁的形式引进通用

航空器的经历，另外参与通用航

空器融资租赁的租赁公司也多达

到十余家。随着我国通航市场的

2007 年至 2016 年
的十年间，我国通
用航空器数量由
780 架增加至
2595 架。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融资租赁和经营租
赁的大致区别，用
一个简单的例子来
比喻就是，贷款买
房和租房的区别。

不断成熟，传统的融资租赁业务

模式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更

高级别的租赁形式，即经营租赁，

已逐步跨入我们的视野，并成为

下一步通用航空器引进的潜在主

流方式。

由于通用航空器所包含的航

空器种类繁杂，租赁物的特征也

不尽相同，现仅对通用航空器中

应用范围较广且市场前景较大的

旋翼类直升机产品进行进一步比

较分析，以帮助大家了解直升机

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区别及针

对直升机承租人和出租人的核心

竞争力要求。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融资

租赁和经营租赁的大致区别，用

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比喻就是，贷

款买房和租房的区别：

● 融资租赁是贷款买房，租赁

物在租期结束后所有权归承租人，

资产计入承租人财务报表，年度

费用包括折旧和利息。

● 经营租赁就是租房，租赁物

在租期结束后所有权归出租人，

资产计入出租人财务报表，年度费用只包括租金。

基于以上案例，融资租赁实际上是以“债权”为核心

的租赁行为，而经营租赁是以“物权”为核心的租赁行为，

一买一租的区别显而易见。下面我们具体结合直升机产品

的情况对两种租赁方式进行比较。经营租赁作为更高层级

的租赁方式，在给承租人和出租人都带来新的价值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经营租赁相比融资租赁的
价值及优势
租赁物选择

融资租赁出租的设备一般由承租企业提出租赁物技术

要求，包括品牌、型号、配置等，与卖方的技术谈判一般

由承租企业直接牵头进行。经营租赁出租的设备一般由租

赁公司根据市场需要提前利用自身的专业能力选定，之后

再寻找承租人或向市场推广其租赁方案。若出租人提前采

购了多种品牌、多种型号、多种配置的直升机，那么承租

人的租赁物选择就会更加灵活。

租赁期限
直升机融资租赁基于其资产特性以及项目风险考虑，

目前的租赁期限一般为 3 至 5 年，超出 5 年的租赁期相对

少见，若有的话一般会需要长期稳定的作业合同作为保障。

而直升机经营租赁的租赁期限更加灵活，可以更长也可以

更短，较长的租约可达到 10 年或更高，较短的租约可达到

1 年或 2 年。对于全新的租赁物来讲出租人一般希望租赁期

可相对较长，因为直升机的残值下降速率一般情况下在交

付前几年会比较快，在使用后期残值下降的速率会逐步趋

于稳定，但整体来说经营租赁向承租人提供的租赁期限选

择明显放宽了。

交付期
融资租赁由于租赁物的选择由承租人主导，租赁物的

交付期往往基于厂家的生产监造周期，针对直升机产品一

般短则 6 个月，长则 18 个月至 24 个月不等。如此之长的

交付期往往无法满足承租人对交付期的要求，一定程度上

影响并限制了承租人机队的建设效率。经营租赁由于出租

人是提前采购机位，往往能提供立即交付的全新或已使用

过的租赁物，这使承租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用少量的资

金取得并使用标的直升机，以此发挥经营租赁的作用并产

生效益。因此，经营租赁行为能使企业有效缩短项目的筹

备期并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同时，避免承租人因资金不足

而放过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经营租赁行为能使承租人有

选择地租赁企业急用但并不想长期拥用的资产，特别是工

艺水平高、升级换代快的租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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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付款
融资租赁为了控制资产处置的风险敞口，一般会设立

20% 至 30% 的首付款比例。经营租赁一般情况下则没有首

付款要求，这一点大大降低了承租人在直升机引进时的财

务压力，保证了直升机引进时现金流的稳定。

手续费
融资租赁为了有效提升收益并覆盖当期成本，往往会设

立手续费条款，一般以年化比例来确定。经营租赁基于其主

要收益来自于租期后资产处置的行为，手续费要求相比融资

租赁较低，甚至基于整体商务方案可出现免除手续费的情况。

保证金
融资租赁的保证金是出租人在对承租人信用水平和项目

风险做出充分尽职调查后所设立的金额，一般情况至少要覆

盖一期租金。而经营租赁的保证金在考虑出租人租金安全的

同时，还要考虑其资产安全，所以经营租赁的保证金往往由

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租金保证金，一部分是大修保证金。

回购款
融资租赁一般情况会设立很低的“名义价款”，在承租

人偿还全部租期内本金利息后以此“名义价款”购回租赁物。

某些情况下为了降低承租人在租期内的财务压力，出租人和

承租人也可能协商设立一个较高的“名义价款”，在承租人

偿还全部租期内本金利息后以此“名义价款”购回租赁物。

经营租赁基于其租赁目的，即承租人不以租期后获取租赁物

产权为目的，在租赁开始时双方不会设立明确的回购款。

利率风险
融资租赁基于其租赁期限较长的情况，出租人往往采用

基于国家基准存贷款利率上浮百分比的方式来确定租期内利

息水平。租期内若国家基准存贷款利率上浮，租金金额也将

随之上浮；若国家基准存贷款利率下浮，租金金额也将随时

下浮。由于国家金融政策的不确定性，出租人与承租人很难

预判国家基准存贷款利率在未来若干年的发展趋势，这也给

承租人带来了一些财务风险。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取一般采用

租期内锁定每期租金水平的方式，此种方法为承租人规避了

潜在租金由于国际基准存贷款利率上升而随之上升的风险，

保证了财务方面现金流的稳定和可计划性。

汇率风险
由于航空器贸易涉及到的结算币种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在

进行融资租赁业务时出租人和承租人可采用的币种也并非仅为

人民币一种。假设融资租赁约定使用的币种是美元，那么每期

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的租金应以美元计价。假设国内承租人没

有美元收入，则需要以人民币购汇支付租金，那么在人民币贬

值的情况下，所支付的人民币租金金额可能会大幅上升，给承

租人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取一般采用租期

内锁定每期租金水平的方式，如上文所提及，此种方法为承租

人规避了潜在租金由于汇率变化而产生的租金上升的风险，保

证了承租人财务方面现金流的稳定和可计划性。

资产处置风险
直升机产品基于各个厂家的技

术储备和科研能力，会阶段性地设

计、研发、制造在某技术领域出现

深度改进的衍生型号或全新型号。

融资租赁由于其租赁本质及目的均

为在租期后承租人将取回租赁物所

有权，相比经营租赁就失去了直接

退回原由租赁物并选择新品牌、新

型号、新配置的具有更先进技术水

平的新型租赁物。简单来讲，融资

租赁在租期后的资产处置风险由承

租人承担，而经营租赁在租期后的

资产处置风险由出租人承担。

财务报表的影响
融资性租赁相当于承租人融资

购买资产，承租人一方同时计入资

产科目和负债科目，租赁期间承租

人确认折旧费用和利息费用。经营

租赁本质上相当于租赁协议，承租

人不需要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此项

资产，所以又称表外融资，只需每

年在利润表里反映租金费用。假若

承租人对资产负债率有较严苛的要

求，那么经营租赁可利用其租赁性

质合法合规的帮助承租人实现表外

融资，降低承租人的资产负债率水

平，改善承租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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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成本
融资租赁基于其租期内需收回

全部本金及利息的要求，以及租赁

期限的限制（假设 5 年租赁期，季

度支付），原则上每期租金不会低

于融资本金的 5%，年度支付租金总

额不会低于融资本金的 20%。经营

租赁由于出租人往往将本金回收的

预期调整为更长期限，年度收取的

租金水平有可能低于融资租赁的常

规水平，进一步降低承租人在租期

内承担的财务成本，缓解承租人的

财务压力。

租赁方案灵活性：融资租赁基

于国家法规的要求，每年至少要保

证两次还款。而经营租赁基于其租

赁期限的不同以及租金结构的灵活

性，有可能实现更加灵活且更加个

性化的租赁方案，以匹配承租人的

现金流情况，以缓解特定周期内承

租人的财务压力。

针对承租人的挑战
a) 规划要清晰：无论是已运营

经营租赁相比融资租赁的
困难和挑战

还是新筹建的通航企业，都面临着市场机遇稍纵即逝的挑战，

以及前期机队规模建设过快而产生的财务压力。清晰的发展

规划以及业务发展速率的控制对于通航运营企业来讲非常重

要。经营租赁相比融资租赁虽然可潜在提供更多样化的机型

选择、更短的交付期、更低的成本，但是直升机以经营租赁

的形式引进也是要承担一定成本的。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

引进什么机型及配置、租期要多长等问题均对承租人的规划

及运营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也需要承租人更清晰的调研

未来市场情况和自身企业情况，做到对企业本身的深入了解

和认识，以做到直升机引进的有的放矢及合理安排。

b) 业务要饱满：经营租赁相比市场中直升机干租的形式

有一个主要区别，通航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干租往往以租期内

保底小时数及小时费率来计算租金，而租赁公司所提供的直

升机经营租赁往往以固定月租费率的形式计算租金，同时以

年度飞行小时上限的形式来保证租赁物不被过度使用。那么

在此飞行小时上限的限制内，承租人尽量多的飞行将使小时

平均费率大幅降低，饱满的飞行小时将体现经营租赁在成本

方面的核心优势，同时也将实现承租人收益的最大化。换言之，

假设承租人的年度飞行小时仅停留在较低水平，那么通过经

营租赁引进直升机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考虑以实际小时

使用情况而计费的干租形式也许更加符合承租人要求。

c) 维护要严谨：融资租赁由于在租期后租赁物产权原则

上将转移至承租人，在租期结束后资产处置的风险也是由承

租人主要承担，所以出租人在租赁期内主要关注的是承租人

财务情况的稳定性，针对租赁物的监管也相对较宽松。经营

租赁由于无论租赁期内还是租赁期后，出租人都将承担资产

处置的责任，所以对资产状态的监控要明显强于融资租赁形

式下的租赁物。为了保证租赁物在租期后可以顺利处置，租

期内的租赁物维护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项目评审阶段，假若

承租人的维护能力过弱，出租人很有可能因为潜在租赁物的

维护风险，否决向承租人提供直升机。假若承租人的维护能

力基本满足出租人要求，但无法全部满足，那么出租人可能

会要求具有更高维修资质的维修机构来承担租赁期内直升机

的维护工作以保证资产的安全及质量。这种方式无疑将提升

承租人租赁直升机的综合成本，所以培养并提升承租人自身

的维护能力是经营租赁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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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出租人的挑战
a) 买得好：融资租赁业务中出租人主要依靠承租人的要

求来选择直升机品牌、型号和配置，在租赁物的自身特点和

优劣势方面无需做过多了解，但是经营租赁业务往往要求出

租人提前购置直升机，一方面从时间上为承租人提供更早的

机位，另一方面从成本上可通过批量采购实现采购成本的优

惠。在采购过程中，拟采购的直升机将服务哪个细分市场买

什么品牌、买什么型号、买什么配置、服务哪个细分市场、

可否更换机型、可否提前或延期交付、可否增加或删减配置、

采购后航材备件的供应、飞行和机务培训的能力都是需要出

租人充分研究和考虑的事项，这就要求出租人要对各品牌直

升机的各个型号的技术特点以及附加配置做到充分了解，以

便先于市场需求而提前布局。由于直升机应用市场在国内尚

未成熟，很多机型的特点和应用在国内尚未得到检验，这就

给出租人的采购行为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也要求出租人必

须匹配相应的决策能力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b) 管得好：基于国内通航运营企业维修能力良莠不齐的

实际情况，出租人在租赁期内租赁物的管理就变得尤为复杂，

且众多潜在承租人的维修能力目前均无法全部达到出租人的

要求。那么为了能够拓展这部分承租人的业务，出租人可通

过两个方式来应对目前的市场需求，第一是自身打造拥有较

强直升机维修能力的团队，可周期性的针对直升机进行技术

检查及评估并对承租人的维修维护工作进行指导，第二是联

合具有较强直升机维修能力的机构，委托其针对直升机进行

周期性检查和评估，甚至要求其全权负责直升机的主要定检

工作，以确保直升机的维护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

c) 卖得好：假设出租人对直

升机成功完成采购并成功租赁至

承租人，这实际上只是直升机经

营租赁商业模式的开端，且在此

租期内租金收入对于出租人来说

往往是低利润甚至是无利润的，

真正实现经营租赁的收益将主要

依靠租期结束后的再处置行为。

那么出租人在直升机采购之前就

应该基于历史数据认真分析各型

号直升机残值在过往年份中的表

现、了解租后再处置的市场空间、

预设再处置的储备客户、熟悉针

对国内和国外直升机再处置的流

程等，以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租

期结束时的再处置压力。对于租

赁公司而言，若希望实现与银行

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差异化经营，

打造自身的再处置能力就非常必

要，这也是出租人核心竞争力和

价值的体现。

直升机经营租赁相比融资租赁

在时效性、经济性、灵活性等诸多

方面突显竞争优势和重要价值的同

时，也对出租人和承租人提出了更

高的技术要求和新的挑战。经营租

赁从本质上使直升机的租赁业务完

成了由“债权”向“物权”的转变，

实现了租赁金融解决方案的重大突

破。经营租赁将在以全新的商业模

式对现有通航运营企业自有资金采

购和租赁公司提供传统融资租赁配

资的方式进行重要补充，同时将从

金融解决方案的角度助力中国通用

航空市场的发展。我们相信经营租

赁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我国直升机

引进的主流方式，也期待更多的租

赁公司和运营企业探索并参与直升

机经营租赁业务，共同努力并在实

战中磨合，为直升机经营租赁业务

提供更多的宝贵经验，以迎接中国

通用航空市场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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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与
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国际会议
本刊记者   钱鹏

陈东升， 1977 年生于黑龙江，祖籍山东。
1998 年在上海理工大学就读工商管理专业，
2004 年进入美国邓白氏（D&B）咨询公司，
从此开始了大数据的销售工作。2012 年带
领团队成立野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自创
办之初，公司便专业从事工业品大数据挖
掘、收集、整理、分析的工作。他是一个
敢想敢做的人，勇于追求梦想，永不服输。
同时，他也是行业内备受争论的一个人。
2016 年，他进入通航这个全新的领域并接
手航空医疗救援这样一个主题鲜明的论坛。
在国内论坛数量逐年疯长、良莠不齐的情
况下，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国际会议本身也
是一个饱受争议、褒贬不一的论坛。今年
已是他接手后的第二届论坛，这次活动与
往年有何不同，亮点又在哪里？让我们走
近陈东升，走进救援大会。

实录：2017 中国航空医疗救援
国际会议暨首届中国（上海）
世界航空救援大会

每年的 5 月份，对于上海来说，都会迎来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航

以及医疗机构的从业者。他们都是热衷于推动中国航空医疗救援的有志

之士，来自全国近一百多家企业 300 余人参加了今年的第六届中国航空

医疗救援国际会议（CAMRC）暨首届中国（上海）世界航空救援大会

（WARC）（以下简称“救援大会”）。

会议期间，小编不仅见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更看到了很多全新的

面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救援大会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有更多的社

会精英与业内人士开始关注航空医疗救援。北京 999 连续几年关注此项

会议自不必提，今年 120 各地急救中心的参与更说明了地方急救机构开

始密切关注航空医疗救援这一领域。

2017 年的救援大会于前五届有所不同，四大亮点支承起了本次救援

大会的骨架。会议受政策和社会关注度的影响比较大，当政策越来越明朗，

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受到的企业关注度也就越高。过去七年中共举办了

六届会议，累计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产业带动效应却非常明显。正是救

援大会让全行业知道有这样一个专业平台，可以进行关航空医疗救援在国

际学术、业务和技能等方面的互动与交流。

CAMRA（民政部正式注册申请中）于2017年 5月 24日在上海成立。

由院前急救机构、医院、通航公司、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厂商、融资租

赁公司、第三方服务平台等 77 家共同发起成立，定位为政府的助手、市

场的推手、企业的帮手。名誉理事长李宗浩、第一届理事长李金年、秘

书长陈东升在会上都做了重要发言。承诺联盟将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前提下，积极配合政府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做

好助手工作，推动市场的稳健发展，帮助企业尽快完成市场化的良性发展。

中国航空医疗救援产业发展迅速，老百姓也逐渐开始关注和了解并

逐渐认识航空医疗救援。随着国家低空政策的不断完善，未来市场如何

规范有序发展，如何解决“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就成了重中之重。在救

援大会上，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航空救援机构代表积极参与中国航空医疗

救援产业大发展的讨论，并提出了建设性的宝贵意见。来自德国 ADAC

的经营层顾问 Dr.Erwin 和美国 AAMS 副主席 Graeme 都对中国航空医

疗救援产业发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一致看好中国模式的发展思路。同

时，来自北京 120 的张文中主任、上海 120 的朱勤忠主任、无锡 120 的

何恩奇主任、北京 999 急救中心的贾崇跃主任、空客直升机中国、德士

隆航空、达索公务机、Babcock 公司、中瑞通航、直玖机场设备、圣翔

智能停机坪军民融合研发平台、瑞士 BUCHER 公司、Aerolite 等都做

了重要的发言。一致表示借助刚成立的 CAMRA 平台快速推动中国航

空医疗救援产业发展。未来几年是中国航空医疗救援产业快速发展的黄

金期，要结合保险和融资租赁服务加速推动中国航空医疗救援产业的市

场化发展。

本届大会正式举行了首届“世界航

空救援大会”的举办仪式，它隶属于中

国航空医疗救援国际会议，为其子版块。

本届世界航空救援大会的主题是“共商

共建世界航空救援生态圈”，同时启动

“世界航空救援联盟”（WARA）的筹

备工作，将联合全世界的航空救援机构

组建世界第一大航空救援联盟机构，共

同推动全球的航空救援发展。世界航空

救援联盟将在 2018 年 5 月在上海成立。

2017 年 5 月 25 日晚， “北京 999

铸就辉煌之夜”不忘初心活动顺利举

办，感恩中国 -2017 首届中国航空医疗

救援国际会议组委会大奖颁奖典礼，这

是中国航空医疗救援产业的盛典，有 23

家机构、两个团队和五名个人分享了 30

座荣誉奖杯。本届大会也开创了有关航

空医疗救援产业发展的历史先河，创造

了四项重大活动：成立了中国航空医疗

救援联盟、启动了世界航空救援大会、

筹备组建世界航空救援联盟、举办首届

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国际会议组委会大奖

颁奖典礼。此次发布的《中国航空医疗

救援行业市场发展研究报告》，虽然只

是收集、整理了现有的一些数据，并做

了初步的简单分析和预测，但是从长远

意义上来讲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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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谈自己

我为何要脱离原来的主业来做实际上和我毫不相干的航空医疗救

援？这还要从个人性格特点说起，我一直是一个特别喜欢挑战新鲜事物

的人。这与我的成长环境，以及后来在美国公司工作经历也许都有相关。

同时，我特别喜欢公益事业，因为我觉得它可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另外，也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可以整合很多资源去进行创新。

2015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航空医疗救援，职业的敏感性

和多年工作历练出来的洞察力让我感觉到这个行业前景巨大。于是，我

便开始关注并研究航空医疗救援，并于 2015 年有幸认识了中国航空医

疗救援国际会议的创始人丁捷先生并达成了共识。为了更好的开展此

项活动，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国际会议所有业务工作于 2016 年 3 月份合

并于野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旗下。我本人同时也是上海海上搜救支援

者管理部副部长、2016 年创办了中国救援网（www.chinarescue.cn）、

CAMRA 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正在筹办 2018 年第七届中国航空医疗

救援国际大会与第二届世界航空医疗救援大会以及第二届颁奖典礼。

回首 2016年的救援大会，可谓困难重重。由于团队没有行业经验，

时间仓促、又面临会议主办方的更替，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同时，我们

外包了很多工作，例如会议用车、展台搭建、嘉宾食宿、现场同传等。

但是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市场对于新主办方的认可度，很多老客户保持了

一种观望的态度，这大大影响了会议赞助以及与会嘉宾的份量。与此同

时，来自市场的恶性竞争又再次敲响了警钟。就在救援会议平稳过渡期

间，另外一家公司在同年 6 月份也办一个类似的救援大会，这更让我们

雪上加霜，在内部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外部问题也随之而来。

为了使救援大会平稳过渡，丁捷先生也给予了新主办方大力支持，积极

协助主办方发出要约邀请，以促成此次大会的顺利召开，在此表示深深

的感谢。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很多老客户的大力支持。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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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行业内众多的会议论坛，在学习交流的同时，我

们也希望有更多更专业的会议论坛，避免粗制滥造。我们只是在航空医

疗救援板块发力，并不会做过多的延伸。在我们论坛交接过程中，出现

了一些波动，在财务上产生了一些问题，类似会议也分流了一部分客户。

作为商业会议，从会务直接盈利已经不足以覆盖所有成本，我们则是通

过会后产生的项目交流、会员制服务、线上广告植入等延伸性服务扩大

盈利能力。我们的会议在“专”字上面下足了功夫，专业的会议主题设

计，专业的组织和协调，专业的展览展示平台等等，需要有良好的人脉、

充足的人力、坚实的财力做作为后盾，要成为国内最专业、最权威、最

有影响力的航空医疗救援会议。

目前全世界范围之内，有质量、有内涵、有实质性内容的航展活动

有很多。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信息 , 发展空间其实很大。未来我们希望把救

援大会做成更专业的大型的展览或航博会，这才是我们的目标。从发展

模式来讲，我们欢迎多元化的航展，更希望在多元化的航展期间植入更多、

更专业的会议或者论坛，从硬件到软件科技化提升，相辅相成协同发展。

未来我们还要实现智能化的线上展览展示和会议、结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和互联网 + 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我们也曾经尝试向国家商务部递交了相

关报告，申请将上海作为我们这个会议的永久举办地以及展馆的支持和

相关的政府采购服务的支持。但这些事情还需时间去慢慢沟通才能得到

政府的认可。从我们的历史数据来看，会议举办到第六届，参展的企业、

政府机构和相关的第三方服务公司能够直接或间接的享受到信息和数据

的价值，甚至他们在会议期间找到投资人和合作伙伴。所以说，会议最

直接的价值体现就是平台与桥梁的作用。但是现在平台的真正价值还没

完全体现出来，因为我们需要打通整个产业链，通过不同的发展形式去

体验和展示出其价值。而我们的平台经营现阶段依靠会议、会务或者论

坛或者展会仅仅是初级的工作。为了我们大数据的充分利用与管理项目

的战略发展需要，规划设计整合行业资源，乃至参与和执行并购活动都

是未来非常可能的事。我们凝聚了很多的企业和机构发起成立CAMRA，

77 家发起单位成为联盟的发展基石。从 120、医院到通航公司，进而包

括融资租赁公司、保险公司、培训公司、医疗科技公司、医疗设备改装

公司等都成为了这个联盟的重要一员。未来会议还会不断的升级，但方

向和原则不会变，那就是加强相关各方在这平台的积极交流和互动，形

成产业化和市场化与公益发展相结合的合作，并且能够形成共识，推动

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完善。

在不断地通过逐年数据和信息的更

新与积累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市场

发展的规律，能够有效地指导企业或者

联盟内的企业和机构，通过这次会议能

了解到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市场

现象，或是一些潜在需求。他们可以有

效地利用会议和联盟的平台，做出有利

于其发展的决策。面对市场的不同的声

音，这其实是件好事情，有支持就有反

对。正面的支持与有反面的鞭策共存，

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去处理，如何做的更

好。当然这里面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风

险控制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声音，

我们本着“和谐、健康，平等、尊重互利、

共享资源、共同发展”的态度去理解这

些不同的声音，积极做事，我们更多是

希望通过对话、沟通、交流去改变外界

对我们的认识。

很多问题不是一两个会议就可以解

决的，我们还要重新审视很多值得深思

的问题。我认为救援大会虽然看起来只

是一个最基本的交流平台，但它延伸出

来的问题和商业合作的构想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广，通过头脑风暴碰撞出来的思

想火花或者灵感也会越来越多。

注：本文内容由采编人员通过语音采访整理，

不代表《中国通航博览》观点以及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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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机场
如何才能解决
存活问题？
中化岩土副总经理
刘悦女士访谈录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前言
中化岩土是一家以工程施工为
主业的建筑类上市公司，自从
2014 年步入通航以来，在国
内各种类型的会议论坛上的曝
光度越来越高，让更多的人认
识了中化岩土。为了更好的了
解中化岩土通航板块的发展理
念，在中化岩土副总经理刘悦
女士的大力支持下，笔者才有
机会完成这次近两个小时的采
访，让我们看到了中化岩土在
通航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的那份
执着与热情。当然，刘总也直
言不讳的讲述公司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与机遇。

首先我谈一下中化岩土是如何进入

通航产业的。

中化岩土的主营业务是工程施工，

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也研发了一系列的专

业施工设备。2011 年上市，2013 年开始做

一些外延并购，基本上是三年一个台阶，现

在是一家集工程、通航、文旅、投资为一体

的综合化产业集团。引领我们进入了通航领

域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会建机场。我们

国家约有 54 个场道施工一级资质的建设单

位，基本是国企和空军工程总队。他们中标

之后会做专业工程分包，而我们的强项是有

自己的专利技术专利设备专业人员，这样国

内很多大、中型运输机场的施工我们都参与

过，在机场建设这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十八大之后，部队改革，不允许再提供有偿

服务，我们的传统的业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了影响，但同时也看到了潜在的市场机

遇。2015 年 7 月中化岩土全资收购了拥有

场道市政一级资质的北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

公司，同年 8 月取得了民航咨询资质。至此，

我们初步构建了包括机场前期规划、中期施

工到后期运营管理的新的业务闭环模式。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对于通航

的发展持鼓励的态度。我们做为上市公司在

做好自身业务的同时也肩负着社会责任。而

中化岩土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用低成本建

设机场的模式，为国家通航产业的发展做出

贡献，也正是我们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和行业

责任的重要方面。其实和《中国通航博览》

杂志差不多，我们也是 2014 年进入通航这

个行业。也正是这个模式给我们奠定了进入

通航领域的基础。现在我们的通航业务主要

有四个板块：一是投资建设机场；二是机场

运营管理；三是咨询规划设计；四是正在筹

建一个 91 部的航空公司。

我们与各地方政府不断深入接触，利用

上市公司的资本平台优势积极拓展业务，陆续

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规划建设通用机场，与

浙江安吉、安徽黄山、江苏高邮、如东、广东

恩平、汕头等地签订了通用航空产业基地框架

协议。我们尝试不同的模式，针对不同区位、

生态环境、产业定位和市场环境制定不同的项

目方案，一事一议，有自投自建自己运营管理；

有政府参与投资，我们做全程服务代报、代建、

代管；也有 PPP 模式等等。而所有的这些项

目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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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进入通航领域对地方政府也好，

企业也好，门槛是很高的，前期繁琐的申报

流程和后期运营专业化团队的缺失是两大难

题。对此我们组织了一批有军民航背景的专

业人员，从机场选址开始给客户提供专业化

的全程服务，同时也可以代为申报，成功率

很高。运营方面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

专业资源。我们在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开设

了一个模拟机体验馆，做青少年航空科普培

训，同时针对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提供飞行

体验。体验馆每周开设航空知识普及课程，

策划一些相关的跨界活动。从以往已经办过

的活动来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已经发展

了 300 多固定会员。

前面提到了一个机场的低成本建设的概

念，我想在此多谈谈。现在通用机场的设计

和建设标准，使用的是运输机场的规范，我

认为不合理，通用机场从规划设计到建设标

准应该有一整套自己的标准和规范，从而降

低成本提高效率。在平时与局方的沟通中，

我们也经常谈及这个话题，局方也很希望推

进这个事情。前几年，国家还没有放开机场

设计资质企业的审批，现在放开了，就意味

着有更多的企业可以加入这个行业，我们很

希望把自己的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分享给大

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为通航机场的设计和

建设标准出一份力。我认为一个行业一定要

有细分的规范，科学的细分会带来功效和效

益双提升，未来的通航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市场的爆发、局方的态度、

企界业的呼吁要有效的结合起来，一步一步推进。今年 4 月 14 日民航局

发布《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已经表现出局方更加开放、更加市场

化的理念。我们也愿意在规范细则实施的环节中与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

进行更多的沟通与交流。

好了，我们还是回来看看进入通航产业之后我们遇到了哪些挑战。

在安吉天子湖机场建设之初，我就已经开始关注周边机场的运营情况。

说实话，国内的机场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的，没有哪些机场在设施建设、

服务理念、运营管理等方面能够脱颖而出。比如离我们较近的镇江大陆

机场与建德千岛湖机场，我们参与过建设或设计，对情况比较了解，他

们都拥有无法复制的优质资源，但是自身潜力并没能完全发挥出来，而

这种靠政府补贴或阶段性免费吸引通航企业进驻的方法，自己都无法存

活下来何谈健康发展？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新型产业的发展无法在短

期内给参与的企业带来回报，以传统的运营思路希望收回投资产生盈利

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既然仅靠机场本身不行，就必须有相应的

行业外优质资源做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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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钱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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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机场运营管理公司请的都是军民

航专业人士，运营安全是基础，但经营是根

本，我们必须通过自身资源与外界资源的跨

界、融合并在经营模式上有所创新，才能提

升企业竞争力，促进行业的发展。安吉是两

山理论策源地，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源，

我们的机场离杭州只有 70 公里，离上海不

到 200 公里。距机场 2 公里多有一个高铁

站，2019 年高铁开通后，40 分钟就可以到

达上海。这些条件和资源给我们今后多元化

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通过收购的国

家画院主题纬度工作室，把他们在旅游规划

领域的专长匹配到我们的通航小镇当中来，

目标是希望能做出有特色的航空小镇或者是

说航空文旅产业基地把项目外延做好。在安

吉机场，规划了一园一核八个园区，围绕通

航文化打造主题公园，同时为其它业态的进

入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想让大众感知到通

航文化是什么，通过通航文化的普及把通航

市场带动起来。中国通航文化的建构没有现

成的模版可依，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这方面的

合作，比如和中航文化一起策划低空旅游的

白皮书，让通航和旅游及其它资源能够更好

的结合起来以构建更好的平台。

这里再谈谈我们的规划，目标是在全国

布局通用机场和低空航线网络，未来将以多

种模式在长三角、珠三角、环京津冀、西北、

西南等区域规划建设运营 100 个通用机场。

我们会在全国设立一些分支机构，到 2018

年会有六个区域性子公司，现在华东、中南、

西南、西北、东北已经陆续落地。我们的安

吉机场已经开通运营，黄山、恩平、高邮、如东等机场已经在申报的不

同阶段，今年底到明年也将陆续开工建设。2016 年注册成立了全泰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全泰机场管理公司也在注册中，未来每个机场会有独立

的运营管理公司，更详细的商业模式也在构建当中，通过在安吉的摸索

和实践，2018 年年中会有相对成熟的模式可以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今天既然是接受媒体采访，我也想谈谈媒体在通航产业发展中的作

用。国内通航媒体不少，给我留下印象的不多。上次我们在无锡见面时，

你们给了我一本刊物，我认真看过，你们的装帧设计很独特，内容有一

定的思考和深度，在当下媒体快餐化的时代，你们能沉下心来精雕细琢，

体现了一种工匠精神，对你们的工作表示赞赏。媒体不能只注重新闻，

还一定要有思想，有自己的见解。而现在行业最需要的是通航文化针对

大众的普及，这在实际操作中做的还很不够，这必然需要参与的企业与

媒体共同努力方能达成。

说说我自己吧，我在大学时学的是法律，毕业以后并没有长时间从

事本专业工作。我曾经在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针对不良贷款配合律师

进行法律方面的工作。后来到北京在一家外企工作了八年。2013 年底 14

年初中化岩土想要进入通航领域，聘请我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日

常工作很忙，很多事情都是要边执行边总结边改进，很高兴通过这几年

的努力公司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我热爱这个事业，也坚信通航产业

的明天会更好。 谢谢！

编者按
刘悦是一位性格乐观、开朗，文质彬彬的女性，既体现出了女性特有的视角，也
展现出了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在中化岩土和全泰通航，她都有着不低的职位，但
是在日常的工作中，更多的时候她把自己定位成为一个虚心好学的学生。她对通
航有着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在对企业做过深入的刨析后，为中化岩土定制了符合
自身发展的企业策略。在市场低迷的现况下，她坚持自已的思路，让公司从上到
下在战略上高度统一，在团队不断完善的前提下，一步一个脚印。人云亦云，绝
对不是她的风格，对于任何事情，她都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形成一整套自已
的观点。她喜欢融合，不保守，喜欢更多的资源可以嫁接到自己的平台上面，在
发展通航的同时也为其它资源发挥更深层次的优势提供更好的市场机会。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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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畏风吹日晒，不坐

飞机也往机场跑；不管白天黑夜，听说有“好

货”，抄起家伙就出发；一旦有机会出国或前

往其他城市，根本挤不出时间离开机场去景点

参观游览 ......“拍飞机的人都是疯子来的 ......”

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吧？或许你也是他们

其中的一份子，或有志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份子。

那么问题来了，相机在手，怎么拍呢？

本专栏专为爱好航空摄影的你打造，将在

每一期栏目中为大家介绍一些拍飞机的技巧，关

注我们的栏目，你便可以召唤摄影大神。我们将

在每期的文章中为大家介绍一些不同相机的性能

与特点以及摄影的基本知识，同时也会例举一些

照片，通过实例来讲解特定场景下的摄影技巧。

航空摄影专栏
Aviation Photography 

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参加由以后我们举办的摄影

团活动，与其它摄影爱好者共同交流。我们也将

不断的开放其它学习通道，通过多种方式让大家

学习到更多的摄影知识。当你的作品足够完美的

时候，它将有可能出现在我们刊物中，让更多的

人与你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通航从业人员中，有不少摄影爱好者。随

着手机设备的不断升级以及摄影软件的泛滥更让

他们如虎添翼，手机成为他们日常工作中留下精

彩瞬间的便利工具。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每天都

要与飞行器打交道。无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

他们都不缺少拍摄对象，一张张经过特殊处理

的照片源源不断的出现在朋友圈和各个社交类网

站，让大家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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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手机永远无法取代传统相机。学习

任何一门技巧的路都是漫长而曲折的，摄影也不

例外，摄影不光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技术。不

要以为用软件进行特殊效果的处理后就是一幅幅

精彩的摄影作品。不要忽略技术，在你的摄影作

品达到艺术的层面之前，技术是你不得不跨过的

一道门槛，只有做到像独孤求败那样的境界，才

能扔掉技术，无剑胜有剑，才是另一种升华。

　　而对于那些刚刚接触摄影的朋友来说，

一定会有千万种困惑，推开摄影这道门，你会看

到另一个世界，这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众

多类型的器材之中，到底什么才最适合你的？要

如何学习掌握用光？怎样才能拍出这样或者那样

的照片？到底哪种风格才最适合你？有些问题你

还是一定要知道，这样会让你更快的踏入这个门

槛，让你在拍摄过程中事半功倍。 如何选择一

款适合你的机身与镜头；如何了解你手中现有的

单反相机；快门是什么；光圈是什么；白平衡是

什么；构图有哪些基本要素；不同的人物、静物、

风景、动态照片拍摄有哪些基本手法与技巧等等

问题，都是日常大家在拍摄过程中所忽略但最为

基本的问题。

说到航空摄影，它又与一般的摄影有着明

显的差别。本文将围绕以下这些知识点展开与大

家讨论：摄影相关技巧，从选择相机和镜头开始，

延伸到对焦应该对哪里，如何把飞机拍清楚、如

何调整色温、白平衡；如何控制景深、如何利用

自然光拍摄、曝光三要素；航空摄影如何构图，

什么是好的航空摄影照片，以及摄影后期工作的

重要性以及航空摄影图片修饰技巧等等。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与建议也请你与栏目

主持人联系，让我们一起把栏目越办越好。

栏目主持人联系方式：

知识小课堂：摄影一词是源于希腊语 φῶς phos（光

线）和 γραφι graphis（绘画、绘图）或 γραφ  graphê，

两字一起的意思是 ” 以光线绘图 ”。摄影是指使用某种专

门设备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一般我们使用机械照相机

或者数码照相机进行摄影。有时摄影也会被称为照相，

也就是通过物体所反射的光线使感光介质曝光的过程。

有人说过的一句精辟的语言：摄影家的能力是把日常生

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

刘堃，《中国通航博览》杂志摄影顾问，国家高级

摄影师，就职于中艺影像，曾任日本爱丽丝儿童写真馆

摄影师、修图师，婚礼摄影师，中国航空图库摄影师，

航空摄影爱好者。

GA CHINA79

通航摄会作者
本刊摄影顾问 刘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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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班庞巴迪
环球 7000, 8000
未来市场几何？
访庞巴迪大中国区
销售副总裁韩智宇

GA CHINA：GA CHINA：如今客户挑选公务机更加趋于理性，适
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您如何看待以后竞争最为激烈的超中型公
务机市场？庞巴迪的两款飞机 350 和 650 刚刚从原有的机型经行
了升级，请您谈谈这两款飞机相比同型号对手有什么特点。

韩：你提了一个非常好且专业的问题。其实，这两款飞机都是从

原有的机型上改进而来。很多时候我能提供给广大的媒体朋友都是一

些“枯燥”的数据，我认为客户自己亲自感受比单纯的数字静态对比

更加的有意义。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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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航博览》华东专员   邱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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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舱中的客舱管理系统。挑战者 650 机型建基于历来最

成功的大型公务机平台之上，旨在创造飞行平稳的难忘

体验，是经验丰富的飞行部门的首选。

环球 6000 机型
在同级别的飞机中，它的高速巡航能力是其他机型

无法比拟的。环球 6000 公务机可搭载 8 位乘客和 3 到 4

名机组成员，已经实现巴黎直飞洛杉矶和巴黎直飞东京。

尽管亚洲的燃油密度较低，但是飞行员仍可以驾驶环球

6000 从香港直飞欧洲、东非、澳洲和美国的西海岸。

环球 6000 飞机长 30.3 米，翼展 28.7 米，飞行高度可达

15545 米，短场起降能力强，可在最具挑战性的机场起降。

其最大业载可达 2617 千克。环球 6000 配备了罗尔斯罗

伊斯公司的 BR710A2-20 涡扇发动机，以 0.85 马赫数巡

航时航程可达 11112 千米。最大巡航速度为 0.89 马赫数

（944 千米 / 时）。同时，环球 6000 配有罗克韦尔柯林

斯 Pro Line Fusion 航电套件，4 块 15.1 英寸 LCD 显示屏，

平视显示系统，第 3 代增强型视景系统和综合视景系统。

这些设备将环球 6000 打造成市场上最负盛名的公务机之

一。我们在环球 6000 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去满足乘客的舒

适性，比如布置宽阔的座位空间，保持客舱高度低，配

备宽阔的行李空间 ( 比同级别的任何公务机都要大 )，采

用更先进的照明技术，设置了工作站使得可使用平面面

积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多出 44%。环球 6000 富余出很多

空间，使得客户可以灵活选取平面布置，在飞机上安排 8

到 19 个乘客。我们今年最新的亮点是联合了合作伙伴，

采用目前最高速全球卫星宽带上网终端设备使用 KA 波

段，使乘客拥有速度最快的飞行互联网通信设备与综合

客舱管理系统相结合，让乘客能够随时娱乐和上网。

我们认为超中型公务机将是一个今后非常重要的市场。

对于超远程和远程公务机来说这类飞机以后将更加适合公

务机公司以及个人用户，消费比会很高。他们的航程足以

覆盖中国全境以及周边东南亚地区，且日常的托管费用和

使用运营费用会得到很好的平衡。特别是目前国家倡导的

一带一路计划。中亚和中东将会是未来经济的焦点，特别

是诸如瓜达尔港和阿斯塔纳重要的空中和海上中转站。

请韩总详细为大家描述一下这次庞巴迪在 ABACE 展出的
三款机型的基本情况。

好的。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庞巴迪参

展的三款不同类型的公务机。它们分别是：挑战者 350、挑战

者 650 和环球 6000 机型。它们几乎覆盖了全部飞行包线类型。

挑战者 350 机型
挑战者 350 机型的设计轻松地将强大性能和时尚外形融

为一体，可以提供无与伦比的私人喷气机体验，将业界领先

的无线上网通信功能、身临其境的音效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触摸屏无缝地整合起来。在理想情况下，飞机的最大速度能

达到 0.82 马赫。挑战者 350 的驾驶舱采用了 Rockwell Collins

公司生产的 PRO LINE21 航电配套设备，配备四个自适应

液晶显示器，合成视觉系统，双惯性参考系统，多扫描气象

雷达和无纸化驾驶舱技术，这些新技术的应用能极大程度的

减少飞行员的工作量，保证飞行的安全。座舱方面，挑战者

350 采用了汉莎技术公司的 NICE 高清晰度客舱管理系统，

装配了现代化座椅，新的模块化厨房，机型融入了高性能属性，

以便能够降落在富有挑战性的机场，其爬升速度更快、巡航

效率更高，可以实现平稳飞行。

挑战者 650机型
挑战者 650 将拥有庞巴迪视景驾驶舱，该驾驶舱基于罗

克韦尔柯林斯公司的 Pro Line Fusion 航空电子系统，最初设

计用于环球6000型飞机。视景驾驶舱设有15英寸大型显示器、

平视显示器、合成视景系统、增强视景系统、多扫描气象雷

达系统和综合飞行信息系统。该机配备了通用电气 CF34-3B

发动机，推力提升可满足短距起飞要求。该机拥有 4000 海里

的航程，可从伦敦直飞纽约。此外，该机配备罗克韦尔柯林

斯 Pro Line Fusion 航电系统，机舱采用德国汉莎 NICE 系统，

拥有大型高清显示器，音频和视频点播，蓝牙等连接功能。

标准装备包括铱星电话系统和客舱管理系统，24 英寸的显示

器。挑战者 650 的客舱借用了开发中的里尔 85 的客舱设计元

素。改进措施包括更宽的座椅、一个带高温烤箱的厨房、座

位附近更多的私人储存空间及德国汉莎技术公司的高清客舱

管理 / 机上娱乐系统，这些都能适应高清音频 / 视频需求。

源于其它庞巴迪型号飞机的造型体现在让更多自然光线进入

舱内的大型内舱窗户、入墙式扬声器及固定风格的旅客服务

装置。挑战者 650 公务机可以提供以业界领先的无线上网通

信服务、身临其境的音响系统，且轻松将一切融入到最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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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庞巴迪在华一共交付了多少架飞机，尤其是2016这“不
太好过的”一年。您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公务机市场的？

庞巴迪公务机在亚洲地区拥有 280 架公务机，占据亚洲

公务机市场的 35%，其中大中华区公务机超过 110 多架且仍

不断增加。经过了早几年客户的“爆买”之后，现在的客户

越发理性。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实际需求来购买适合自

己的机型。这几年，随着新机场的不断建设和各地 FBO以及

MRO慢慢的增加，外加今年 3月 3日民航局发文（取消通用

航空器引进审批（备案）程序）对企业或个人引进一般通用

航空器和喷气公务机不再实施审批和备案。首先，这确实利

好飞机销售领域和通用航空产业，少了购机批文这个环节，

缩短了购机周期，是简政放权的重要体现。其次，对于个人

引进通用航空器的要么找通用航空器企业代管，要么自己申

请非经营性通用航空，运行依然要办理“三证”。最后，引

进飞机之后依然需要办理飞机“三证”，特别是在进口通用

航空器（清关）时需要有机电证（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理

解为一种审批或备案？）。总体来说，在引进

通用飞机上了少了一个环节，在办理

机电证（或其他证照）上少

了一份材料。引进是容易了、

简便了，但是运营（的便捷性和经济性）

没有变。而通用飞机的核心是运营。原来引进一架飞

机的审批是漫长的过程。首先要报到地区管理局去，地区管

理局走一圈，然后各个处、各个科审批一圈，然后报到民航局，

民航局要开局长办公会审批，局长办公会审批了以后，还要

报到发改委审批。所以买一架飞机的审批过程有的时候需要

一年多的时间，造成了有好多人买了飞机一直闲着，放在境

外进不来。

这几年，这些方面已经有很大进步。先是取消发改委审批，

民航局审批。去年民航局把这个程序下放到了地方局，审批已

经非常简化，只需要一个备案。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全部取消

审批和备案，这是最关键的，非常值得点赞。市场的直接反馈

是，客户买飞机时再也不用去考虑，我的这个飞机能不能得到

审批？是否需要跑批件？我的飞机能不能进来？这些因素不需

考虑了。不需要审批的话，企业在做规划、计划时，在选择使

用交通工具的问题上，就能够准确地把握，而且不会浪费金钱，

浪费资源。节省我们和客户双方大量的等待时间。

作为庞巴迪的性能标杆，环球 7000 和 8000 最新的境况如
何？作为超远程超豪华公务机您认为中国市场是否准备好
了？与对手相比庞巴迪产品的优势在哪里？您是如何看待新
技术的产出消费比的？

这两款机型目前在稳步的推行中。环球 7000 刚刚进行了

第一阶段的试飞工作。它是我们生产过的最大的喷气式公务机，

同样也是全球首款可为机组成员提供专门休息区的非客机改装

的公务机，而且客舱拥有四个不同用途的区域，可分别为乘客

提供工作、餐饮、休闲和睡眠等功能。目前，我们的环球系列

公务机都只能提供三个用途的区域，就像其他所有竞争对手一

样（除由支线客机改装的世袭1000系列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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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的舒适性是优先考虑的因素，环球 7000 可以搭载

8 名乘客和 4 名机组成员不间断飞行 13705 千米，可以执行

北京到纽约、新加坡到伦敦、纽约到迪拜等城市间的直飞

航线，而且巡航速度高达 0.85 马赫。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湾

流 G650ER，该机单价高达 6700 万美元，客舱比环球 7000

短 2.31 米，在典型巡航速度下的航程比环球 7000 短 102

千米，仅为 13,418 千米，目前已经有中国客户在用。 环球

7000 充分利用了机舱中的第四个生活区域，可安装卧室改

装套件或淋浴房。另外，环球 7000 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该机可在英国金融中心附近的伦敦城市机场降落，机场跑

道具有 5.5 度的斜坡，在这里降落非常有挑战性。截至目

前，环球 7000 是继环球 5000、环球 6000 和挑战者 650 飞

机之后，具备能力在这里降落的公务机，而湾流 G650 和湾

流 G650ER 并未获得伦敦城市机场起降的批准。

正像您说的，我们在这两款飞机上都用到很多新技

术， 同 时 提 出 了 一 个 新 的 概 念 就 是 所 谓 的“SMOOTH 

RIDE”，也就是平稳飞行。所有新的技术运用都是严格遵

循最新的航空安全标准和一系列成熟技术。首先环球 7000

公务机的客舱设计灵感来自于一家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奢华

酒店的五钻套房。我的同事巴迪公务机航空工业设计部经

理 Timothy 先生，注意到房间内部的布局精美绝伦。四人

座沙发的俱乐部空间、充裕的餐厅空间，娱乐空间配有沙

发，正对大尺寸显示屏，兼具功能性和娱乐性，卧室也相

当精致。就空间布局来讲，这间五钻套房与环球 7000 颇具

相似之处。在环球 7000 公务机设计中，卧室与客厅、餐厅

和厨房均采用了不同的装饰风格。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求对飞机内部布局与装饰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客舱里最安

静的区域永久配有床，给客舱增添了家一样的温馨舒适和

亲密感。极度重视细节和隐私的双人套房同时还配有单口

淋浴设备，这样的奢华、舒适体验和一间五钻套房不相上

下。环球 7000 航电设备及发动机借鉴了其与罗克韦尔柯林

斯研制视景（Vision）驾驶舱的经验，在视景驾驶舱采用

了 Pro Line Fusion 综合航电设备，该航电设备已配备在服

役机型环球 5000 和环球 6000 上面。环球 7000 机身的航电

设计同样也有所借鉴，采用了与 C 系列一样的电传操纵技

术（FBW）和同样的供应商。刚刚试飞验证机 1 号配备了

GE Passport 发动机。Passport 发动机是 CF34 的升级型，

在 CF34 基础上增加了几项关键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采用

了直径 1.32 米的“整体叶盘”。整体叶盘是航空发动机的

一种新型结构部件，其特点是将风扇叶片和转子做成一体，

使得发动机转子部件的结构大为简化，体积减小，允许更

多的空气进入发动机，提高了发动机的燃油效率。然而，

由于这台发动机使用的是目前为止尺寸最大的整体叶盘，

对其设计和试验带来了一些挑战。Passport 发动机另一个

技术特点是一种新型的陶瓷基复合材料（CMC）的使用。

GE 和斯奈克玛（赛峰集团）合资的 CFM 国际公司研制的

Leap 系列发动机是第一个在核心部件上使用这种材料的航

空发动机，但是该系列使用的是由碳化硅制取的陶瓷基复

合材料。Passport 发动机使用的该型材料是用氧化物制取的，

被用在尾气混合器、中心体和核心整流罩上。目前，庞巴

迪已接收了首批 10 个 Passport 发动机，该发动机已经完成

了 27 项认证测试中的 25 项，第 26 项也即将完成。此外，

该发动机已累计运转 1850 小时和 2150 个运转周期。而 GE

的发动认证计划包括 4000 小时和 8000 个运转周期。

环球 8000（Global 8000）远程公务飞机同样配备了一

流的客舱，且拥有无与伦比的 7,900 海里（1463 千米）航程，

是飞得最远的公务飞机，它采用了卓越的三舱布局，客舱

容积为 2,236 立方英尺（63.32 立方米）。速度为 0.85 马赫时，

该飞机的航程可达 7,900 海里。在搭载 8 名乘客的情况下，

可胜任悉尼 - 洛杉矶、香港 - 纽约以及孟买 - 纽约 * 的直

飞任务。环球 8000 飞机可实现 0.90 马赫的高速巡航速度。

该机型计划于 2019 年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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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以及芝加哥。2014 年，我们在新加坡维护服务中心

正式建立，迄今为止，已经为大约800架飞机提供过维护服务。

可以预计天津基地也将达到类似的规模，但其任务将不仅仅

是为中国的庞巴迪飞机提供服务同时也面向全世界。在中国，

庞巴迪还拥有四家授权服务中心。我们预计市场还需要更多

的维护基地，比如在北京和上海之外能进行航线维护和保修

服务的小型基地。

中国会在 2020 年新增加 50 个新机场，包括新增加的公务机专
用机场。有传闻说上海青浦的公务机机场也在积极规划中，您
是如何看待的？在 ABACE 航展上，我看到一架经过特别救援
改装的飞机庞巴迪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和改装计划？

庞巴迪有救援的机型，且已经存在多年。有现成可用的

技术储备。50 个新机场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公务机出现。你说

的青浦的新公务机机场假设真的形成的话，对我们的客户来

说当然是很好的消息。空中的通道不用和大航班抢“跑道”，

用户可以更加灵活的安排起飞的时间。目前上海两场早上7:00

前和晚上 21：00 后属于公务机“禁飞区”。

一名公务机销售人员应具备那些特质？对于这个岗位您有什么
样的感悟？ 

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

除了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外，更多的是需要热情和执着。

运气和挫败永远伴随着你，你所做的多年努力可能会在签字

付款的前一刻付之东流。首先 , 你要耐得住“寂寞”。这个

行业和销售其他产品不一样，客户需要你去挖掘、培养和开

发。你有时候会跟踪一个客户3年以上。业内最有名的故事是，

我们的一个代理商卖第一架飞机用了六年。其次，是把握好

机会。不是每次机会都出现在高级酒会和航展产品发布晚宴

上的。因为同行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凭自己的看法和“直

觉”去评估哪些人会买，哪些属于没有资金看上去不像是潜

在的用户那就错了。记住，一个好的销售能把一台冰箱卖给

一个爱斯基摩人。

新型环球飞机将配备全新的高速跨声速机翼，可显著提

升气动效率；并和环球 7000 一样采用推力达 16,500 磅的下

一代 GETechX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在效率及排放上均有显

著的优势，其中包括可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其氮氧化物

排放较之国际民航组织（ICAO）即将发布的民用飞机排放标

准（CAEP-6）之相关规定低 50%。此外，与行业领先的环球

快车 XRS 飞机相比，该飞机预期的整体燃油效率将提高 8%。

这两款飞机的高速巡航速度可达 0.90 马赫，性能将超过其他

所有产品，借助其杰出的航程能力、燃油效率和平衡场长等

优势，这两款飞机将可在更多关键城市对之间实现不停站的

直飞。上述两款飞机的相同之处还包括包括：利用加大的新

型舷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每个舷窗的表面积较之现

有环球飞机的大近 80%；宽裕的行李舱可满足在飞行过程中

提取行李的需求；机组休息区配备了可平置为卧床的座椅；

宽敞的厨房配备了优化的备餐和存储空间；提供创新的客舱

分区方式，使客户在确定布局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选择空

间；提供创新的设计选项，在飞机上打造出了家一般的舒适性。

同样，环球 8000 飞机配备了最新的环球视景（Global 

Vision）驾驶舱，其一流的客舱管理系统将具备先进高速卫

星宽带网络连通能力，进而打造出公务航空领域最高水准的

便捷、舒适享受及掌控性。

近期各家公务机公司不断加大在华售后服务力度。不断的提
升扩大 AOG 以及培训维修中心的扩建。随着庞巴迪中国天津
服务中心的正式营运，是否可以理解为解决了客户维修的“最
后一千米”？除平时的定检，发动机的 C 检是否也可以在天
津维修中心进行？ 

是的。我们的维修中心位于天津空港经济区综合保税区

启航路 21 号，一期工程主体建筑维修机库总建筑面积 8897

平方米，未来将为庞巴迪及其关联方生产的飞机提供停放、

维护、维修、大修等服务，以及为工作人员提供办公场所。

可以承担 25 架公务机维修服务，可维修庞巴迪各系列公务机

型，2018 年将达到 50 架服务能力。在飞机维修中，很多航

空要件都是进口的，保税区内进口这些要件不需要提前交税，

节省了很多时间和费用。对于飞到国内的飞机也可以进行多

个要件的集中报关。这样可以大大节省飞机维修中“等料”

的时间和配件的价格，不仅如此，我们所招聘的维修人员，

已经安排他们接受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在蒙特利尔进行的庞

巴迪机械与航空电子认证的机型培训课程，以及在亚利桑那

图森（Tucson）服务中心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在职训练。天

津基地将会储存零部件，而零备件则存放在新加坡、迪拜、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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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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readers till 
end of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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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ment agencies
Flight training schools

Avionic and aviation material agencies
On-Board of Sino Jet Fleet

Industry parks

Libraries

OEMs GA operatorsGA airports

Exhibitions & Foru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