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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辞旧迎新时，相信很多朋友都和我们有着同样的感觉，2014 这一年

就像飞在珠海上空略过头顶的苏 -27 一样，在我们正要仔细感受它的时候，从我们

眼前“嗖”地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一年，中外通航圈子都发生了不少大事，通航人的心情也随之时而高涨时而

低迷，整个行业的发展走势也逐渐摒弃狂热走向理性。

这一年，《中国通航博览》采访了行业内国内外各类人士，从大使到运营商，

由协会秘书长到机务，每个人都对中国通航发展抱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很多人指

出行业发展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极好的，只有看到了行业发展的问题与缺陷，我

们才能在鼓足干劲后，找到使力的方向与目标，为通航产业发展尽自己一份绵薄之

力。只有每个人的力道都用在一处时，整个行业才会向着健康、正常且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

这一期，《中国通航博览》再次集合通航各版块精英的思绪，为大家从不同角

度呈现中国通航发展最真实的一面，也希望透过不同人的眼睛与话语，将触角伸向

通航各处，探寻中国通航发展的不同面。

2014，中国通航发展路上，有你有我。

这一年，《中国通航博览》伴随着中国通航一同发展，在与各行业人士沟通交

流中不断充实自己。感谢曾经鞭挞、鼓励、支持我们的行业同仁与合作单位，因为

有你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在困难中坚持下来，向着我们的目标不断前进，最终成为

一个为通航人服务的专业媒体平台。希望在新的一年中，我们的成长路上依然有你。

整个行业能够逐渐沉淀走上理性发展的道路，离不开通航人的努力与拼搏，更

离不开通航人对于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求与努力学习的精神和态度。中国通航的发

展需要引经据典、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地学习国外经验，更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走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在这期间，专业的管理人才、技术人员等高素质人

才便成为事情成败的关键。

如果说要在这两年交替之时说些希冀之语的话，我希望新的一年，每个通航人

都能够用心、努力地充实自己，不断丰满自己的羽翼，虽然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

也要义无反顾的坚定初心。只有经历过挫折，才更能体会最后胜利的甜蜜，不是么？

2015，我们用心做通航。

2015
我们用心做通航

钱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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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应辽宁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申请，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总局令第 176号）有关要求，

审核批准颁发辽宁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颁发的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中，证书编号为民航通企字第 258号；

企业名称为辽宁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企业地址为沈阳市法库县十间房镇尚屯村；基地机场为法库财湖通用机场；企业类别为

有限责任；注册资本为人民币陆仟贰佰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利国；经营项目为航空护林、空中拍照、航空运动表演飞行、个人

娱乐飞行；许可有效期限为 2014 年 11月 6日至 2017 年 11月 5日。

东北管理局批准颁发辽宁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应自然人施俊峰、周军申请，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总局 176 号令）有关要求，审核批准筹

建吉林宇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 

该公司拟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以通化三源浦机场为基地机场，使用塞斯纳 172 型飞机，从事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飞机播种、空中施肥、防治农林业病虫害等通用航空经营项目，筹建期限为 2014 年 11 月 6 日至 2016 年 11 月 5 日。

东北管理局批准筹建吉林宇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应长白山咸健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大连睿驰航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申请，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176 号令）有关要求，审核批准筹建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咸健直升机股份公司（筹）。

该公司拟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以通化三源浦机场为基地机场，使用贝尔 407 型直升机，从事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

执照培训、空中游览、航空摄影、航空护林、空中拍照等通用航空经营项目，筹建期限为 2014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9 日。

东北管理局批准筹建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咸健直升机股份公司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应大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求，批准其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换发后的通用航空经营许可中，许可有效期限为 2014 年 10 月 0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07 日，其他许可内容不变。

东北管理局批准大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应吉林省嘉来宝航空运动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求，批准其换发通用航

空经营许可。换发后的通用航空经营许可中，许可有效期限为 2014 年 10 月 0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07 日，其他许可内容不变。

东北管理局批准吉林省嘉来宝航空运动有限责任公司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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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一太客商务航空有限公司申请，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

营许可。许可换发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亿元人民币，有效期限为 2014 年 11月 17日至 2017 年 11月 16日，其他许可内

容不变。

东北管理局批准中一太客商务航空有限公司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陕西天颖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换发后的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

可证上所载明的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陕西天颖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渭南蒲城县内府机场航站楼内 203号；基地机场：蒲城机场；企业

类别：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法定代表人：张星沂；经营项目：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个人娱乐飞行、

航空运动表演飞行、航空运动训练飞行；许可证编号：民航通企字第 139号；有效期限：自 2014 年 11月 23日至 2017 年 11月

22日

关于同意陕西天颖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换发经营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摘要：同意为荆门中航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颁发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公司名称为荆门中航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基

地是荆门漳河机场。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伍万元整。注册法人：沙长安。经营项目：以小型航空器从事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

个人娱乐飞行。

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颁发通知书
中南通航经营【2014】第 32 号

同意桂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筹建通用航空企业的申请。经营范围：医疗救援、航空探矿、空中游览、航空器代管业务、

空中拍照。拟使用的基地机场：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通用航空企业筹建认可通知书
中南通航经营【2014】第 18 号

应沈阳蜂鸟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申请，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求，批准其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换发后的通用航空经营许可中，许可有效期限为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17 年 7 月 14 日，其他许可内容不变。

东北管理局批准沈阳蜂鸟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证换发通知书
依据《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民航总局令第 130号）, 同意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延续申请并换发非

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证。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情路中路80号九州机场主办公楼一层 ；机场：使用珠海九州机场；负责人陈国权；

活动范围和项目：医疗救护，自用公务机飞行，搜索救援飞行，海洋监测，城市消防，空中巡查。使用航空器型别：EC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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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意广东金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建通用航空企业的申请。拟筹建单位名称：广东金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拟从

事的经营范围：空中游览、航空器代管业务、个人娱乐飞行。拟使用的基地机场 :梅县机场。

通用航空企业筹建认可通知书
中南通航经营【2014】第 17 号

10月 20日，华东管理局组织召开了徐州福利达民用航空地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申请维修单位合格审定的行政许可评审会。

评审组听取了公司前期准备和审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通报了审查过程符合行政许可要求的报告。经过评审，该公司各

项准备工作基本符合CCAR145 部相关要求，整个审查过程符合行政许可的要求，建议颁证；该公司也将是进入江苏地区的第

十八家CCAR145 维修单位。

该公司是在原中国民航徐州设备修造厂改制解散后，于 2007 年成立的民营企业，目前是国内唯一一家进行航空农林喷撒

设备系统研究、生产、销售的公司，并向石家庄飞机工业公司、洪都飞机工业公司等主机厂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通过此次维

修许可颁证，公司获得了 ATA25 章设备 / 设施的检测、修理、翻修、改装的维修项目能力，具体项目为航空 CMM25-51-

00 喷撒设备（刹车机构、动作筒、雾化器、调量阀及设备操作开关）和CMM25-23-08 航空座椅。

华东管理局向徐州福利达公司颁发维修许可证
中国民航局

 近日，民航华北局向华彬天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通航）颁发CCAR-135部《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

经华北局授权，北京监管局负责组织实施此次运行合格审定工作。

在颁证仪式上，北京监管局吕志农局长出席仪式并讲话，他先是对华星通航近两年的快速发展和取得的长足进步予以肯定，

随后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公司应以运行合格审定为契机，严格遵守规章要求，不断完善运行体系；二

是公司应以合格证的颁发作为公司运行和发展的新起点，在日后的实际运营中，要将保证运行安全作为公司长远发展的基础，

加强日常运行管理工作和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三是公司应抓住北京地区通航发展的新机遇，不断拓展思路，在满足各项法律、

法规和规章要求并确保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发挥自身优势，挖掘自身潜力，为华北地区通航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华北局向华星通航颁发 CCAR-135 部运行合格证 
中国民航局

近日，厦门监管局代表华东局向福莱帕特（厦门）航空部件服务有限公司颁发了 CCAR145 维修许可证。厦门监管局领

导祝贺公司通过了局方严格的维修许可审定审查，成为厦门辖区第十二家获颁维修许可证的维修单位。

华东局向福莱帕特（厦门）航空部件服务有限公司颁发 CCAR145 维修许可证
中国民航局

11月24日，民航四川监管局向四川纵横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横航空”）颁发了CCAR-91部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规范，

标志着纵横航空成为西南地区首家取得大型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资质的航空公司。

2014 年 7 月，纵横航空向民航四川监管局递交了航空器代管人补充运行合格审定的申请。随后，民航四川监管局在西南

局的授权下成立了审定小组，审定小组在公司工作人员密切配合下通力协作，严格按照规章要求，认真把握运行合格审定标准，

顺利完成了对纵横航空申请的CCAR-91 部航空器代管人补充运行合格审定工作。

下一阶段，四川监管局将切实做好辖区内航空器代管人的监管，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确保代管航空器安全、顺利运行。

纵横航空取得西南地区首家大型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资质
中国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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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直升机在华培训及支持项目获 EASA 适航认证
Airbus Helicopter China Training & Support Program Received EASA Certification 

欧洲适航认证机构已经就空中客车直升机在中国的飞行

培训和支持服务进行了认证，这一举措标志着对中国这一世

界范围内发展最快的旋翼飞机市场所执行的飞行培训及支持

服务的质量、标准和安全的认可。

该认证包括对位于深圳的空客直升机中国合资企业中信

海直通用航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CGAMEC）的维护、维

修和大修（MRO）项目的认证，符合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

145 条款标准。此外，认证还包括空中客车直升机中国位于

北京的 EC225 全动飞行模拟机的资格认定。

“这些认证的取得进一步巩固了我们为中国提供世界级

培训和支持服务的承诺，以及为提高运营安全所作的努力。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贡献我们的资源和能力，以此满足市场的

需求，并致力于将空中客车直升机定位为中国及亚洲用户旋

翼机产品及服务的首选供应商。”空中客车直升机中国首席

运营官 Sylvain Goldberg 表示。

欧洲航空安全局关于中信海直通用航空维修工程有限

公司（CGAMEC）的 145 认证包括对部件检修、旋翼桨叶

维修以及非破坏性试验能力的认可，可以使公司从事直升

机关键部件的彻底维修业务。随着该项认证的获得，空中

客车直升机畅销产品小松鼠系列 AS350 旋翼机的主桨和尾

桨变速箱现在可以在中国进行符合制造商质量标准的彻底

检修。

中信海直通用航空工程维修有限公司是空中客车直升

机、中信海直（COHC）及萨姆韦尔（Samwell）于 2001 年

共同组建的合资企业，是通用航空旋翼机维护、维修和大修

领域首家获得中国民航局（CAAC）认证的中外合资企业。

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认证的空中客车直升机

EC225 全动飞行模拟机可以为飞行员和教练提供极为真实的

培训，其搭载的运动系统和高分辨率视觉显示系统可以展现

飞行环境中所遇到的多种操作和天气条件。这使飞行员在避

免操作风险的情况下，对恶劣条件的反应进行安全培训。该

模拟机作为空中客车直升机全球培训中心网络的一部分，目

前位于北京的华欧航空培训中心。         

（民航资源网）

图：空中客车直升机在中国的培训及支持项目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适航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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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世界中心将成迪拜首要公务航空枢纽
Dubai World Central To Be Dubai’s Primary Bizav Hub

FAA 启动无铅航汽试验第一阶段
Phase 1 testing begins on unleaded avgas

上周，美国联邦航空局（FAA）William J. Hugues 技

术中心启动了 100LL 四种替代品的第一阶段试验。四种无铅

燃油包括：壳牌、道达尔、及两款来自 Swift  Fuels 燃油公

司的产品。这些产品将经历实验室试验和台架试验，以对包

括飞机油箱、油表、油泵等飞机部件材料兼容性问题进行验

证。

AOPA 协会法规事务副主席Rob Hackman 表示：“专

家们将通过不同温度和情境下对航汽进行检测，以检验在任

何环节中是否会出现问题。实验室将使用多台设备进行多次

试验。”AOPA是活塞航空燃料计划（PAFI）发起者之一，

该计划是行业与政府共同协作，对新型无铅航汽的发展与应

用进行探索的一个项目。除了 AOPA 与 FAA 外，PAFI 指

导小组成员还包括：美国石油学院（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实 验 飞 机 协 会（Experimental Aircraft 

Association）、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GAMA）、国家空中

交通协会和国家商务航空协会（NBAA）。

FAA 官员表示，项目第一阶段预计用时一年。期间，

FAA将对受测燃料进行评估，以顺利进入第二阶段。机构官

员表示，第一阶段中或将有 2-3 种燃料被选进入试验第二阶

段---引擎与飞机测试项目。第二阶段预计进行 2年左右。

FAA 官员表示，期间，专家们将获得燃料的 ASTM 生产规

格参数信息，并对现有使用这些燃料的机队进行认证。

AOPA 的 Hackman 指出，测试项目并非研究项目，而

是一个为了确保现有数量为 167000 架的活塞飞机机队安全

运营的认证项目。他表示：“FAA正在对现有机队更换无铅

燃料收集信息。PAFI 与 FAA 希望确保过渡过程尽可能的透

明化，同时尽可能的将对每架飞机的影响降至最低。”

他继续讲到：“实验中的重头戏是对新燃料与 100LL 相

混合的能力的测试。我们不可能在第一天彻底停用 100LL，

第二天就开始使用全新燃料。”至少，在那一天来临前，

我们可以向飞机拥有者及飞行员们保证这些新型燃料的安全

性。“我们不会在产品上市前寻找试飞员对产品进行测试，

而是在上市前进行一个多年的测试认证项目，以确保产品的

安全性。”实际上，飞行员及飞机拥有者将乐于看到他们未

来使用的燃料经过了一个仔细详尽的检测过程。

“为了该项目，行业与 FAA 之间的大量准备工作与协

调必不可少。仅决定台架测试中应该包括的内容就进行了漫

长复杂的讨论。在项目启动前，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问题收

集工作。”由于市场上没有可以接受的无铅燃气，有些人甚

至考虑是否要购买飞机这个问题。现在测试认证项目已经启

动，这个问题似乎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我们的目标是，为飞机购买者提供可用燃料，并尽可

能的减少飞机购买者的后顾之忧。”然而，一些通航人士对

于弃用至今唯一的含铅燃料 100LL 感到愤怒。而其他人则表

迪拜机场正在就将公务航空由迪拜国际机场（DXB）移

至全新的迪拜世界中心（DWC）机场展开协调工作。DWC

航空副总裁Tahnoon Saif 表示：“我们将在DXB逐步减少

通用航空机位，同时在DWC相应的增加机位。到 2017 年，

预计 90% 的运营工作将会移至 DWC。DXB 仍有的 10% 工

作都将以 MRO 为主。”同时，他也指出，他收到关于移至

DWC 的商务航空公司被收取过高费用的指责。Saif 告诉记

者，迪拜政府在 DWC 机场商务航空设施上投资了几十亿美

元，如果仅考虑回收投资成本的问题，租金将是现在费用的

20 倍还不止。

他表示，迪拜 2017 年商务航空活动量有望达到 16000-

17000 次，“2020 年，预计达到 21000 次。”他表示，整个

过渡工作将持续至少 5年。（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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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旦所有工作准备就绪，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引擎制

造商与其他人指出，更换无铅燃料将提升引擎工作性能。

其他人则表示，许多国家已经禁用了燃料中的铅成分 -

四乙铅（TEL）的使用。另外，只有一家公司 Innospec 在生

产这种产品，这就引起了对“该公司是否会继续生产产品的

考虑”。Hackman 继续说到：“我们有很多原因要使用无

铅燃料，更不用提公关方面的作用了。这样的话，机场反对

者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项由 FAA 启动的共分两个阶段的测试认证项目由国

会提供资金支持，每年大约费用在 600 万美元左右。FAA进

行试验的同时，燃料公司也在同步进行自己的试验和研究，

有些公司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一旦 FAA

测试结束，测试成功的燃料很快就会上市。Hackman表示：“燃

料公司当然希望燃料尽快可以上市售卖，以尽快收回成本。”

                       

    (General Aviation News) 

明年 5 月：第 60 界商务航空年度安全大会
60th Annual Business Aviation Safety Summit Scheduled for May 2015

飞行安全基金会（Flight Safety Foundation-FSF）宣

布，第 60 界商务航空年度安全大会 (BASS  2015) 将于 2015

年 5 月 13-14 日在美国佛罗里达韦斯顿举行。

FSF 第 67 界国际航空安全大会（IASS）上月于迪拜圆

满闭幕。此次会议通过主题嘉宾演讲、基于最新安全信息而

开展的小组讨论等活动，吸引来自行业各界人士前往参与。

BASS2015 将在展厅内提供多种赞助机会，为赞助商在

展前和展中提供最大的宣传力度。 

BASS 是 FSF 每年最大的展会盛事，每年的观众、参展

商和北美外地区的赞助商数量呈上升趋势。大会为商务航空

行业提供了一个与相关环境相结合，从而识别安全重点、加

大减危措施力度、增强运营环境的机会。论坛主题将涉及安

全、培训、使用解决方案、管理、人力因素和其他商务航空

行业关注的话题。

更多详情，请见：flightsafety.org/bass2015. 

罗克韦尔柯林斯 VenueTM \ Airshow   客舱系统为宽体 VIP 公务机服务
Rockwell Collins’VenueTM, Airshow   cabin systems selected for wide-body 
VIP business jet

®

®

近日，罗克韦尔柯林斯市场领导产品 VenueTMHD 客舱

管理和娱乐系统，Airshow®移动地图和影音点播（AVOD）

解决方案，被一匿名客户选为一架宽体 A340 公务机配装设

备。该综合客舱产品将于2015年中期安装在客户的飞机上。

这架 A340 飞机为客户提供全客舱苹果与安卓个人设备

视频和音乐流媒体功能。同时，客户还可以通过客舱内多块

不同尺寸的超大 HD 显示屏，欣赏蓝光电影及其他高分辨率

内容。罗克韦尔柯林斯客服团队超过 2000 名员工和技术人

员在全球 46个基地，将 24小时 7天为该系统提供支持服务。

罗克韦尔柯林斯 Venue 系统是市场上最为敏感且最具

创新性的客舱解决方案，在过去几年中，已被空客及波音在

内的多架大型 VIP 公务机所选用。Venue 已被安装在包括涡

轮旋桨至远程公务机和VIP公务机等，超过450架公务机上。

更多详情请见：www.rockwellcollins.com/ve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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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运航空宣布于宁波国际机场设立旋翼机维修维护运行基地
Aero Chine to Build Helicopter MRO Facility at Ning 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透博梅卡 Arrius 2B2plus 发动机开始服役 EC135T3
Turbomeca celebrates Arrius 2B2plus entry-into-service on EC135 T3 

华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今天宣布将与宁波国际机场与物

流管理委员会签署在宁波国际机场成立长三角地区首家全球

领先的旋翼机维修维护运营基地 (MRO) 的合作备忘录，将

公司业务从直升机销售拓展到维修服务领域并显示出对这一

市场需求发展的预测及信心。该维修维护运营基地旨在为中

国区的贝尔直升机提供售后维修服务，计划将于 2015 年开

展业务。

“这一举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表示我们朝着在长三

角地区建立首家世界级的旋翼机维修维护运营基地又迈近了

一步。我们很荣幸能够与宁波国际机场与物流管理委员会进

行合作，分享我司的经验、协助支持旋翼机并为中国通用航

空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我们相信该备忘录将给双方乃至全

行业带来长期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华运航空工业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曹其敏表示。“与宁波国际机场的合作将给国

内带来世界级的旋翼机维修支持服务，确保客户享有完整的

售后维修服务，而这正是通用航空业的一个关键参与部分。”

在该伙伴

关系中，华运

航空工业有限

公司与宁波国

际机场与物流

管理委员会将

共同组建该处

设施，包括起

草相关政策条款、建造停机库、吸引人才及其他运营事宜。

宁波国际机场与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

“宁波机场区域已由宁波市指定为地区内通用航空服务的

发展核心，已纳入宁波通用航空发展计划。通过与华运航

空工业有限公司及其他交通运输伙伴展开合作，宁波机场

区域必定将成为长三角地区民用及通用航空增长繁荣的典

范，将助力直升机维修、交易、运营及其他业务领域的发

展。”

透博梅卡 Arrius  2B2plus 正式开始服役 EC135T3 直升

机。空客直升机于意大利向一家高山搜救运营商Aiut Alpin 

Dolomites 交付第一架 135T3 直升机时，举行了庆祝活动。

Arrius  2B2plus 专为轻型直升机设计，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获得 EASA 认证。同时，他也是 Arrius 发动机系列最新

成员。该系列已累计 700 万飞行小时，是市场上同级别使用

率最高的发动机。除了他不可比拟的可靠性外，他还有另外

一些特性：与早先 2B2 相比，新款发动机可在高温与高海拔

的情况下 , 提供 6% 的额动力，这为 E135T2 在同高度的情

况下，搭载额外 200 公斤载荷提供了强有力的动能。

当发动机结合了低燃油消耗量这一特点后，2B2plus 大

修间隔（TBO）被扩展至 4000 小时，这也使 2B2plus 成为

同级别中最具竞争力的一款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飞行性能，

为直升机在执行例如 EMS 等高要求任务时提供了更多的安

全保障。另外，其强有力的单发性能，也为穿越交通拥堵地

区执行任务时提供了安全保障。

The 2B2plus 设计新颖，维护简单。客户还可通过发动

机电子控制组件所储存的信息，得到电脑维修辅助系统的帮

助。所有这些额外利益，仅要支付早前 2B2 发动机的直接维

护成本就可以获得。另外，现有零部件及工具可以在新款发

动机上使用，同时不需要经受额外培训。

至今，75 个国家 650 名客户选择搭载 Arrius 发动机的

直升机扩充自己的机队，透博梅卡已经销售了 3000 多台发

动机。产品的可靠性，结合透博梅卡知名的服务支持能力，

使Arrius 成为重要任务中发动机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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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德航空为飞机买家提供一条龙服务
GDAT Provides Full Package Service for Customers 

                                    图：捷德航空易达中心（宁波）

第十届珠海航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与上届公务机展位

居多数不同的是，今年更多的直升机展位出现在众人面前，

展会上有不少公司推出“一条龙”或“一站式”购机服务，

吸引了来自东北、海南等地的专业观众组团前来洽谈。

上海捷德航空公司总裁江文全坦言，截至今年10月底，

该公司已经有 40 多架空客、贝尔等品牌直升机和公务机的

订单，与去年相比，订单增长了 50%，其中一半以上为直升

机。江文全介绍，目前国内购买进口品牌直升机或商务机，

分为商用和私用两种，其中私用基本上是通过国内的代理商。

由于近年来市场需求旺盛，代理公司也逐渐发展成“一条龙”

的购机服务。

因为八项规定等原因，公务机的销量也有明显下降，这

在航展现场可见一斑。两年前的航展停机坪、大都是豪华公

务机的展位，而今年的大部分停机坪变成了小直升机的天下。

江文全表示，今年国内公务机销量与往年相比可以用“冷清”

来形容，江文全解释，公务机主要功能就是交通工具，其他

应用极少，一出门便会带上铺张奢华等头衔，但直升机除了

交通功能，还有作业功能，在城市消防、清洁、电力高压检

测等方面都普遍使用。 

另外，捷德航空在展会期间举办“捷德航空 2014 年度

客户答谢酒会”。同时，在此次展会上，捷德航空将和多

家国际知名航空制造商展开合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捷

德航空在 2014 年度客户答谢晚宴为其获奖客户赠送 200 万

人民币的购机基金。这些购机基金将被捷德航空的现有客

户获得，购机基将可作为未来用户飞机、航材、服务等花

费的现金抵用。

（民航资源网）

海丰通航：新智能引领通用航空发展
Hai Feng GA： New Intellegent Technology Leads GA Development

2014 年 11 月 11 日上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

业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海丰通航“）借助第十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珠海航展’）的强劲势头，

于 5 号馆 9A 展位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邀请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领导、行业知名专家、合作单位及主

要客户，共同见证海丰通航发展的成果。

海丰通航是国内唯一从事航空器保障系统集成的国有单

位，长期承担军用航空器保障系统及装备的科研、生产和工

程服务工作。在通用航空器保障系统集成、通航机场规划设

计、通航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特别是航

空应急救援保障、野外作业机动保障、通航机场建设、低空

监视与服务等方面具有大量的技术和产品储备。

本次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海丰通航与上海中瑞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合作签约仪式；上海直升机运营示范基地发布仪

式；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快飞网发布仪式；通航云、移动

机场等系列产品发布。通过此次的签约与产品发布，呈现出

企业完整的产业链服务，打响了“通用航空保障专家“的品牌。

此次发布会的圆满成功，向通航各界人士展示出海丰通

航的多维战略模式，及符合我国通航行业的发展特点，为通

用航空产业提供了更加宽广的思路。同时，结合现今信息技

术优势的特点，推出“通航云”理念，加速通航产业科技的

发展。海丰通航依靠多项成果，蓄势待发，为促进通航产业

的发展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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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星通航：让中国人自由翱翔
Han Xin GA: Make Chinese Fly Freely 

瀚星通航隶属于吉林瀚星集团，

其珠海基地位于珠海机场，是中国民

航总局批准的首家固定运营商（FBO）

基地。瀚星通航采用欧美传统的 FBO

管理模式，俗称飞机 4S 店，同时又结

合中国国情，是一家具有中国特色的

航空基地运营商。

吉林瀚星集团是一家较有实力和知

名度的跨省市集团企业。集团所在地吉

林省吉林市。主要业务涉及到房地产、

旅游、文化产业、汽车服务 4S店、通

用航空、生物化工等。集团旗下二十

几家公司遍布全国各地。公司现有员工

2000 余人，集团高层管理人员大专以上

学历、高级职称达 11% 以上，是一个

具有专业性较强的领导集体。目前集团

其所属公司均已成为各行业的龙头企业

与知名企业，并根据不同所属行业通过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集团银行信誉

等级为AA级，并被吉林省政府命名为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在此次第十届珠海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上，瀚星通航共
有以下几大新闻亮点：

1、瀚星通航与航空城集团 11 号

签署公务机 BAC 基地协议；两架美捷

公务机将飞抵珠海机场停放在瀚星机

库，标志着 BAC 基地 145 部 MRO 基

地开始投入运营；2、MVP 飞机在国

内首次亮相；3、Piper 矩阵飞机首架

飞机跨洋交付给中国客户；4、Glasair

公布 Merlin 飞机 (Merlin 是实验类套

材飞机，将在年底完成取证工作 )；5、

瀚星通航将联合世界一流 FBO 服务公

司签署 FBO合作协议。

MVP飞机在国内首次亮相。MVP

飞机作为瀚星通航新款机型，首次亮

相中国航展。MVP 飞机是世界上最畅

销的西锐 SR 系列及 SF50 飞机的设计

者Michael Van Staagen 的又一力作。

MVP 公司总裁Darrell  Lynds 先生和

市场推广副总裁 Michael Lynds 先生

亲自参加中国航展并介绍这个世界最

具功能飞机 MVP 的各种性能。他们

表示，“在与亚洲生产及销售伙伴翰

星通航合作下，很高兴可以在珠海航

展上向中国介绍最新设计的水陆两栖

MVP 3 型运动飞机。”

在今年7月美国飞来者大会（EAA）

首次推出介绍时，由于创新的设计博得

国际航空爱好者的欢迎。这个两座的水

陆两用飞机可以是你的个人垂钓小艇，

私人野营帐篷和其他水上活动的平台。

它可以在水上，陆地，雪地和冰上运营。

Piper 矩阵飞机首架飞机跨洋交

付给中国客户。Piper 飞机在中国市场

尤其是飞行训练领域一直好评如潮，

受到广大飞行爱好者的追捧。自 Piper 

Matrix 取得中国民航局（CAAC）的

型号认可证（VTC）后，第一架 Piper 

Matrix 亮相中国航展，在瀚星的展位

上进行静态展示。瀚星通航的新闻发

布会上，Piper 飞机中国区销售总代理

姜伟明对 Piper Matrix 飞机进行介绍

并完成交付仪式。

派珀矩阵是单活塞双涡轮增压，

6 座 位。 它 是 由 莱 康 明 TIO-540-

AE2A350 马力的发动机驱动，并具有

213 KTAS/395 公里每小时的最大巡

航速度。更配备了 Garmin G1000 航

电套件。派珀矩阵这款飞机在坡道方

面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并热衷于它那

稳固的齿轮，矩阵这款飞机凭借其充

满魅力的舱门登机口的设计吸引来旅

客进入宽敞的座舱。在一次飞行中，

用 350 马力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为飞

机加速至巡航速度 213 节，尽管矩阵

这款飞机已经具有高性能的参数，它

继续以它经济的操作费用展现它无与

伦比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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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际直升机投资（上海）有

限公司（下称“中美洲际”）举办的

阿古斯特维斯特兰 （下称“阿维”）

直升机中国演示飞行活动持续近半年

的时间，最后一站也抵达珠海与广大

的客户和观众见面。半年以来，阿维

的直升机受到了演飞各地的热捧。通

过演飞活动，客户更加了解到，阿维

在安全性、舒适性和多变性上的独特

优势，尤其是通航作业类公司纷纷开

始转投选购阿维的产品。

通过近三个月的接触，河北雨燕

通航公司在珠海航展上经过再三比较

之后，当场确定购买 AW119Kx 直升

机，在阿维全球 CEO MR Romiti 的

见证下，与中美洲际签署了购机合同，

并在 12 月就引进该机型，成为该机型

在中国内地的首个用户。标着着阿维

系列直升机从警航等政府领域全面进

入中国通航商业领域。

AW119 为 轻 型 单 发 直 升 机，

其机身结构和传动系统完全来源于

阿维旗下更高等级的轻型双发直升

机 GrandNew。 因 此，AW119 无 论

在动力性能，载荷能力，安全标准上

都近似于一台轻型双发直升机，而远

远超越其他轻型单发直升机。可以说

AW119 是世界上唯一一款，以轻型单

发直升机的价格获得轻型双发直升机

才能获得的生产效率的直升机，这也

正是 AW119 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

的重要原因。

在商务飞行等领域，AW119 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近乎于轻型双

发直升机的3150公斤的最大起飞重量，

以及最大可容纳 8个人的宽敞机身，同

时其完美的流线型外观设计使其在各种

严苛条件下均能保证高效飞行。直升机

动力系统符合环保、节能等环境友好的

特性。更受到同行关注的是AW119kx

可快速由VIP内室改装成救援内室，其

自身超强的灵活变动性和对各种严苛环

境的高度适应性使AW119 被誉为直升

机领域的“变形金刚”，极大满足了通

航企业使用有限的资金却购得最大性能

和集合最多作业功能的机型需求。

明年将有多架 AW119kx 机型陆

续交付，同时阿维也会有进一步的售

后及新机型的引进服务，为中国高端

私人商务直升机市场提供更加丰富的

直升机产品和服务。 

直升机中的变形金刚——AW119kx 首次进驻中国通航作业市场
AW119kx Debut in China GA Utilit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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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直升机产业峰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Helicopter Outlook 2014 Successfully Held in BJ

 据悉，我国首条低空航线“珠海-

阳江 - 罗定”航线已于 6 月 26 日正式

通航，标志着我国低空空域改革进入

实际阶段。目前我国通用航空仍处于

起步阶段，仅部分城市进行试点。因此，

直升机产业的发展需求及未来规划势

必成为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此次

峰会上，中航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所级专务兼民机技术总监徐朝梁通过

介绍中航工业 AC 系列民用直升机，

尤其是最新研发的 3 吨级民用直升机

项目 AC3X2 向中外来宾展示了中航直

升机民机发展现状。此外，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高远洋在“低空开放背景下中国直升

机产业发展与投资机会”一讲中指出

中国的低空开放将在2015年逐步推开，

然而中国通用航空的大发展尚需一至

两年的产业准备期，在此背景下，直

升机将成为中国通用航空率先发展的

产业领域。他进一步强调中国不仅仅

是全球通用航空最为重要的新兴市场，

也将成为通用飞机制造产业链的重要

一环。 

随着低空空域逐步开放以及各地

政府政策支持，我国通航产业也取得

一定程度发展。通航市场得到广泛关

注。在本届峰会上，来自北京首航直

升机通航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的市场及

销售部门畅昕总经理就“蓄力中国通

航市场开发，加强专业运营水平”话

题通过背景、安全、团队、市场品牌、

运行等六大板块向现场来宾进行了深

刻解析。他指出，目前通航市场的发

展现状虽有一定弊端，如运营能力差、

盈利难等，但在利好政策的推动及地

方、国际合作的支持下，通航市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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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无线发展潜力。在安全方面，他

表示中国通航企业应当充分借鉴国际

民航组织、国外先进通航公司安全管

理经验，全面掌握安全生产和管理发

展态势，不断健全和落实安全政策、

标准，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搭建一个

主动、预防式的安全管理模式。

航空救援，是指专业医护人员与

机组人员组成的团队，使用专门的飞行

器和特殊设备，对危及生命的伤病员

实施紧急救治和转运。通航产业与航

空救援有着紧密关系。因此，此次峰

会也同时将“航空救援”作为一大探

讨话题。峰会开篇第一讲“我国航空

救援前瞻：专业化与产业化”，广尧

有幸邀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紧

急救援促进中心陈平常务副总干事作

为该话题的演讲嘉宾，他向参会代表

详细介绍了航空救援的专业化就是从

事航空救援的人员，应当具备与职业

相匹配的专门知识，使用符合救援需

要的专门装备。航空救援由于其具有

的无可替代的高效能，又成为紧急救

援行动中公认的最重要的救援手段和

方式。从产业角度看，航空救援是资金、

人才、技术密集型行业。所以，在航

空救援的整个领域和航空救援发展的

全部过程中，从资金筹集、资本运作、

装备购买，直到具体的施救，每个环

节都需要各类型的专业人才和专门知

识。本届峰会还特地就“空中紧急救

援离我们还有多远”展开了热烈的小

组讨论，台上台下反响积极，与会代

表各自发表真知灼见，将峰会推向另

一个高潮。此外，会

议现场还设立展台供

参会企业展示自身产

品，其中，来自德国

的 EuroAvionics 公司

就其为航空救援提供

保 障 的 EuroNav7 导

航设备在现场布展，

通过产品实样模拟并

展示了救援任务路线

规划，获得中外嘉宾高度关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峰会

主办方上海广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

中央电视台财经亚洲栏目合作。在会

议现场，该栏目就 2015 年中国民用直

升机发展趋势及挑战、全球金融危机

下商用飞机企业应对政策等话题对北

航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高远洋主任、

北京首航直升机通航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市场及销售部门畅昕总经理、阿古

斯塔维斯特兰中国区销售经理张建业

等参会代表进行了采访及交流。

 左起：空客直升机医疗救援与搜救市场经理顾成、北京 999 紧急救援中心张磊、

Bucher Leichtbau AG 亚太区销售经理关丽萍、航升咨询公司顾问 Dennis Lau、河南宏

力医院副院长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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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月 5

日，北京大学

第九家附属医

院、筹备 12年

的北京大学国

际医院正式开

业，这是落户

回龙观的第二

家三级医院，

该医院一期建筑是亚洲最大的单体医疗建筑。医院楼顶建设

直升机停机坪，与 999 急救中心建设空中医疗项目。而北大

国际医院的门诊大厅采取了仿机场航站楼的设计，大厅挑高

达 15 米，弧长 151 米，患者进入门诊大厅可迅速分流，避

免拥堵，住院楼长达 400 多米，全部病房朝南，医院配置了

户外儿童乐园、品牌咖啡厅、美食街、超市等。

北大国际医院副院长刘帆介绍，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由北

京大学和方正集团共同投资兴建。总建筑面积 44万平方米，

核准床位1800张，一期开放床位数532张，ICU床位159张，

手术室 46 间，信息化按美国医疗信息和管理系统学会最高

级别的 7 级建设。医院开业开设 63 个诊疗科目，职工总人

数超过 1400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约占 75%。

刘帆透露，北大国际医院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

学口腔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大

第三医院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北京大学医学部安排这六家

“北医系”的核心业务到北大国际医院，负责医院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研教学等工作。据介绍，在收费标准方面，北

大国际医院将实行双轨制。即一部分按照国家医保政策相关

规定定价，与北京其他三级大医院价格一样，满足公众基本

医疗需要。一部分实行差异化的自主定价，满足患者差异化

的、国际化的需

求，具体价格即

将出台。

（民航资源网）

h t t p : / /

news.carnoc.com/

list/300/300958.

html

 图：北京建亚洲最大医疗楼 楼顶设直升机坪

北京建亚洲最大医疗楼 楼顶设直升机坪
Beijing Built Biggest Medical Building with Rooftop Helipad 

图：北京建亚洲最大医疗楼 楼顶设直升机坪

图：北京建亚洲最大医疗楼 楼顶设直升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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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TBM 所有者及飞行员大会人数再创新高 
筹善款为伤残退伍军人提供飞行奖学金
TBM Owners and Pilots Association convention breaks records

2014 年 TBM 拥有者及飞行员协会 （TBMOPA）大

会共有 100 多架 TBM 700 和 TBM850，以及多架全新的

TBM900 飞机参会，再次打破出席记录。

今年大会于 10 月 29 日 -11 月 1 日举行，吸引了全北美

地区四分之一的 TBM 机队前来参会，与去年相比，参与率

提升了 3%。大会包括为 TBM 飞机所有者特别举办的为期 3

天的学术论坛，行业领导者们与 DAHER-SOCATA、TBM

系统销售商等轮番上阵为大家进行专题讲演。

演讲嘉宾 Jerry Cockrell 的主讲题目为：“如何面对判

断失误并最终存活下来”；前美国国家交通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Earl F. Weener 就通用航空安全问题展开讨论；

Bill  Panarello 主讲 TBM 雷达系统特点。嘉宾演讲者美国空

军上校 Brian Udell 回忆了他以时速 800 mph 驾驶 F15 战

斗机并跳伞的经历。TBMOPA 官方表示，参加技术论坛经

认证的会员可正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保险费用。

TBMOPA 董 事 会 主 席 及 经 理 McKee 表 示：

“2014TBMOPA 大会是有史以来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这

也确保了更多的 TBMOPA 家族成员可以尽可能的参与到与

操作技术相关的安全论坛中来。年度大会为飞机所有者互相

沟通交流搭建了一个极佳的平台，在这里他们能与各方经销

商见面，并与 DAHER-SOCATA 专家会面。同时，社交活

动也激发了进一步的飞行讨论环节，并在机主之间建立了友

谊的桥梁。”

主办方向为 TBMOPA 慈善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的经销

商们致谢。2014 年，共募集到 10 多万美元善款，这些款项

将通过非营利组织 Able Flight 协会，主要用来为伤残退伍

军人提供飞行训练奖学金 2015 年 TBMOPA 所有者大会将于

2015 年 10 月 7 日 -11 日在美国查尔斯顿举行。

达索计划在波尔多地区新建 MRO
Dassault to built new Falcon MRO facility in Bordeaux

为了给达索猎鹰 5X、7X 和 8X 公务机机队提供维修养

护服务，达索计划在法国西南部建设波尔多 - 梅里尼亚大型

维护修理中心。中心面积 7200 平方米，预计将于 2016 年在

达索猎鹰总装线基地旁建成。建成后，该 MRO 将可容纳 6

架大型远程双发和三发公务机。

达索猎鹰方服务总经理 Jean Kayanakis 表示：“这一

全新的梅里尼亚服务中心体现了达索为不断扩大的机队提供

更好服务的承诺。全球现共有2000多架达索公务机在运营中，

我们将会确保客户能够从最高水准的服务中持续受益。”

在谈及为何将MRO选址在梅里尼亚地区时，达索表示，

正是因为波尔多地区拥有大量富有经验的航空从业人员及大

批专业承包商，同时，也出于对总装工厂能够提供例如“喷

漆服务”等多种便利条件的考虑。

这是第四个达索自有的提供重型服务的维修中心。

其他服务中心分别位于：Little Rock,  美国阿肯色州 ; 

Wilmington, 美国特拉华州 ; 和法国 Le Bourget。

                                 （Flight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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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多个围绕商务航空与旋翼飞机展开工作的欧洲

“清洁天空计划”正式进入演示阶段。

2015 年，空客直升机 EC120 轻型单发直升机所采用的

透博梅卡 Arrius  2F 涡轴发动机，将有望被一款全新的柴油

发动机所代替。此项计划预计将减少 30%的燃油使用量。

2016 年第一季度，达索猎鹰 7X 公务机计划对襟翼与缝

翼进行更换，并采用全新的可提升高升力性能的流量控制技

术进行飞行， 

2019 年，阿古斯特维斯特兰计划对一款第二代民用旋

翼机进行飞行，这款飞机

比现在正在进行研发的

AW609 更大，速度可达

300 节。

去年，透博梅卡以

Tech800 涡轴核心发动机

技术开启了欧洲清洁天空计划，该技术预计能够达到 1000 轴

马力级别。清洁天空项目执行官Eric Dautriat 表示，此计划

将在实验室研究项目与实际产品应用开发中架起一座桥梁。

俄直 Mi-171A2 首架原型机完成首飞
Russian Helicopters Mi-171A2 Completes First Flight

洲商务航空飞行量有所回升    乌克兰危机始终影响市场反弹
Euro Bizav Flights Up, but Ukraine Crisis Still a Drag

德 国 公 务 机 调 查 咨 询 公 司 WingX Advance 经 理

Richard Koe 表示，以西欧地区为代表的欧洲商务航空活动

量有所回升。10 月份欧洲地区共有 63308 次商务飞行活动，

与去年同比增长 1.9%，由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上浮比例

不大。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情况在短时间内不会得到任何改

善。Wing X表示，虽然商务航空活动连续两个月出现涨势，

但与 2013 年比较，今年趋势略显不足。英国、德国，连同

例如法国、西班牙和瑞士等较大市场拉动了商务飞行量的上

涨。但这一形势被俄罗斯、乌克兰和土耳其等东欧地区的不

稳定情况所拖累。总体来看，上个月欧洲与独联体之间的飞

行量下降了 23%。按不同类别来看，商务飞行活动上月小幅

上升，从年初至今的发展来看商务航空板块终于显现回暖的

趋势；涡桨飞机活动量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12%；活塞飞机飞

行量同期上升 20%。

日前，俄直 Mi-171A2 中型双座直升机于悬停测试一个

月后，顺利完成首飞。此次原型机起飞滚行后的飞行测试通

过 Mi-171LL“飞行实验室”对直升机螺桨系统和引擎等进

行充分测试。地面测试结果显示直升机巡航及最大速度提升

20%，主螺桨推力提升 1700 磅并相应的减少震动。

此次试验进一步肯定了 Mi-171A2 最大速度为 150 节。

这款直升机的主螺桨采用复合材料叶片，并采用更高级的空

气动力学工艺。Klimov VK2500PS-03 涡轮轴发动机为直

升机在“更经济更具推力”的前提下提供动力。航电设备采

用开放结构的无线电电子技术

KBO-17。更高级别的自动化

水平将机组人员由 3 名降至 2

名。厂方正在组装第二架原型

机，采用全新的主旋翼机尾

翼、垂直和水平小翼，并配置

一个外置吊挂设备、空调系统、24 个乘客防震座椅及防尘设

备。俄直预计 Mi-171A2 将于明年晚些时候取得俄罗斯局方

认证。

EC120 或将采用全新柴油发动机   欧洲清洁天空计划进入演示阶段
Europe’s Clean Sky Program Proceeds with Demonstrators

全球第三季度航电设备销售量略有下滑 总体趋势稳健
Avionics Sales Down Slightly in 3Q14 but Still Robust

飞机电子设备协会（Aircraft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最新航电设备市场报告称，今年第三季度，全球范围内的商

务与通用航空航电设备销售总量达到 6.144 亿美元。与去年

同期相比，总额下降 3000 万美元，2014 年前三季度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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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A Aviation 子公司：Signature 业务红火  MRO 表现平平
At BBA Aviation, Signature Climbs but MRO Flat

今年 7 月至 11 月中，Signature 飞行支持服务公司

（Signature Flight  Support）母公司 BBA Aviation 的飞

行支持服务业务量上升 14%。公司表示：“北美地区商务与

通用航空（B&GA）市场持续回暖，年初至今共上升 4%。”

然而，该公司表示，同期，欧洲商务与通用航空活动量下降1%。

该公司旗下的售后服务公司 Dallas Airmotive, Premier 

Turbines, H+S Aviation 和 Ontic 表现平平。同期内，业

务量有“适度改善”，尤其是较老的中型公务机引擎方面的

业务“持续表现温和且在预计之中”。

公司其他新闻表示，Siganture 与圣马丁朱莉安娜公主

机场签署了一份延长合作协议，同时，Signature 将租用全新

的通用航空候机楼的部分区域和 Signature  Flight  Support

客户候机楼以继续展开公司业务。新候机楼预计于 2016 年

建成。

东北局完成黑河机场 PBN 飞行程序实地试飞工作
Northeast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Fulfilled Hei He Airport PBN Flight Program Test Flight

11 月 25 日上午 11 点 10 分，民航校飞中心的一架湾流

飞机在经历了 2 小时 50 分钟的飞行之后，顺利完成了黑河

机场PBN仪表飞行程序试飞的全部科目，降落在黑河机场。

这标志着东北局组织的黑河机场 PBN 仪表飞行程序实地试

飞取得了圆满成功。

黑河机场 PBN 项目于 2014 年 2 月正式启动，9 月组织

召开了黑河机场 PBN 飞行程序审查会，11 月在上海模拟机

中心组织完成了黑河机场 PBN 飞行程序模拟机试飞，组织

完成了军民航协调工作，黑河机场组织完成了管制员培训和

PBN运行管制安全评估工作，试飞准备基本就绪。

此次试飞是全方位验证黑河机场基于性能导航（PBN）

的仪表进离场程序、RNP APCH程序、运行最低标准的目的；

通过试飞检验导航数据库的精确性、完整性、连续性和可用

性；也通过试飞保障，实地检验黑河机场、空管的保障工作。

黑河机场具有 PBN 飞行程序以后，将会大大提高机场的保

障能力。在不增加地面设备投入的情况下，机场就可以具备

双向垂直引导能力，改善了机场的安全运行环境，提高机场

的安全运行水平。                        （中国民航局）

上升 2.5%, 至 10.92 亿美元。这一数字以净价计算为准，包

括了商务与通用航空飞机驾驶舱和客舱系统、航电设备软件

升级，以及蓄电池和硬件设备等电子设备销售记录。第三季

度销售总额的 52.7%（3.237 亿美元）来自飞机厂商在生产

制造阶段安装的航电设备。翻新改装业务贡献 2.97 亿美元，

占总销售额的 47.3%。从地理位置来看，北美地区销售额占

据总额 63.4%，国际市场销售额为 36.6%。

Satcom Direct 被指定为 SmartSky 4G LTE 无线网络服务供应商
Satcom Direct Authorized To be SmartSky 4G LTE WiFi Service Provider 

在今年 10 月的美国公务航空协会大会上，Satcom 

Direct宣布成为最新的SmartSky空中网络唯一获批的服务、

客户支持和结算服务供应商。SmartSky  4G 是由 SmartSky

网络公司推出的全美第一个基于 LTE技术的空中无线网络，

预计将于 2016 年正式进入商业运营阶段。

通过使用 60HMz 的空对地（ATG）数据传输技术，

SmartSky 专利技术可以超过市场现有传统技术 10 倍的速

度和容量，为使用者提供实时商务级别的网络接入服务。

Satcom Direct 为其公务航空业内的独家服务提供商。

Satcom Direct 创始人及CEO Jim Jensen 表示：“(Satcom 

Direct) 公司基于创新而发展起来，我们很高兴和这一新技术

合作。我们将与 SmartSky 一同，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全新的

解决方案。”

对此技术有需求的客户，可通过使用 Satcom Direct 路

由器（SDR）加载这一附加服务。通过 SDR，客户在飞行中

可通过智能手机，掌控包括通话短信等功能在内的所有客舱

通讯系统。同时，设备可为乘客提供多点WIFI接入点（SSID）。

SmartSky  网 络 公 司 董 事 会 主 席 及 CEO Haynes 

Griffin 表示：“Satcom Direct 是业界公认的公务航空网络

提供商领导者，它能够成为我们的独家分销商，我们感到十

分荣幸。在上个月的 NBAA 大会上，SmartSky  4G 未来用

户告诉我们，对于我们将具有办公室级别的因特网体验与像

Satcom Direct 一样顶级的服务提供商相结合的做法，他们

感到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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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中民投宣布，已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完

成收购民生国际通航 61.25% 股份，民生国际通航则全资收

购亚联公务机公司。民生国际通航董事长莫立军表示，民生

国际通航定位于成为亚洲通用航空的产业领导者。中国有望

在 2033 年成为全球第三大公务机市场，民生通航将在新的

平台上利用良好资源优势，推动亚太地区通航产业发展。       

据临云行调查显示，经历 30 多年经济快速增长，中国

成为新兴航空市场。据了解，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支线飞机和

交通设备制造商，中国公务机数量年均增长超五成，成为全

球增速最快的公务航空市场。       

达索猎鹰商务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侯颂咏，由于经

济的原因，2014 年的飞机销售的市场有些平淡，但我们并不

担忧。正像我们对待客户一样，我们的承诺是长期的，我们

坚信中国的公务机市场在未来的 20 年里会继续增长。       

庞巴迪公务机大中华区域销售副总裁韩智宇说，贸易全

球化、中国企业和高净值个人的财富积累、商务人士对公务

机认知度的提升，都加速了中国公务航空市场发展。据他介

绍，庞巴迪公务机近年在大中华地区的公务机机队规模快速

增长，近 3 年向该地区交付飞机数量超过 40 架，年均复合

增长率达到 40%。“目前，我们在中国公务机市场份额大于

三分之一。我们预测中国将在 2033 年成为仅次于北美、欧

洲的世界第三大公务机市场，未来二十年中国公务机交付量

约 2225 架。”        

湾流 (Gulfstream) 宇航公司是目前世界上生产豪华、大

型公务机的著名厂商，素以安全、舒适、技术先进闻名。目

前湾流在大中华区公务机市场中市场份额占到了 65% 之多。

公务机未来普及化       

过去几年，中国公务机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务机制

造商一直在努力转变公众对于公务机的认识，不限于是富人

专属的观念。现在的公务机市场就像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刚

刚起步的汽车产业，拥有一架汽车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目前，

我国政府正积极在全国各地发展基础设施、开放空域，不少

客户也越来越熟悉公务机的实用性和重要性，临云行相信在

未来公务机也能像今天的汽车一样，做到平民化的普及。

11 月 25-26 日，荆门中航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在湖北

荆门组织召开飞行协调会。与会代表就荆门航空俱乐部航线

优化、飞行管制、高度层调配、管制移交、管制通话、应

答机分配、非管制空域飞行情报通报等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并达成广泛共识。荆门航空俱乐部先后与民航湖北空管分局 

签订了《航空保障协议》，与相关军民航管制单位签订了《关

于保障荆门中航航空俱乐部本场及转场训练飞行的补充协

议》。根据协议，空军武汉指挥所航管处和空军当阳场站同

意为荆门航空俱乐部在荆门漳河机场本场与周边划设多个训

练空域，解决了长久以来荆门漳河机场无自有空域问题。会

上，经相关军民航相关管制单位商议同意荆门航空俱乐部开

通湖北省内首条低空旅游航线：荆门-荆州-宜昌。

这是爱飞客航空俱乐部开通的继“珠海-阳江-罗定”

后的第二条低空航线，对于推动湖北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仅实现了湖北低空空域开放由“点”

到“线”的跨越，同时也是全国屈指可数的低空航线之一。

且该航线的开通对我国低空空域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荆门

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并将为区域

内通航飞行创造良好、顺畅的条件，必将对通航产业的发展

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公务机市场潜力无穷  行业巨头皆看好

爱飞客航空俱乐部   运营湖北首条低空旅游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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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云行讯 ] 从明年起，我国将开放私人航线！私人

飞机不需军方批准即可在 1000 米以下的空域飞行。这标志

着中国通用航空业大发展时期即将到来，航空基础设施需求

量、飞行员需求量等飞机产业相关的项目需求将大涨。       

近日，全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

确定真高 1000 米以下空域实行分类管理有序放开。沈阳、

广州飞行管制区，杭州、宁波、海南岛，长春、广州、唐山、

西安、青岛、昆明、重庆飞行管制区将进行真高 1000 米以

下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力争在 2015 年在全国推开。       

据临云行了解，私人飞行是通航产业发展的主要领域，

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不久，但市场潜力大。从前由于低空

管制的原因，在国内使用私人飞机执行商务飞行的次数不多，

更多的企业是把飞机当成公关的利器。以前接送领导和客户

是用车，现在用飞机，算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不少企业因为

能够利用飞机接送贵宾和重要合作伙伴，获得了见面和洽谈

的机会。私人飞机在商务来往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另外据《2014 年胡润财富报告》统计显示：截至 2013

年末，中国拥有 1000 万资产以上的富豪有 109 万人，比去

年增加 4 万人，上升比例为 3.8%。中国拥有亿万资产以上

的富豪有 6.7 万人，比去年增加 2500 人，上升比例为 4%。

中国拥有资产十亿以上的富豪大约有 8300 人，比去年增加

200 人。百亿富豪有 300 人，比去年增加 20 人，上升比例

为 7%。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私人飞行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飞上蓝天。

受低空利好的消息影响，未来的私人飞机市场必然会迎来

长足的发展。

论建设通航机场的重要性

开放低空管制 私人飞机市场被激活

近日全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工作会议在京闭幕，国务院

副总理、国家空管委主任马凯强调，当前低空空域改革已经

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将以促进通航产业发展和满足社

会公众需求为目标，以构建安全高效便捷的低空空域管理模

式、制度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为重点。       当前，低空

空域管制已逐渐迈开步伐，我国的通航产业发展真的会如期

迎来热潮吗？其实不然，据临云行调查了解，那么多年来制

约着中国通航发展的因素，除了空域限制以外，还有通用机

场建设和通航人才的缺乏问题。

早前，北航通航产业研究中心高远洋接受临云行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中国通航产业发展正步入“产业园热”的发

展方向，但在美国通用航空如此发达的地区，我们却没有看

到“产业园扎堆”的现象。他表示这是中国的一种“特色”，

具有现实合理性。高远洋对此建议，中国通航想要取得更大

的发展，必须多建设通用机场，相关的机场配套设施要跟上

步伐。只要有机场，即使不建通航产业园也能促进通用航空

产业发展。近期，国家总理李克强点题“下放通用航空机场

建设核准权限，必定会加快各个地方的通用机场的建设，促

进通航的发展；至于建设产业园，不能盲目化，是需要一定

条件，如最好选择在区位、经济、产业链基础雄厚和产业配

套完善的地区去兴建。       

据临云行调查显示，美国有将近 20000 个可供通航起降

的机场，而中国目前则只有将近 400 个。威翔航空行销总监

赖文玉认为，通航的发展必须由通航机场的点，连接成线，

再有线覆盖成四通八达真正意义上的机场网络方可真正发挥

通航机场的实际价值。       

通航的便利在于能够快速有效直接的从始发地到达目的

地，并且自由的安排行程。通航在中国的发展必将逐步颠覆

大陆传统的交通习惯。根据波士顿 BCG group 研究表明，

最适于通航飞行的距离在 1 小时车程至 3 小时车程之间。小

于一小时大家会选择汽车，大于一小时可能会选择轻轨或者

大型民航客机等。目前中国符合手续的 47 个通航机场大部

分主营业务为飞播飞防，飞行员培训及航展，且不说功能上

的单一，从数量上距美国两万余个机场的零头都不到。因此

国家从战略发展角度出发，大面积普及通航机场及 FBO 的

建设，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航发展基础设施上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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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国通航博览》读者，我是王刚，就职于中

国航天电源总裁职务。本人热爱旅游，热爱摄影！喜欢色彩、

富有活力。我的生活中充满了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的颜

色带给我七彩的生活，如七彩照相机、七彩大炮（彩色 800

定焦镜头），七彩悍马车等。

本次赴珠海拍摄航展，本人共携带以下投影器材，在

介绍设备的同时也希望能与广大摄影爱好者一同探讨、交

流：

佳能 1DX 、 佳能 7D 、佳能 800 定焦镜头等各种大

小镜头。

尼康 810 相机 、尼康 800 定焦镜头、50 镜头、广角镜

头等，

宾得 645D 相机 、宾得 645Z 相机，  45 镜头，45-85

镜头、80-160 镜头、120 镜头、150 镜头、200 镜头、400

镜头等。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珠海航展，从往届航展的介绍中看

到了不少的优秀摄影作品，让我一直跃跃欲试，这次终于

有机会亲身参与拍摄。大到空客的 A380，小到通航的轻型

直升机，更是有八一飞行表演大队、阿联酋表演队、苏-27、

苏 -35 等震撼人心的飞行表演，令我这个忠实的摄影爱好

者心潮澎湃。

航展期间，拍摄了不记其数的作品，也有不少作品得

到朋友们的认可并发送到朋友圈与大家共同分享。十分有

幸，我的作品被《中国通航博览》看中，作为封面图片使用。

在此，也希望通过《中国通航博览》能够结识更多的通航人，

为中国的通航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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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唯澄（上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航空翻译、航空咨询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5F

联系人：张晶艺

联系电话：18817979332

邮箱：stella.cheung@wetrans-sh.com

唯澄（上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WeTrans）专业从

事航空领域的翻译及各类咨询服务。

为 航 空 领 域 等 公 司 提 供 各 类 手 册（ 如 AMM、

FLM）、特殊出版物（如 ASB、EASB）等文件翻译以及

机型改装课程（飞行、机务、航电等）的口译服务。唯澄

为空客直升机公司的指定翻译合作伙伴。2014 年全年，已

多次为各大通航公司提供了如 EC120、AS350B3e、EC135

等机型培训的口译。唯澄译员工作经验极为丰富，曾为庞

巴迪航空、透博梅卡、中国商飞、空客航空商务学院等提

供精准高质的口译及笔译服务。

同时，唯澄还拥有多名业内专家，提供包括工程远程

技术支援、现场顾问等航空方面的各类技术咨询服务。

企业名称：中美洲际直升机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直升机销售、进出口贸易、航材销售

部部地址：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48 层

外设办事处：北京，成都，深圳，厦门，西安，武汉

联系人：郭林慧

联系电话：021-68818850

邮箱：Edith@uheli.com.cn

中美洲际直升机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是世界顶级

直升机制造商意大利阿古斯特维斯特兰（AgustaWestland）

中国区指定经销商，致力于提供“专业、高效、尊贵”的

直升机采购服务，专业提供AW系列直升机采购、技术评估、

进出口以及其他配套服务。依托正阳集团通航板块，现已

形成购机、代管运营和机场建设&运营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Sino-US  Intercontinental  Helicopter  Investment 

Co . ,   L t d .   i s   t h e   O f f i c i a l   D i s t r i b u t o r   f o r 

AgustaWestland Civil Helicopters in China. We are a 

Chinese leader i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and effective 

helicopter  turn-key  solution  for  you  to  enjoy  your 

comfortable  and  luxurious  ride  on  top-of-the-line, 

high-performance,  high-safety  AgustaWestland 

helicopters.

服务优势 ® 

阿古斯特维斯特兰在中国区指定经销商，批量采购新

机拥有巨大的价格优势 ® 

一站式购机服务，于客户指定地点交机

拥有优秀的销售队伍，在上海、北京、福建、山西设

有代表处

成 功 引 进 AW139、AW109、AW119、S76 C++、

Bell429、Bell407、EC135、Bell407、MD600N 等

融资、保险、航材供应等配套支持

通航企业展示
唯澄（上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中美洲际直升机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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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航博览》

【通航企业展示专栏】说明
CGAD Launches “GA Company Display Section”

《中国通航博览》

【通航企业展示专栏】说明
CGAD Launches “GA Company Display Section”

各位尊敬的读者朋友：

自 2014 年 12 月刊开始，为了更好的搭建通用航空企业展示平台，为企业创造一个专业媒体

平台与展示窗口，《中国通航博览》现开设免费通航企业展示专栏。

有意向在刊物上发布展示的通航企业，请按要求提供信息。请您确保所提供文件、信息、数

据的真实性。编辑部将根据信息内容真实性、完整性等方面酌情安排发布。如果想做专题报道，

更全面的展示企业实力、经营理念、业务范围等相关信息，可与我刊编辑部联系，我们将安排专

人进行企业专访。

请填写文件下方的信息收集表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连同企业 LOGO、宣传用照片、现有机

型照片等可用宣传材料一并发送至指定邮箱 (bianji@criga.org)。信息发布前，编辑部人员会就

发布内容与企业进行确认。

在此，我们衷心希望得到各通航企业的大力支持。

表格下载百度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dDrh2M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 bianji@criga.org 索取表格。请一并留下联系人姓名及电话，方便我

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回访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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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通用航空板块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

者、通航公司所有人、管理人员、行业人士和各通用航空

产业利益相关人士，都热切的希望到其它通用航空产业发

展成熟、应用领域广的国家进行访问考察。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先生刚刚结束对新西兰的国事访问，期间，他也亲

自见证了两国之间多个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尤其是

北京汽车集团旗下北京通用航空公司与新西兰太平洋航空

航天公司的协议签署仪式，这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明晰且积

极的加强双边合作关系的信号，也将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关

系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为了满足市场的强烈需求，加强双方现有良好健康的

合作关系，《中国通航博览》杂志、中国直升机网，以及

中国私人飞行器联盟联合举办此次新西兰通航产业考察活

动。本活动旨在带领中国投资者、通航公司、业界人士以

及通用航空产业利益相关人士前往新西兰，亲身学习新西

兰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过程与经验，亲身体验该产业在新西

兰人民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并就专业问题与当地企业展开

沟通交流；同时，对新西兰国民经济构成其它版块进行了解。

对接对象范围广 机会多
考察团行程将纵穿新西兰北岛南岛知名航空产业园区、

航校、制造企业、维修企业、MRO、FBO、航空博物馆、

机场、航空观光运营企业等通航板块，为您呈现一个多元化、

多视角的考察产品， 让您从多角度深入对新西兰通用航空

产业进行考察。

  

直接与新西兰企业高管对接 专业性强
与被考察企业高管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交流，是此次

考察活动的另一大亮点。考察团团员能够与对方高管进行

沟通，并安排被考察企业高管对当地通航业以及该企业所

在市场进行讲解。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大力支持
新 西 兰 贸 易 发 展 局（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是新西兰政府的官方贸易及投资促进机构，是

新西兰政府的经济发展机构，也是处理外交事务和国际贸

易的政府机构。做为本次考察活动的协办方，新西兰贸易

发展局（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从对接企

业、行程安排、行程建议等各方面给与此次活动大力支持，

确保了活动的专业性与进展的顺利性。  

水上飞机飞行体验
随着水上飞机观光旅游逐步成为我国通航发展的另一

大热点，我们特别在此次行程中安排了水上飞机观光旅游

活动，带您体验专业水上飞机飞行的乐趣。您将在空中对

奥克兰城市中心、海岸线、海湾大桥、Rangitoto 火山、商

务港口等景点进行游览，让您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这个城市。

同时，您可以通过与运营商的沟通交流，了解当地水上飞

机观光项目的相关情况。

跨界资源整合
为了能够使团员对新西兰这个国家有一个更全面的认

识，此次考察团将不仅对新西兰当地通航产业进行参观考

察，同时我们也为团队成员准备了对当地其它经济板块、

房地产、投资、移民等话题的参观交流时间。

航空救援
我们将带领团队成员到新西兰专业航空医疗救援机构

进行访问与交流，就航空医疗救援的发展、构成、结构、

所用机型等问题，与当地运营商展开交流。

提前发放访问资料 积极促成合作
为了积极的促成双方之间的各类合作，我们将在出发

前提前将访问企业的相关材料发放给参团者，使参团者可

以有充分的时间对访问对象有所了解，并根据自己的需求

更有针对性的安排当地沟通交流内容。

纵观南北岛 各类风景一览无余
新西兰，地球最后一个未被开发的处女地。考察活动

将由新西兰北岛奥克兰，经汉密尔顿、基督城，提卡波湖、

库克山国家公园一路向南至南岛皇后镇，带您领略新西兰

几大城市的不同之处和多元化的秀美风景。

新西兰通航产业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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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中国通航博览》杂志

            中国直升机网

            中国私人飞行器联盟

协      办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

            首都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究院

承  办  方  北京思德睿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通航航空咨询有限公司

合作媒体
中国民航网     航空在线      中国民用航空网     

通航在线       民航资源网    通航资源网

私人飞机杂志   民航管理杂志    极飞网   飞友帮

飞行总动员网   中国航空英才网   民航文化传播网   

临云行    大众航空    机务在线    空运商务杂志

招募人数         20 人

招募对象
通航企业管理者及所与人、投资者、商务人士、

其它对通航感兴趣的专业人士

时       长         10 天

出  发  地         上海（直飞奥克兰）

预计出团时间     2015 年 3 月 7 日

费       用         RMB 48800\ 人

更多详情

钱女士：186-122-06669

或发电邮至：18611831573@163.com 

■ 行程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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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太平洋航空航天集团有限公司
新西兰太平洋航空航天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新西兰汉密尔顿市，公司拥有

60 年的飞机设计及制造经验，产品销往全球包括欧洲、美国、拉丁美洲、非

洲、澳大利亚，亚洲及南太平洋多国。其主打机型 750 马力单发涡桨多用途

10 座超短起降 P-750 XSTOL 型飞机，该机型已取得包括美国 FAA Part 

23 部及欧洲 EASA、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墨西哥、哥伦比亚、

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尼泊尔等 16 个国家的适航认证，中国适航证已于 2012 年底取得。 P-750 更获得了符合

ICAO（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6 对商业载客运输营运要求的认证。此外，太平洋航空航天生产的 300 马力 CT-4 军用初教

机及空中杂技机目前应用于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空军。

Oceania Aviation
Oceania Aviation 提供包括比奇、贝尔直升机、塞斯纳、空客直升机、

麦道直升机、罗宾逊直升机、施瓦泽、米尔、川崎等一系列机型的销售服务；

提供螺桨、航电、引擎和大部分销售机型的零部件维修和大修服务，在奥克兰和皇后镇提供 PT45 部认证的全系列维修服务，

是麦道直升机和施瓦泽直升机的认证维修中心；同时，Oceania Aviation 提供多机型的机载设备销售服务。

Oceania Aviation 公司的目标是为客户提供快速有效、经济、并且高于行业水准的世界级服务。作为具有几千小时的

飞行员，公司领导者清楚的知道飞机会碰到的各类问题，同时更加清楚为飞机提供维修支持的组织机构的专业水平，以及

相互之间的信任意义何在。我们经受专业培训、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将为您提供专业维修建议与服务。无论你的需求如何，

我们将使它变得更加简单。

Ardmore Helicopters 
从 1996 年以来，阿德摩尔直升机公司一直是新西兰飞行员培训行业的

领导者，尤其是在直升机飞行员培训方面。公司执行民航系统 135 部法规，

并提供全日制的飞行员私照、商照、仪表执照。阿德摩尔直升机公司对于学

员周密的培训以及完善的就业在业内闻名遐迩。公司的首席飞行师弗兰克·帕

克从 1970 年开始接触直升机，并有着空军武装直升机和民用直升机操作经验，持有A类别教练评级和各种飞行测试的权利。

Pioneer Aero 
Pioneer Aero不仅是一个专注于修复和维护前军事和历史飞机的地方，

更是承担航空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博物馆。其修复的最出名的机型就是柯蒂

斯 P40 家庭飞机。Pioneer Aero 有能力完成其它活塞引擎作战飞机的维护

修复工作。他们恢复和维护的飞机类型包含：Lavochkin  La-9, Yak  3, 

Corsair, Strikemaster, P51 Mustang, Hawker Tempest MkII, T6 Harvards 等。

新西兰通航企业考察团
部分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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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more Flying School
阿德摩尔飞行学校自 1961 年开始培养飞行员，拥有国际公认的优秀设

施，并坚持为学员提供全面的高标准的飞行技能培训。阿德摩尔飞行学校

通过新西兰资格认证局（NZQA）的认证，并拥有新西兰民用航空管理局

（NZCAA)141号文件的飞行培训证书。学校开设全面整合的飞行培训课程，

旨在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强大、坚定、有熟练技能，在商企领域能够以最高水

平作业的优秀飞行员。阿德摩尔飞行学校不仅为国内外学员提供扎实的基础理论和飞行技能培训，还会教学生如何在不断变

化的天空环境中有效作业。

Northshore helicopter 
Northshore 直升机公司于 1983 年开始运营 , 经营各种各样的直升机，

其飞行员拥有包括商业、教育、军事和农业工作的多种经验。从餐厅航班、

高尔夫、滑雪、钓鱼到低空景区游览 , Northshore 都可以满足您的需要。

同时，Northshore 还提供空中摄影服务以及专业的飞行训练。

NorthShore Aero Club 
North  Shore 航空俱乐部成立于 1963 年。航空俱乐部有一种强烈的精

神氛围并伴随着许多新奇刺激的事件，例如低空旅行 , 户外郊游等。North 

Shore 航空俱乐部为飞行爱好者提供飞行员私照、商照、仪表以及航空系统

专业证书。

新西兰梅西大学
梅西大学成立于 1927 年，是新西兰最大的教育和研究性学府，也是新

西兰唯一一所真正的全国性国立大学，在新西兰北岛的三座大城市里都设有

能够提供全面服务的校区，分别是“千帆之城”奥克兰校区；“学生城”北

帕默斯顿校区以及首都惠灵顿校区，共有学生 4000 余名。梅西大学航空学

院提供从航空管理到航线飞行员，从专科到博士等一系列航空专业的学位教

育。通过与各大航空公司和行业的紧密合作，以确保学院提供的课程及研究能够与行业的紧密结合。学生可通过在新西兰

校区或通过新加坡航空学院对各类专业课程进行学习。梅西大学航空学硕士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与航空相关的工作，

可以成为驾驶员，或者在机场从事管理工作，也可以从事教学和培训工作。

Eagle Flight 
作为新西兰一流飞行学校之一 的新西兰雄鹰飞行培训有限公司位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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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奥克兰阿德莫尔机场（Ardmore Airport），在享受繁忙机场的便利的同时，这里还有许多飞行俱乐部和其它培训学校，

以及众多的航空企业等。

您将在一个轻松、随意、高度和谐的氛围中快速学习，可与顶级航空专业人士相识交流，促进您的职业生涯发展。航

校提供从私照到教员执照的一系列培训课程。 

  

Composite Helicopters 直升机
KC518 为世界第一款拥有碳芳纶纤维复合材料无框架机身的直升机。

直升机设计、加工工艺、流程、生产技术和层压技术都已分别获得专利认证。

KC158直升机机身可被视为一个“单壳体”，直升机在建造过程中不需要框架，

直升机的设计和生产技术寻找到了一个简单便捷的直升机制造方法。KC158

直升机的主要部件通过灌注和 RTM 技术制成。机身则通过由外向里的方式

制成，机身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组装。所有的龙骨架、隔板、地板镶板

和其他次级组装部件，通过舱门加入到机身壳上。整个机身建造过程中全无

铆钉和螺栓结合。铆接螺母被用来使用固定外部整流罩和 MRGB 引擎。飞行控制系统、传动装置和螺桨系统与其他常见认

证的涡轴直升机相似。电子系统则采用现代化设计结合大仪表，以确保涡轴引擎获得足够的启动电流。同时，工厂为客户提

供培训课程。

水上飞机体验 Auckland Seaplanes
Rangitoto火山岛之旅:您将领略包括火山湖、奥克兰著名海港大桥、

市中心和商务港口等北海岸风景，在空中俯视天空塔，同时欣赏奥克兰最

年轻、最让人激动的 Rangitoto 火山口的惊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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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内外航空展览信息

名称 时间 地点

(第四届 )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航空航天展洽会

Aeromart Montreal 
2015 年 3 月 31 日 -4 月 2 日 加拿大 蒙特利尔

亚洲商务航空大会与展览会                            

ABACE
2015 年 4 月 14-16 日 中国 上海

莫斯科航空航天大会

Aerospace Meeting Moscow 
2015 年 4 月 21-24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波兰航空航天与防务大会

Aerospace & Defense Meeting Poland
2015 年 5 月 11-13 日 波兰 华沙

第 60 界商务航空年度安全大会                                                        

60th Annual Business Aviation Safety Summit 
2015 年 5 月 13-14 日 美国佛罗里达韦斯顿

东非MRO 大会

MRO Meetings East Africa
2015 年 5 月 16-18 日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2015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2015 China (beijing) International Aerospace Technology & 

Equipment Exhibition 

2015 年 6 月 10 日 -12 日 北京

(第五十一届 ) BtoB LE BOURGET 2015 年 6 月 13-15 日 法国 巴黎

2015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

China International General Aviation Expo
2015 年 6 月 15-18 日 北京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航空航天和防务商务展

Aerospace & Defence Convention                        
2015 年 6 月 23-25 日 马来西亚 吉隆坡

 东南亚MRO 大会

MRO Meetings South East Asia 
2015 年 6 月 23-25 日 马来西亚 吉隆坡

第四届沈阳法库国际飞行大会暨 2015 沈阳国际航空博览会

The 4th Shen Yang Fa Ku Fly-in & 2015 Shen Yang 

International Aviation Expo 

2015 年 8 月 20-23 日 中国 沈阳

(第四届 )天津航空航天国际供应链峰会

Aeromart Summit Tian Jin 
2015 年 9 月 16 日 -19 日 中国 天津

（第三届）2015 年中国天津直升机博览

China Helicopter Exposition 2015
2015 年 9 月 9 日 -13 日 中国 天津

卡萨布兰卡航空航天大会

Aerospace Meetings Casablanca 
2015 年 10 月 6-7 日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2015 青岛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

2015 Qing Dao International General Aviation Expo
2015 年 10 月 10-15 日 中国 青岛

2015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

China International General Aviation Convention 2015
2015 年 10 月 15-19 日 中国 西安

南美航空航天 & MRO 大会

Aerospace & MRO Meetings Latin America     
2015 年 10 月 19-21 日 哥斯达黎加 圣何塞

航空航天创新论坛

Aerospace Innovation Forum                      
2015 年 10 月 21-22 日 法国 波尔多

(第五届 )都灵航空航天与防务大会

Aerospace & Defense Meeting Torino 
2015 年 11 月 18-19 日 意大利 都灵

(第三届 )航空航天与防务供应商高峰论坛

Aerospace & Defense Supplier Summit Seattle 
2016 年 3 月 14-16 日 美国 西雅图

塞维利亚航空航天与防务大会

Aerospace & Defense Meeting Sevillia
2016 年 6 月 西班牙 塞维利亚

高级制造材料大会

Advanced Manufacturing Materials  
2016 年 6 月 14-16 日 法国 克莱蒙 -菲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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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各方关注的《低空空域管理

使用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已成型，

正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待修改完善后，

将择日下发。该政策完善出台后，预

计将掀起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

并将带动通航制造、运营、维修、培

训等各环节产业链的发展。

当前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明显加快，

经济和社会效益初步呈现，如何使其

更好、更快地发展，是每一个与通航

产业发展有关的部门和企业应该认真

思考的问题。笔者以多年来参与通用

航空相关工作的经历，站在旁观者的

角度，对通用航空的发展谈些自己的

想法。

——《低空空域使用管理规定（试行）》施行前的思考
Some Though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Regulation on Usage of Low 

Attitude Airspace 

本刊特约作者 伊佳

CGAD Contributing Author   Yi Jia 

聚力共赢   助推通用航空发展
Develop GA: Come together & Achieve Win-Wi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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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扶持为通用航空产

业发展搭台
通用航空是我国战略性新兴行业，

具有产业链长、辐射范围广、准入门

槛低的特点，上下游产业联动，可制

造大量就业机会，增加政府税收，是

地方政府拉动内需、发展经济的重要

抓手。近年来，随着各项利好政策的

相继出台，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发展

通用航空产业的热情持续高涨，但地

方政府发展通航产业，是机遇与风险

并存。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通航产业、

规避风险并获得合理的回报，地方政

府首先应明确自身定位，既要有所为，

又要理清发展思路，选择合适的发展

路径。因为各地的基础条件不尽相同，

所以在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时，地方政

府既要经过前期充分的调研和准备，

也要协调各方关系。

首先，政府作为发展通航产业最

大的支持者，除了应从财政、税收、

土地资源、政策法规和服务保障方面

给予通航产业支持外，还应该充分发

挥政府部门的职能优势，为当地的通

航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与市场环

境。在场地选择、配套设施建设、产

业发展方向等方面，政府部门都可以

可以为通航产业发展给予扶持。政府

还在通航产业发展中充分发挥其协调

和召集的优势，出面为通航企业协调

相关部门，汇聚政策、技术、资金等

方面的力量，搭好通航发展的舞台。

其次，通航产业链上的主体涉及

制造、运营、维修、服务、金融等企业，

单纯的招商引资，盲目引进通航相关

产业，没有与当地产业和经济发展向

结合，必然会导致亏损。只有因地制

宜，选择适应本地需要和特点的通航

产业发展方向，才能够实现盈利。如，

发展旅游、农林业服务、飞行培训等，

都要充分考虑交通、周边产业、受众

群体等因素，除个别具备地理优势的

综合型通用航空基地外，多数的通用

航空基地应选择相对单一的航空服务

类型作为自己重点培育的发展方向。

最后，通用航空产业是资金密集

型、人才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产业。

政府在通航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做好

融资投资渠道，帮助通航产业的发展

汇集必要的、足够的资金，建立健全

的人才引进与培育机制，使更多从事

通航产业的优秀人才能够安心在当地

工作，同时在有条件的通航产业园区

或基地，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的产业链条，使通航产业的发展走上

健康、可持续之路。

二、市场牵引为通用航空产

业发展指明方向
各地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方向应

根据各地通用航空市场需求和市场发

展的实际情况，以及从事通航产业的

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因地制宜确定发

展方向。同时，有关部门应该在通航

机场建立时，从全局角度考虑，以点

带网建设，使各通航机场之间能够有

机结合，最终形成适应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需要的通航机场网络。

根据各地从事通航产业的方向不

同，在综合型的通航产业发展基地，

可以建设设施设备比较完善、场范围

比较开阔、保障能力较强、相关服务

和配套功能完备的通航基地。在通航

产业发展方向比较单一的地区，可以

建设满足其自身需要的，同时具备一

定保障外来通用航空飞行能力的通用

航空服务站。如在省会级城市建立通

航基地，在其周边半径 500公里左右，

建立一定数量的通航服务站，即可覆

盖一个相对广大的地区，实现地区级

的通航机场网络。通航基地可以作为

该地区的通航产业中心，集旅游观光、

以行政和经济中心建立功能相

对完备，规模比较大的通航基地，

作为通航枢纽机场，同时在周边市

县或下一级行政区域建立功能相对

单一，满足当地需要的通航服务站，

作为通航网络节点机场，在保证所

属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同时，可承

接转场、训练、临时任务等飞行活

动的机场使用。

三、多方聚力为通用航空产

业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军民航航管部门作为空域

管理的主体部门，要从通用航空机场

拟建立之初，就要参与进来，根据地

区空域使用的总体规划，从通航机场

选址，到其航线、空域的划设等方面，

基于专业性的指导。主管部门要从等

着审批到主动作为的转变，这也是党

和政府一直倡导的建立服务型政府的

具体体现。

其次，地方政府要给予通航企

业以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从行政审批

流程和环节上，简化手续，实现一站

式服务，协调有关各方为通航企业营

造良好的创业和管理运行环境，帮助

通航企业融集资金，科学合理地规划

产业布局和链条，实现健康、可持续

发展。

再次，有关科研院所和院校，要

与通航企业加强合作，将优势的技术

和科研成果转化成蓬勃的发展动力，

为通航企业的发展注入无限的动力，

为通航企业的发展、壮大建立持续不

断的人才输送渠道。以通航企业为基

地，实现科学研究、实验验证、产能

转化和优化完善的“产学研一体化”

产业模式。

还有，将通航产业与地方经济发

展相结合，发挥地方成熟经济支柱的

优势，使通航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因地制宜发展通航事业，改善民生，

扩大就业，为地方优势经济助力。吸

引通航相关产业，完善通航产业链条，

不断延伸通航经济覆盖范围，优化产

业结构，完善运行服务保障功能。



中国与意大利两国之间的友谊源

远流长，利玛窦、马可波罗、郎世宁

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优秀人物，在不

同历史时期为两国文化、经贸等多个

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年 10 月 27

日，由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与青岛市政

府主办的“中意经贸合作创新交流会”

在青岛举行，会议旨在落实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访意期间提出的加紧落实两

国在节能环保、农业与食品安全、可

持续城镇化、医疗卫生和航空航天等

五大优先领域加强合作，进一步深化

两国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意大利驻华

大使白达宁（Alberto Bradanini）、

青岛市副市长刘明君出席并发表演讲。

会中，意大利航空航天企业协会秘书

长兼联合创始人瑞卡多·科里（Riccardo 

Coli）介绍了其 S-IAP 项目一项基于

意大利和中国双边长期合作的航空航

天工业发展的项目。该项目旨在扩大

两国在社会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关系；

促成平衡两国贸易往来的商业协议；

支持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成立一个

中国 - 意大利工作组以支持在中国的

意大利企业发展；创立一个高级国际

物流中心以保证供应链的可控性、可

追溯性和透明性；同时确保应用领域

只涉及民用航空。通过这个项目，更

好地整合两国的航空航天资源，真正

实现互利共赢。

会后我刊对意大利驻华大使白达

宁先生与意大利航空航天企业协会秘

书长瑞卡多·科里先生进行采访，就

意中双边经贸合作的五大领域，以及

航空航天板块的发展及现状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

《 中 国 通 航 博 览》（ 下 称

CGAD）:白大使，您好。我们都知道，

最近两国总理互访充分表明了中意之

间长期良好的关系。请您谈一谈意大

利驻华使馆计划如何进一步的推动双

边关系的发展？ 

白达宁：中意两国历来关系很好，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更进一步地加强

两国的双边关系。今年两国总理的相

意大利驻华大使白达宁：中意经贸合

作空间巨大 航空航天板块欲拔头筹

文刊记者 钱思音

By Elaine Q 

Italian Ambassador: Opportunities in China-Italy Economy 

& Trade Cooperation The Aerospace Sector Wishes to be the 

Flag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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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访问，更表明了双方欲在友好的基

础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意愿。我

想，我们两个国家间主要有 2 大不平

衡。第一是贸易。意大利每年向中国

出口大约 100 亿欧元的产品和服务，

而中国每年向意大利出口额达到了 250

亿欧元左右，是意大利向中国出口总

额的两倍还多。这一贸易逆差与不平

衡状况，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改善和调

整的地方。第二点是投资。意大利公

司对华投资总额大约在 140-150 亿欧元

左右，而中国企业在意投资总额仅在 20

亿欧元左右。一方面，我们希望向中国

出口更多意大利的产品及服务，也希望

从中国进口更多的产品。同时，我们希

望在经贸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只

有在双方更加紧密的合作的基础之上，

才能实现更有深度和广度的合作。

我们关注的另一个课题是中国市

场的可进入性。意大利企业，尤其是

小型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或多或

少会遇到一些阻碍，这需要双方政府

给予支持并协助解决。同时，对于知

识产权的保护也是我们长期的关注点

之一。对于大型跨国企业来讲，他们

更有实力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

而小型企业在这方面则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不久前，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意

时，更是谈到了双方投资合作环境改

善这一话题。近六个月，我们也看到

中意经贸合作领域拥有长足的进步，

双方签订了多个重要合同。其中一个

是上海电气收购意大利战略基金控股

的电力设备制造商安塞尔多能源公司

40% 股权，涉及金额 4 亿欧元。另一

个则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意大利存

贷款公司签约，以 21 亿欧元收购意大

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35%股权的合约。

在双方已有的友好基础上，我们相信，

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会得到更多更

大的成果。

CGAD: 这次主推的中意经贸

五大平台对两国来说都很具挑战

性，请您给我们进一步介绍一下

这五大平台。
白达宁：好的。这五个板块是两

国未来主要的经贸发展领域。这五个

平台分别是：节能环保、可持续城镇

化发展、航空航天、农业与食品安全、

医疗卫生。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为 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36%，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80% 的平均

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

发展中国家 60% 的平均水平，还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

在这些板块中，意大利已经经历

了发展的各个阶段，拥有先进的科学

技术。中国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需

要这些技术的支持。随着城镇化的发

展，中国将需要更便捷的交通运输渠

道、更合理的物流支持、更完善的医

疗卫生等服务体系的支持。我相信意

大利可以在这些方面为中国的发展提

供一系列的帮助。

CGAD: 航空航天产业是意大

利最为重要的板块之一，在中国

同样如此。为何意大利在这个领

域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在中

国又有哪些活动 \ 项目呢？
白达宁：当然，航空航天板块对

于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国土面积

大，随着城镇化发展，将需要更便捷

的交通运输手段为大量涌入的人群提

供服务。逐渐的，商务航空在中国的

发展过程当中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意大利在过去将近 100 年间逐步

发展航空运输产业，如今，我们拥有

大约 15-20 家中大型企业。其中在中

国最广为人知的非阿古斯塔韦斯特兰

莫属。该公司不久前与北京汽车集团

（北汽集团）签下了重要合约。双方

就 50 架阿古斯特维斯特兰直升机签订

了价值约 4 亿欧元的长期合作协议。

双方也谈到了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开

发制造新的直升机的可能性。这也是

双方在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时的

一种选择。当然这对双方来讲都是一

个双赢的选择，意大利技术与中国产

业相结合，取长补短。

从中意投资角度来看，意大利在

华投资多于中国在意投资。中国在意

股票投资主要集中在航空、汽车、工

业制造和电力等领域。意大利 90%

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对于这些企

业来讲，各方面受限制都比较多。我

们希望能够通过推动航空航天等五大

板块的经贸活动，通过各类商业论坛

和文化交流活动，让两国企业之间能

够建立起对话平台，加深了解达成共

识，为两国企业在未来更好的合作创

造机会。

CGAD: 最后，您对中国两国

合作，尤其是在航空产业的合作

还有什么补充的？
白达宁：如前所述，我希望两国

经济体可以联起手来，共同打造新的

产品，分享战果。首先，最为重要的

理念是，我们能够在透明的环境下紧

密合作，共同分享合作带来的利益。

不论是对北汽集团还是对未来其他的

中国合作方，我相信，这都是双方展

开合作的核心理念与基础。

第二，世界越来越小，我们希望

通过结合现有的企业及其技术力量，

开发更好、更新的产品，研发更适合

如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市场营销策略。

这就要通过多方共同协作来完成。中

国现已成为庞大的消费市场，又是制

造所在地，生产制造与消费能力巨大。

如今，中国生产的产品不仅数量多，

质量也在逐年提高。我们不认为中国

仅是一个生产市场，而是世界的合作

伙伴。意大利高度重视与中国在文化、

经贸、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中国

早已经过了接受外企教授经验的过程，

现在更多的是外国企业与中方企业共

同协作，将双方的优势、专业知识、

产业经验放到一起，通过透明、积极

的方式联起手来，一起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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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运输培训中心成立于

2001 年，是一所公益性、非盈利的教

育培训机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

山生态园区内，毗邻沙河高教园区，

占地面积 50000 多平方米，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

　　北京航空运输培训中心是国内首

家按照CCAR-121R2部标准建立的第

三方航空服务培训机构。中心具有完

整的单通道干线客机（B737系列\A320

系列）和国产支线客机（ARJ-21系列）

的陆地、水上、舱门、灭火等应急撤

离训练设备和 B737\A320 服务训练舱

及 B737\A320 厨房训练设备，可以为

国内外航空运输企业、飞机制造商和

大专院校航空服务专业的学生提供新

雇客舱乘务员初始养成训练、在职客

舱乘务员复归训练、转机型培训以及

学生的岗前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中

心配备专业化的多媒体教室、语音教

室、形体教室、化妆教室及完善的学

员生活保障配套设施。

　　北京航空运输培训中心师资力量

雄厚，教育教学管理经验丰富。中心

聚集国内外航空高等院校专家学者、

多年从事航空企业管理的企业精英、

多年从事航空一线工作丰富经验的优

秀专业人士，集多方优势，服务通用

航空培训教育。

　　北京航空运输培训中心致力于我

国航空培训教育多年，不断探求新的

教育模式，先后在北京地区和上海地

区开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民航服务

与管理”专业，成功将航空高等职业

教育与民航岗位技能培训相结合，为

我国航空领域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近年来，我国通用航空业飞速发

展，通用航空领域的人才匮乏已成为

通用航空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

素，北京航空运输培训中心将立足于

通用航空领域的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

研究中外通用航空产业，坚持产学研

一体化，借助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现有

资源优势，与通用航空企业共同起飞，

全面系统地开展通用航空发展所需的

各领域人才培训，推动我国通用航空

的腾飞。

北京航空运输培训中心
BEIJING AVI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TRAIN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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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定制课程培训
与通航企业合作，按企业人才资源配置需求，开展企业新进员工和在职员工的岗位技能培训，提升通航企业员工业务技

能和综合素质，提高企业工作效率。

特色课程培训
多年的航空服务人员的学历教育和实习实训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管理经验，对外开展航空服务职业形象塑造、

乘务员初始训练和复训等教育教学工作。

专题讲座
2015 年，中心将借助已有的雄厚师资力量，联合首都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国通航博览》杂志社，共同开展通

用航空机场建设、通用航空企业管理等系列专题讲座。

承办研讨会
2015 年，中心将联合我国通用航空企业、通用航空媒体等单位共同开展系列通用航空领域前沿科技知识研讨会。欢迎通

用航空企业与中心联系，加强交流合作。

对外合作交流
欢迎航空企业、航空院校前来洽谈，期待与您的合作交流。

联系人：吕老师

联系电话：010-84163366；13718653816。

电子信箱：edu_lv@163.com 

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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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fferent Flying Dream : Will&Fill University Student Innovation Program 

不一样的飞行梦：

              大
学生的小飞熊创业项目 

文 小飞熊创业团队

By Will&Fill 

背景资料
纵观世界各地通用航空产业发达的国家及地区，航空文化已深深的融合在当地人的血液中。行业的发展一定

是和文化的普及紧密相连的。一对可爱的“小飞熊”高调出现在 2014 年下半年的各大航空展会中，这不仅是对航

空文化的普及，更是对通航产业发展新方向的探索与尝试，也为在校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行业事件当中来，创造

了实际可行的机会。今天，就由项目负责人及各成员谈一谈小飞熊项目背后的故事。

指导老师：解根怀、雷凌航

团队构成

项目负责人：袁森    市场：田璐    财务：胡志磊    产品：耿瑞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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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飞 熊” 创 业 项 目 的 设

计初衷及团队构成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 以下简称：

中飞院）创办于 1956 年，在 58 年

的耕耘拓业中，为共和国培养了大量

的民航人才，同时也沉淀浓厚的民航

特色文化底蕴。大学不仅是一个学习

课堂知识的地方，更是一个提升个人

素质、培养综合能力的平台。

笔者作为中飞院 2011 级工商管

理专业的学生，通过竞选先后加入了

班委、学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党委

宣传部大学生记者团、中国移动公司

学生队等学生组织，通过各种实践活

动加深了对航空产业的了解与认知。

作为中飞院的学子，在为母校

的辉煌和成就深感骄傲的同时，我们

也希望为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012 年，恰逢每年一度的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开始申

报，早就想做点什么的几个同学一拍

即合，组建了大学生飞翔创业团队，

创业方向就定位在宣传、推广校园文

化及塑造民航软实力上。同时，为了

保证创业项目的方向性和专业性，我

们特地邀请了学校党委常委、副书

记，民航文化领域的专家解根怀，以

及党委宣传部教师雷凌航担任创业项

目指导老师。在项目指导老师的带领

下，项目产品、财务、运营、市场等

各板块工作均由在校学生负责。

航空类大学一般属于理工类院

校，诸如飞行技术、交通运输、机务

等专业学生学习课程较多，学习压力

较大，可自由支配时间相对较少。我

们工商管理专业文理科皆有，课程安

排相对轻松很多，所以相对课余时间

自由，为创业时间提供了保障。我校

运作比较成功的项目还有“飞吃不

可”、四轴无人旋翼机等，偏向科技、

理工类，运转尚可。

3 个 月 筹 划 4 个 阶 段 5 月

启动

2012 年秋天我们便萌生了关于

创业项目的想法。2013 年 2 月正式

进入筹划阶段，5 月初立项，5 月底

实施。项目之所以能够快速有序的推

进，与学校和指导老师的大力支持与

帮助密不可分。整个项目共分为 4 个

阶段：

筹划期 疯狂致电校领导
2012 年，是学校开展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的第

一年。但是由于当时得知此消息较

晚，加之年级限制（一年级学生不允

许申报），因此项目并没有得以推进。

2013 年开始，项目团队决定着

手筹划此事。起初，对于该从何入

手、做些什么事情、从哪个角度宣传

民航这一特色文化，我们并没有一个

明确的思路。后来经青年教师雷凌航

提醒，可以从“毛绒公仔玩偶 + 学

校学生制服”这一主题入手，正是这

一想法，为我们的创业项目打开了思

路。首先，毛绒公仔形象可爱，憨态

可掬，深受大家喜欢。其次，提到我

们学校特色制服，既有特色又有普遍

性，我们可以将学校制服和飞行及空

乘行业制服进行结合，设计出一款

具有民航文化和校园特色的产品。

结合了行业特色，温暖又富有玩具

产品特点的飞行小熊，既能得到专

业领域受众的喜爱，又能吸引大众

市场的眼光。

国内航空公司的机队规模、航线

网络等“硬实力”，已具备一定的国

际竞争力，但在品牌形象、企业价值

等“软实力”方面，处于竞争劣势。

民航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除了硬实

力的提升，也离不开软实力的支撑。

对比欧美国家文化产业在 GDP 中所

占比值（15%-24%），我国仅为 3%，

且在全球竞争中处于文化输入的劣势

位置。在中国民航发展和文化产业发

展的朝阳趋势下，民航文化版块目前

仍是产业链空白区。芭比娃娃、蒙奇

奇、米奇等公仔成为主导我国文娱领

域的流行符码，这给予了我们的创意

启示——在封闭的机场航站楼购物空

间内，除了销售各地的土特产，缺乏

体现民航特色、承载民航精神、价值

的文化产品。这样的文化产品，既要

能代表行业，又要能以大众易于接受、

识别的方式，拉近航空公司与旅客的

距离，实现文化营销的市场目的。

从普通大众的视角来看，机长、

空姐的职业身份具有较强的神秘色

彩，而他们又是在航空产品提供过程

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接触的航企代

表，把他们的形象卡通化，这就有了

机长熊和空姐熊的由来。

我力邀自己的好友田璐、胡志

磊、耿瑞凯一起，组建了大学生飞翔

创业团队，他们各有自己的风格和特

点：田璐性格活泼大方，在学校学生

会担任文艺部部长，乐于与人打交

道，自然地成了我们团队中的市场负

责人；胡志磊同学心思细腻，负责团

队财务工作；耿瑞凯同学爱好学术，

生活中喜欢平面设计和海报制作，所

以负责产品这一板块。团队组建好之

后，我脑子一热，干了件现在看起来

都很疯狂的事情，打电话给学校党委

常委、副书记解根怀，邀请他作为我

们的第一指导老师，没想到他知道我

们做这个项目后很是支持，很快热情

的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作为一位校级

领导，平时工作繁忙，需要处理大量

的日常工作，还能够如此大力支持学

生的创业活动，这也是当初我们没能

想到的。后来，考虑到解书记工作繁

忙，我们又邀请了党委宣传部雷凌航

老师担任创业项目第二指导老师。雷

老师是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硕士研究

生，在来到我们学校担任教师之前，

在奥迪汽车、罗德公关等外企有过丰

富的市场从业经验。至此，设计、市

场、财务、指路人都有了，创业团队

组建工作基本完毕。

随后，指导老师解根怀、雷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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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我们去双流机场、洛阳机场、厦

门机场等航站楼进行了市场调研，并

通过与美联航、汉莎、新加坡等国外

航空公司常旅客计划对比，发现全国

各大航空公司、机场候机楼等均没有

民航特色的文化产品进行销售，这一

市场空缺为我们提供了潜在的机遇。

创新，有时就是迈出领先他人

的一步。飞行员、机务工程师、管制

员、签派员、航空公司、机场运营管

理者等民航人、飞行发烧友、通航爱

好者、以及搭乘民航班机、在候机楼

消费的旅客是小飞熊系列产品的目标

客户群。随着“运输航空”与“通用

航空”向着“两翼齐飞”的均衡化发

展，这一市场区间还将进一步扩大。

因此，小飞熊在满足人们初次购买的

心理效用之外，今后还需要整合航空

公司、机场的资源，从实体产品向手

机 APP 游戏、机上娱乐系统等线上

方案延伸、发展，在航空运输过程中

实现旅客空间位移的基础上，通过提

供深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实现民航

运输附加值的提高。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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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加工期  血本无归 勇

往直前
万事开头难，我们运作这个创

业项目也是如此。想象起来很容易的

毛绒公仔和制服的搭配，一旦进入操

作层面就开始变得困难重重。首先，

该选取用什么样的毛绒公仔形象作为

我们的产品主角，就成了困扰整个团

队的首要问题。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

讨论，我们在威客网聘请了专业的设

计师亲自操刀，为我们量身打造并设

计了小熊公仔这一形象。经过多次修

改，我们得到了一款还算比较满意的

样品设计稿。但当我们兴冲冲的拿着

设计稿找到厂商开始准备生产的时

候，却被生产商泼了一桶冷水。原来，

我们的产品设计稿完全没有考虑到生

产加工的要求和细节，导致操作起来

很有难度。所以，我们手中的设计稿

根本无法使用，辛苦的成果变成了一

堆废纸。就这样，我们花费了 1000

多元的设计费也随之打了水漂。

虽然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并

没有退缩，在总结经验教训并调整项

目思路后，我们开始频繁往返于位于

成都市新都区的毛绒玩具生产厂家和

学校之间，与他们沟通设计细节、生

产思路，请他们的设计版师帮忙制作

样品。最终，我们的第一代小熊制服

公仔诞生了。如果用现在的角度去看

那只小熊的话，我们简直觉得它丑到

了极点。但在当时来讲，它为我们带

来的却是无限的惊喜与信心。

5 月份，我们又和厂家对生产数

量的问题进行沟通。生产毛绒公仔的

流程是：制作模板决定数量生产加工

制作模板是资金耗费很高却又

至关重要的一道工序。所以，只有客

户需求量，换句话说，总产品生产量

越大，产品的单价才会下降，总成本

才会相应下降。当时，创业项目的资

金都是团队成员自己垫付的（学校的

专项资金要等到当年 12 月份才能批

下来），所以我们也是承担着很大的

压力，顶着血本无归的风险做了第一

批 500 只小熊。之所以说风险，是

因为所有团队成员都是第一次参与创

业项目，投资数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

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当时我们并不知

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我们的产品，整个

市场状况完全是未知数。

产品设计好了，指导老师雷凌

航根据民航“以飞为主”的行业特性，

为即将面试的公仔小熊起了个温馨的

名字“小飞熊”，并结合民航发展史

赋予其浓厚的品牌故事，随后设计并

联系厂家生产了小飞熊的包装袋。

一个月黄金时间 校内市场 

网络销售
6 月初，第一批 500 个小飞熊到

货。但是，市场对这个产品还很陌生，

我们如何进行推广和销售呢？由于当

时正处于毕业季，7 月份学校就会进

入假期，我们必须抓紧这一个月的黄

金时间进行宣传和销售。

首先，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在校

门口和食堂门口设摊位进行销售。条

件艰苦，我们经常在学校门口一站就

是一两个小时，时值盛夏，蚊子又

多，常常回到宿舍后已是一腿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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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连续一周的摆

摊设点，很多同学渐渐地知道我们的

产品。

为了扩大宣传，我们制作海报、

宣传页在门口的小吃街粘贴、发放；

专门注册了微信公众平台，定期推送

有关活动信息，校园趣事；在微信朋

友圈，人人网做各种活动和宣传；请

擅长摄影的朋友为小飞熊拍宣传照；

又通过朋友介绍拿到了国际巨星成龙

和漫画家黄玉郎的亲笔签名，他们亲

切寄语小飞熊：梦想缤纷，朝夕向上。

不到一个月，500 只小飞熊销售

一空，甚至后来暑假期间还有同学源

源不断的打电话找我们问还有没有

货。校园周边部分商家也陆续找到我

们表达合作意向，我们也从中选取了

部分人流量大、商业主体切合民航文

化产品的店面进行了合作，小飞熊在

学校火了起来，这也给了我们继续做

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暑假期间，我们团队进行了多次

沟通和交流，结合当前的市场形势对

下半年的市场销售进行了整体规划，

将销售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总

结，和厂家沟通，对于消费者反映较

多的细节问题进行了改进。

由于充足的准备和不断地总结

与反思，2013 年下半年的销售总体

进展顺利，截止年底统计销售小飞

熊 2700 个。而这个数字，针对学校

15000 人的数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后来，我们又专门注册了网店，

一切从零开始学习，产品上架、店铺

装修、发货，团队四个人中三个都是

大小伙子，我们这群“熊爸爸”们像

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陪着小飞熊一

起成长，慢慢试着将产品往校外市场

进行开发。

校外市场开拓 多条腿走路

成果显著
2014 年上半年，根据市场情况，

我们意识到学校市场已出现饱和趋

势，加上大家对小飞熊这一产品已经

没有了刚开始的新鲜感，这对市场销

售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于是我们在运

用各种促销活动吸引大家购买的同

时，开始着手校外市场的开拓。

在网上销售的过程中，我们逐

步积累了一定的国内民航院校消费群

体，主要有位于北京的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天津的中国民航大学、南京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山东滨州飞行学

院的学生，从中，我们发展了部分学

生作为我们的校园销售代理，在其所

在学校开展小飞熊销售业务。同时，

我们利用自有微信平台和人人主页，

发布招聘代理启事，扩大销售区域。

2014 年 6 月，随着小飞熊的品

牌实力进一步扩大和增强，市场上出

现了部分商户和个人仿冒产品现象，

我们在积极沟通、投诉、保护自己权

益的同时，开始着手申请小飞熊著作

版权和国家外观专利权一事。目前，

小飞熊著作权已获批，国家外观专利

外 观 设 计 图 片 或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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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卫视 《爸爸去哪儿》中的村长扮演者李锐与小飞熊合影留念

也将于今年 12 月底获批。

2014 年 10 月 23 日，第十五届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在成都召开，中

飞院作为展馆内唯一民航院校参展，

小飞熊也受邀作为学校民航特色文化

纪念品和大学生创业成果亮相中飞院

展台，受到参展人士的欢迎，他们纷

纷上前咨询并与小飞熊合照留念。展

览期间，湖南卫视亲子栏目《爸爸去

哪儿》中的村长李锐现场签约某通航

公司学飞，我们团队及时送上精心准

备的小飞熊作为礼物，他愉快地接受

并与小飞熊合影留念。

2014 年 11 月 11 日，第十届珠

海航展在珠海隆重开幕，我携带部分

产品前往展会展销，为小飞熊的校外

市场推广进行介绍和推荐，受到很多

通航企业家的支持和鼓励，并实现个

人销售 7000 余元，带来超过 1 万余

元的订单，使小飞熊在行业内渐渐得

到推广。

截止到 12 月份，我们陆续接到

了包括东航四川分公司、四川航空、

西安某航空企业、四川驼峰通航、北

京领航通航等企业的订单，很多民航、

通航企业也表达了合作与订购意向。

现在回头想想，过去经历的困

难都是值得的。项目启动资金一

部分是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的资

金，另一部分是四个团队成员自己

筹资。前期投入为学校审批经费

8000 元，以及团队成员自筹资金 4

万余元。

截至今日，已经收回成本，销

售所产生的利润主要用于再生产和开

发新产品。当然，我们也有一套科学

的资金支配管理体系，确保资金妥善

保管、合理运用。

大家的付出 成就小飞熊的起飞 

未来的长路 大家携手共同努力
历经两年时间，我想，小飞熊

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

选取了大家喜欢的泰迪小熊公

仔形象和飞行及空乘制服，贴近生活

和民航文化

将学习与实践结合，团队人员

架构合理，各司其职，适度的市场宣

传和推广

目前民航业内文化产品匮乏，

小飞熊的出现给了大家一个民航文化

的寄托和纪念

团队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这

也是团队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目前小飞熊宣传及销售已经建

立了相对稳定的渠道和体系，团队成

员的工作也都是在民航及通航业内，

在团队成员毕业后，由学弟学妹继

续这一项目的校园市场维护和开拓，

而我们毕业后利用在民航系统工作的

平台，继续从事民航文化产业的研究

与开发。目前正在和一些风投基金洽

谈，考虑从以小飞熊为载体，开发手

机 APP 游戏、航班娱乐系统等，塑

造差异化的产品形象与营销方法，依

靠文化实现市场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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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 12 月 17 日，美国北卡

罗莱那州小鹰镇一处名叫“斩魔山”

的山坡上，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

特两兄弟把人类历史上第一架飞机

“飞行者 1 号”送上了蓝天。这次

试飞持续时间只有 59 秒、飞行距离

也仅仅 260 米，却把梦想的创造传

递给了世界上最有激情的年轻朋友。

给梦想插上翅膀的过程充满挑

战与辛酸。在一年的平安夜，莱特兄

弟最小的妹妹凯瑟琳送给两位哥哥

每人一只玩偶小熊，告诉哥哥说是天

使为小熊插上了翅膀，并撷取威尔、

维尔的谐音取名叫“Will”和“Fill”，

寓意“美好的梦想”、“好运相伴”。 

    从此，两只小飞熊搭乘莱特

兄弟的飞机飞上蓝天，Will&Fill 的

故事跟随人类的飞行航线一起爬升，

并把祝福和好运带给各地的人们。       

1911 年，小飞熊第一次来到中

国。带领他们来到这片古老而神奇的

土地的，是一位叫做冯如的帅小伙。

一年后，冯如在一次飞行展演中不

幸失事牺牲。小飞熊失去了主人，伤

心不已，他们被东方土地上的人们抚

养长大，也传承了莱特兄弟、冯如的

精神与梦想，想要驾驶地球上各种

各样的飞机，搭乘不同大洲的人们，

飞遍各个国家。

今天，在中国民航飞行员的摇

篮里，民航飞行学院创新创业“飞

翔”团队的师生带领他们登上机舱、

飞向蓝天。小飞熊威尔 Will 代表飞

行员，小飞熊菲儿 Fill 则代表空管、

机务、机场管理等民航人。他们是民

航通行畅达的文化标志，也象征着

所有小飞的愿望：做最棒的飞行员，

管理最好的机场和航空公司。

小飞熊 Will&Fill 品牌故事

附：

空姐熊 Angel 品牌故事

20 世纪早期，飞机投入航空运

输，照料乘客的职责落在了副驾驶

身上，但乘客的各种需要却让机组

手忙脚乱。直到 1930 年 5 月，旧金

山医院的护士艾伦 ® 丘奇告诉波音

公司的经理斯廷帕森：“为什么不

雇佣女服务员呢？姑娘善良的天性，

是能够胜任空中小姐的”。

由此，艾伦小姐和其他七位女

护士成为了全世界第一批“空中小

姐”。她们像天边的小白云一样，

与阳光为伴，带给旅客温暖与体贴，

传递着“天地在您眼前，我们在您

身边”的职业精神。

空姐熊 Angel 是空乘职业形象

的代表，她外表美丽，追求梦想，

却有着天使般纯洁而传统的内心，

希望在每一架飞机上中把平安和快

乐带给旅客，在每一次飞行中把幸

福和美好送达高山海洋。

编辑后记

随着对中飞院这个学生创业团队了解的加深，他们打动我的不是整个团队对航空的热情或是对飞行

的激情，而是每个人对于这个创业项目的执着、用心、坚持和不懈怠。这些成功者的难得品质，如今逐

一体现在我们 90 后航空人的身上，我想，这才是我国航空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

同时，如作者所言，随着小飞熊的热销，市场上出现了一系列仿制仿冒产品。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

支持正品，打击盗版仿冒产品。对小飞熊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联系项目负责人 :

袁森：182-8101-8071

      yuansen7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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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究院
华北地区通航企业筹建培训班专题连载（三）
CRIGA Training Course No.3

通用航空公司运营管理及安全事项 ( 下 )
General Aviation Company Operation Management & 
Safety Issues (Part 2)

主讲人：
首都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李瑞义
Speaker: Li Rui Yi   CRIGA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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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和我们的发展规划、

行业的把握都有几分相似，也有几分

相通。先看基本的定义，识别预测和

满足市场需求，并获取盈利的管理过

程。要识别预测市场的需求在哪儿，

识别就是分类，要找出来，哪儿有市

场需求，如何来满足。识别就是我们

定位的过程，如何满足就去做，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盈利点在哪儿，盈利

能力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把这些都做

出来，这才能完成市场营销。你把它

销出去了，我不要盈利，我现在策略

就是地下介入，赔本，我拿出十个亿

来，我要一个市场占有率，要一个

名，将来获利，这是战略，这个没有

问题。那也算是一个识别，我认为这

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我一定要把用

户抓住，抓住以后只要你上我的船，

我就不怕了，他有后续的做法，这也

是他的一个策略。怎么来做呢？确认

有哪些需求，在什么地方。根据这些

需求设计产品，来满足市场的要求。

怎么做？

第一是产品规划。所谓的产

品，我们做任何一个企业都要推出来

一个产品。你要推出一个产品，这也

就是说我们在制定战略规划，解决我

们公司要干什么的问题，这就是一些

传统的这些做法。市场调查，到市场

上转一圈，有调查公司的，有亲自

去了解的，去分析调查需求。根据

调查的结果，需求分析、市场预测，

SWOT 分析，进行产品设计。调查

以后，我想干什么，用户在哪儿，我

怎么来做满足用户的需求。有的与会

者说，我们那个地方空气挺好，空域

挺好，气象条件比较好，一定要做

培训。那么你定位培训什么？运输、

行业执照的培训还是普通商照的培

训，还是仪表培训，还是高性能的，

你看你定位在哪儿。通航企业怎么

做，需求在什么地方，他们需要什么

样的人，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些基本的

调查和了解，你心里就会有一个底，

会有个定数。然后你再进行一些分

析，设计出来试销。需要在全行业

思维的想法，站在一定的高度考虑，

怎么样来和通航企业结合得更紧密，

来促进这个市场。比如培训机构，你

们怎么样联合在一起，解决了飞行员

问题，解决了管理人员问题，解决了

机务人员问题等等。需要进行产品设

计，想往这方面干，怎么敢，如何

干，就是我们的产品，我们推出什么

样的产品。第二，产品的实施。有了

一些产品的想法和设计，那就要选择

合适的机型，满足产品的设计功能，

进行飞行成本和维修需求分析。你能

不能赚钱，飞行成本，后续的维修成

本有多大，要进行成本分析或者经营

性分析。依据计划的飞行时间安排好

飞机的维修和定检，确定了飞机以后

还要确定大致一个月飞行量是多少，

或者半年的飞行量是多少，应该在什

么时候定检，定检期间应该怎么做，

用哪架飞机、哪些人员来替换轮换，

使你能推出这个产品。你说就只有一

架飞机，又回去做定检了，业务怎么

持续？可能别的行当比较少，传统制

造业只在国庆、五一进行例行的机床

设备维修、大检等等，我们从事的航

空的企业避免不了进行定点和大修等

等，或者是制造商在出厂的时候已经

严格规定好，维修间隔期什么样，必

须按照这个来做，那就要有计划，人

员轮换、运行控制。

市场营销就是真正的营销了。

从传统意义上说，市场营销到目前已

经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三阶段正在过

渡，主要还是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

是在农耕和工业化初期，生产出来的

产品就能够卖得出去，也不用去分析

什么用户，是需求为主宰的市场的阶

段。因为生产率比较低，比较典型的

就是工业化初期类似于福特这类代

表。第二阶段，多数以客户为中心，

把用户奉为上帝，你需求什么，我就

给你制造什么。但是中国现在还没

有，我们也正在转。往往现在有很多

企业，客户体验店、客户体验中心等

等，也就是让客户去，旁边会有人做

助理，你是什么想法，给你做参考。

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这种趋势已经

越来越明显，其中尤以 3D 打印技术

为代表，会把你个人的个性化需求很

好地融合到以后的产品当中来，这就

是典型的以客户为中心的阶段。第

三是人文精神，不是说需求什么了，

它是一种个性化的精神层面的追求、

营销。第二部分，一定要为消费者创

造价值，作为代理商、制造商，你们

可能更多，我的产品能够给你消费者

带来什么，有的说能够带来利润，有

的说能够给我带来地位，有的说能给

我带来品牌，消费者的需求是不一样

的，那么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在我们

能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我们能够从中

获利。我们的产品一定要给客户创造

价值，能够满足他的相关需求，要从

客户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第三，

要改变营销理念，引导市场走向。恰

恰通航业需要我们去引领和创造这个

市场。没有市场不要紧，那是一片净

土，一片空白，需要我们去创造，需

要我们去引领。如果我们做到引领通

航走向大众消费，我们这个市场的春

天就来了。

第 二 把 产 品 销 售 要 变 成 方

案销售。
我这个产品是一揽子地解决客

户的需求。比如森林消防，我们在某

一个区域进行人工护林防火，你的临

时起降点，取水点，基地部署都要规

划好。是一套方案，而不是给你提供

一个直升机，拉多少人，运多少水。

我们有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通用

航空，对于我们这些圈外的人更有

很多人不是很了解，你要给他方案，

你跟他交流的时候就是专家，可以把

产品销售变成方案销售，这样我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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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创造很多商业机会，你从中就可以

发现很多商机。比如水池谁修？起降

点谁负责？材料谁来运？你在方案里

可以从中寻找很多商机，就会扩展你

的业务范围。你要一整套的方案给他

解决问题，用户会充分地信任你，你

就会做得越来越好。你可能就会把原

来的挤掉，因为你更专业。所以我们

现在有很多小的，不要怕，大有大的

缺点 -- 固步自封，止步不前。我们

初出茅庐，光脚的还怕穿鞋的？要解

决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方案说得很多

了，比如卖方贷款等等，包括我们运

用金融工具来做等等。其实简单，银

行贷款买房，分期付款等等类似的，

我们已经应用了很多，可以再应用到

我们这个行业中来。通过前面的这些

要进行一些系统的思考，你这个方案

进行系统的组合和思考，才能使我们

的营销做得越来越好。

评估收益。收益是什么意思？就

是每年对于所从事的行业进行分析，

行业的收益如何，行业分析完了以

后，要分析作业的每一架飞机的收益

是多少，是飞航空器的问题还是机组

的问题，还是经营管理的问题，还是

维修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以航空

器为单位，在这个行业里收益和以航

空器为单位在另一个行业里的收益，

我们要每年进行比较和分析，到底是

哪个行业，同样的机型哪个行业利润

更丰厚、更好。这里面需要做的是什

么？作业项目收益分析：这个项目是

不是在持续的投入，这个领域效益如

何，机型就是这个机型做这个项目、

这个行业收益率和其他机型的收益率

有什么不同，是高了还是低了。高了

继续做，继续加大投入来做，机组，

同样的机型也在同样的方向里做同

样的事情，但是收益率明显的不同，

成本不同，完成的收入不同，差异在

什么地方，这对于我们以后的机型优

化、机队机组的改进、机队的结构优

化都有极大的好处。简单地说就是我

们要每年对我们这个从事的行业有一

个分析，这个行业我们现在是在盈利

还是亏损，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个

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我们的判断是

不是一致的，一致的我们就继续做，

不一致我们要谨慎地保持一定的规模

和投入。

第 三， 是 在 这 个 行 业 里 这

个机型的收入如何，根据盈利

情况调整机队的结构。
同样的机型，不同的机组之间

我们是否又存在着问题，我希望你们

要理解我刚才说的，这对于你们以后

的经营有极大的好处。首先分析行

业，第二分析机型，第三分析机组，

这些都分析完了，再进行优化，机组

优化，机型优化，使你的经营越来越

上轨道，越来越好。收益管理要进行

一些系统的分析和整理，进行一些判

断，使我们后续更有依据，更有数据。

最后说一下 SMS。它能够使我

们的维修或者说整个公司的安全水平

上一个比较大的台阶。安全管理系统

是一个外来词，安全管理强调安全，

但是安全要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什

么叫可接受的水平？你要能够承受起

你的风险和你的投入可接受。你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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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水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怎么

样可接受，有一个平衡点可接受，并

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世界上没有百

分之百的安全。根据可接受的水平来

分配你的这些可以用的资金、人力、

设备等等备件，系统把这些组合在一

起，形成一些要素，形成一个整体，

既可接受，资源又可用，达到我们相

应的水平，就变成了一个系统。具体

的这里再简单说，简单的操作方法就

是这样，四大支柱，政策、风险、安

全保障和安全促进，还有类似大房屋

的这种图。简单操作实际上是全员参

与，第二就是识别风险，不管是飞行、

机务维修、运行、管理，出现问题以

后会怎么样，这就是风险，在安全管

理上也会说到风险识别，我走在路

上，我一定要运行，风险肯定就要大，

我要在机动车道上走肯定风险大，我

要降低这种风险，要到人行道上走，

把走路的风险识别出来。简单地说日

常的维护会有差错，我怎么样来降低

这个风险，飞行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危

险，把这识别出来，这就是风险识别。

任何可能出现问题的细节就是把所有

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都找出来，进行

风险评估、排位，哪些风险出现了我

们是不可接受的，一定会出问题的，

或者说百分之多少会出问题，我们要

把它识别出来。这里面就是可接受的

水平，我们并不是面面俱到，识别出

来一百个问题，我们可能识别出来

三十个问题，这三十个如果出问题，

我们可能认为危害飞行安全，那么这

就要风险评估。针对这三十个问题，

我们制定出来措施、预案、方法，加

以回避和避免，干预。风险识别出来

以后评估，评估就是分轻重缓急，这

些轻重缓急出来以后，制定措施进行

改进、回避、避免。这个方案制定以

后要检查和修订，做得对不对，能不

能有效地回避、规避这些风险？不断

地提高，实际上这就是安全管理系统

的大致。从实用上来说，那些理论都

不用，其实这几个就足够。全员参与，

把所有问题都找到，都识别出来，把

这些识别出来以后进行排队，哪些出

现问题以后可能会危及飞机安全或者

将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简单说一下航空安全。主要是

这几个方面，飞行安全、地面安全、

安防安全。事故征候，民用航空其的

不安全事件就是事故征候意外的，实

际上我们现在国家由于通用航空发展

得少，和运输航空安全强调的关系，

使我们民航局对通用航空的管理稍微

有点偏颇，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有点

过严了，还是按照运输航空的那些理

念、方法在要求通用航空公司，我个

人认为有点严。从立法本身上来说，

还不是完全对于通航有很适合的条

款，比如飞行员体检，通用航空的概

念，我私人飞行，我持有执照，你怎

么样来判断我，我身体好，我愿意飞

我就飞，现在还得纳入到一个通航企

业里怎么注册等问题。我个人认为，

我们现在对于通用航空整体的政策还

不是很宽松，因为是先有运输航空然

后再有通用航空，这也是没有办法

的，有很多都是延续到运输航空的相

应的标准，再要求通用航空，而这几

年也在放，比如体检 45 岁以上还是

50 岁以上半年一体检变为一年一体

检，包括从事通用航空飞行的人的年

龄的限制也没有那么严格，是在放，

但还不够。比如通用航空出了点事

故，这也是一种理念，FAA 多数去

查这个事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制造

商有没有问题，制造商是不是存在缺

陷，我制造商要如何改进。FAA 也

介入到各种去调查，他更多的关注是

制造商有没有缺陷，或者制造商提供

的文件里对这方面有没有要求，他的

出发点不一样。航空安全重点关注的

方向，前面已经说了，空中飞行也不

说了，区域地形地貌、机组协同，作

为航空公司要关注这些。首先飞行员

的飞行是不是按照程序，因为这个程

序是总结出来的，飞行检查单，一定

要按照规矩一步一步来做，这能确保

我们的安全。作业区域、地形地貌，

特别是灭火、护林、物探、农林等等，

有没有高压线，有没有遮挡物、障碍

物，海拔多少，在哪个点开始爬升，

经常会遇到这些。地面运行，航前航

后通点检查、运行检查、防止刮蹭，

这是地面运行注重的。航前航后是机

务必须要做的，运行检查是机务或者

飞行，运行检查油压，注意观察，防

止刮蹭，经常是飞行的时候没问题，

加油车碰到别人的飞机了，刮蹭事故

也是经常有。

我想要大致说一下安全体系，

就是公司呈现的。这个公司是不是有

一个体系来保证你这公司能持续地安

全地运行，这里面最主要的是公司的

整体安全管理机构，你有没有这个机

构，换句话说我们通航企业的管理人

员是不是重视了飞行安全。刚才说通

航企业出了点问题，民航局追究等等

这些，实际上我们赔不起，我们输不

起，我们出不起这些问题。航空器没

了，人员损失了，家属的处理善后，

谁见了谁都难受。出了这些问题会使

你的精神、精力、财力方方面面消耗

非常大。首先有一些机构一些人，从

一个局方的角度，在你的角度上去审

视你飞行机务运行方方面面的问题，

所以设这么几个人，你要想把这公司

长远做下去。你不愿花这个钱雇这个

人，出了一次问题，你就伤神去吧。

机构人员最好是有一些专职的有一些

兼职。比如机务飞行都可以是兼职，

他这方面比较懂，有一定的经验，熟

悉法规，他能够看出来问题，当然还

要有一些专职，全兼职的也不行，咱

俩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跟你说，这

是一个运作方法，重点是这几个，飞

行安全、机务维修安全、地面运行安

全，这几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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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与合同是通航企业的一双翅膀
Insurance & Contract: GA Companies Wings to Fly 

航联保险经纪公司王伟：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航空保险
Air Union Insurance Brokers Company Wang Wei: How to Choose a Suitable 
Insurance Package for Your Company? 

保险在哪买

怎么买
都一样

保险公司怎么

“老不赔”

保单还

需要管理吗

保单和业务
合同是什么

关系

找专业保险经纪

花不花钱

？

？？

？
？

？

不是本公司飞行员
驾驶本公司飞机出
事 故 ， 保 险 公 司

赔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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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律规定及作业需求，购买

保险，早就成为各家通航企业不得不

面对的问题。而如何购买保险，应该

购买怎样的保险，已经购买的保险是

否有效等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我们

的重视。实际上对于通航企业来讲，

关键时刻保险问题可能会关系企业的

存亡。

笔者通过面谈、电邮、电话、

微信等方式，就上述问题与航联保险

经纪公司王伟先生开启了持久的多媒

体聊天模式。本文则是对聊天内容的

总结与整理。

通航企业在购买保险时存在

哪些普遍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先不具体地从

专业角度讲现有通航企业的保单存在

了多少的问题，我们先说说现在“保

险”这件事在通航企业管理站眼中是

个什么样的“地位”，这往往也是通

航企业在购买保险过程中存在这样或

那样问题的根源：

一、 首 先， 多 数 通 航 企 业

对于保险重视度不够。

尽管“车险”“寿险”这些险

种已经将保险这个概念送进了千家万

户，但从企业层面来讲，还是有很多

管理者认为保险没什么用，浪费钱，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甚至可以讲

是对企业发展极为不利的。企业管理

者不重视，那必然造成整个企业在买

保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买，买之后又

不知道又用，甚至关键时刻又赔不

了，反过来企业从上到下更加觉得保

险没有什么用，陷入了一个恶性循

环。

但实际上保险对于企业是非常

重要的。可以不夸张的讲，对于通航

企业关键时刻保险问题可能影响企业

的存亡。我想搞通航的多多少少都会

和外企打交道，你会发现老外对于

保险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在和你签

购机、维修、培训或其他合同时，

一定会谈到对于保险的要求，这其

实也从侧面反映了行业的成熟度，

中国通航企业对于保险的重视程度

还亟待将强。

二、 其 次， 多 数 通 航 企 业

在购买保险时只考虑成本。
花多少钱去买保险是通航企业

在购买保险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但

现在多数通航企业在买保险时除了成

本，别的因素都不考虑。但实际上选

购保险，除了价格，更要从保障内容

上、后续服务上进行考虑，尤其对于

飞机保单来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买房市场，保障内容上可谓是“失之

一厘，谬之千里”。

国内通航企业在购买飞机保

险时会出现以下多种常见问题：

A. 保险保障与企业实际情

况不符合
目前国内大部分通航企业的保

单与企业实际情况不能完全匹配，甚

至差异较大，一旦事故发生将会出现

很大的争议和不利影响。

第一，保得不够

由于目前国内不少通航公司在

购买保险时对保单条款不熟悉，对相

关法律法规不熟悉，导致保单保险金

额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

机身保障方面，针对飞机机体

的保险金额不足以涵盖重新购买一架

新飞机所需要支出的购机、关税、运

费等相关费用。

乘客责任及机组责任（含飞行

员）方面，所保责任限额不足以支付

现行法律规定的侵权人对一个自然人

死亡的侵权赔偿金，以 2013 年北京、

背景资料
《民航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民用航空器的经营人应当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责任

担保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局 176 号令）第十三条规定：通航企业筹建工作完毕，申请人

应按规定的格式向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并提交申请材料一式三份，书面声明保证其材

料的真实有效性；申请材料应包括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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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深圳各地法院受诉为例，每死

亡一个普通人（城镇居民）的侵权赔

偿金额分别是约为 142 万、152 万和

155 万人民币，而我们的通航企业在

投保乘客责任险时，远远没有达到

这个保额，这还没有考虑受伤或死

亡人员是飞行员或外籍人士的情况，

那样的话通航公司就要承担更高的

赔偿责任。

第三者责任险方面，很多公司

投保额度严重不足。很多通航企业每

年仅购买 30-80 万左右的第三者责

任险，不出意外则以，一旦发生意外，

公司将背负巨大的财务压力，很有可

能一次事故就导致一个小公司面临倒

闭的困境。按照前文所说北京、上海、

深圳的死亡人口补偿，这样的金额远

远不够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所以，我

们建议开展空中游览、紧急救援等作

业环境比较复杂、地面第三者责任风

险较高的通航企业加大第三者责任险

的购买力度。试想，按一架飞机导致

2 名地面无辜的第三者殒命，如果出

事地点在北京行政区，按照 2013 年

的赔偿额度计算，两个人的赔偿金总

额就将近 284 万。这还没有计算其

他伤者的赔偿，地面车辆、房屋等第

三者财产损失以及由此导致的营业中

断等间接损失。如果企业投保保额严

重不足，想必一次事故足以将其推向

破产倒闭的悬崖。

第二，保得不对

不少通航企业是在用给车买保

险的思路和想法去为飞机买保险，必

然会导致保险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和真

正风险需求不符合的情况出现，同时

由于现行保险条例是由国外直接翻译

过来应用的，大多数通航企业在投保

时并不会对繁杂的保险条款进行仔细

阅读，这也就为日后出险索赔埋下了

潜在问题。

现在大部分通航企业所买的保

险不包括对飞行员的保障，如果需要

将对飞行员的保障加入到保单保障范

围内，需要增加飞行员 / 机组人员

扩展保障附加条款。另外，很多通航

企业没有注意到，非列名飞行员驾驶

飞机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保障范围。但

实际上在购买保险时可以与保险公司

协商通过单独约定给通航企业在飞行

员问题上一定自主权。

通航企业很多情况下是买了保

险，但却没有真正为该保的内容买上

保险，花了冤枉钱。所以，我们建议

通航公司在买保险前，一定认真咨询

专业人士，做到对保险合同、条款真

正了解，匹配自己公司的作业内容、

人员情况，为公司购买正确的、有用

的保险。

各个公司因为经营业务、人员

配置、机型、所保内容等因素的不同，

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保险需求，其保险

应该是为其量身定制的，而非模板套

用。举例说明，公司保单上注明的作

业范围没有物探这一业务，而在外出

执行物探业务时出现险情，保险公司

也将不予赔偿。建议通航企业多结合

自己公司的实际情况，让保险经纪人

为自己的企业量身定制属于自己的保

险合同。

B. 保险保障与企业合同风

险不符
通航企业运营涉及多方面的合

同，如购机合同、飞行员雇佣合同、

飞机 / 机库租赁合同、作业业务合

同等等，合同中的义务及责任对通航

企业购买保险有很大的影响。例如，

机库租赁时飞机停放在机库发生损失

由谁赔偿？空中游览作业时游客因飞

机事故发生意外由通航企业还是活动

主办方承担赔偿责任？雇佣飞行员如

果因为飞机事故发生意外应该赔偿多

少等等….. 但目前国内通航企业对

这部分合同风险并不重视或者不知如

何进行合理划分，一旦发生事故会因

为权责不清、额度不明等情况使合同

双方陷入困境。

现在，90% 的通航企业都存在

“先买保险、后签合同”的问题，导

致保险合同与所签署的租赁合同、雇

佣合同、作业合同等并不兼容。例如

租用机库的问题，如果是多家企业

共同租用机库，这个问题就变得更

加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时候

租赁合同的一些条款还会致使保险

条款失效。

又例如，开展观光业务的通航企

业与景点双方都面临较高的乘客责任

与第三者责任。景点方一般会在观光

业务合同中为飞机出险后能够影响的

最高金额做出测算，随后在业务合同

中对相关赔偿事宜做出约定。此时，

要么景点方要求通航企业提高保险额

度，要么通航公司自己主动联系保险

公司根据业务合同变更原有条款，否

则一旦出险，通航企业就会面临保险

金不足以支付景点损失的问题。

C. 容易出现失效情况
目前国内通航保单存在很多的

失效规定，如飞行员的变动、作业内

容的变更、飞机被车辆运输等均会致

使航空保险保单失效，而绝大部分通

航企业并不了解这一点，以为投保了

航空险就可以得到赔偿，不知道在保

单有效期内需要根据风险的变动来调

整保单内容，导致保单在出险时早就

没有效力了，而在保险公司做出拒赔

答复时才后悔莫及。

前文中所述“非列名飞行员”、

“非列名用途作业”都属这一范畴。

现在由于通航市场规模小，很多企业

作业种类很多，经常会执行超出保险

合同范围的任务。原本合同写明的营

运内容为“巡线和空中摄影”，企业

突然转做飞行培训，却没有变更保险

合同中的作业范围，那么在飞行培训

过程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故 ，保险公

司不予理赔。

“保险失效”这一问题反映了另

一个常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保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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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通航公司在采取行动

前，提前咨询保险经纪人，在投保前

期、中期、后期，都要和保险经纪人

保持健康有效的沟通。确保投保内容

与局方审定、经营范围等内容相符

合。通航公司所购买的保险与我们习

以为常的人寿保险不同，它不是固定

的制式保单，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

变化的，由于通航企业面对的风险不

断变化，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可能在购

买一份保险后一劳永逸。

为 什 么 很 多 通 航 企 业 投 保

出现问题或干脆不投保呢？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三方面因素

造成的：不重视、专业性不足、后期

管理不当。

首先，很多通航企业不重视购买

保险的问题，更没有把保险视为与公

司存亡紧密相关的事物。从企业自身

角度来看，少数企业认为保费支出成

本较高，存在侥幸心理，或者对保险

有错误的认识，选择不为航空器投保

保险，甚至会在拿到经营许可证后，

退保第三者责任险。

其次，现在通航从业人员及部

分保险从业人员都存在专业性不足的

问题，这也就给辨别保险产品的合理

性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即便购买方有

主观购买保险的意识，也不知道自己

保险购买的是否合理、准确、适应公

司情况。从保险供应方角度来看，没

有对通航保险做足够的宣传；有的保

险公司在理赔时想尽办法拒赔，影响

了保险公司的声誉；一些小的保险公

司或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没有足够的承

保能力，对该类保险也不太了解，拒

绝承保，也是航空保险界普遍存在的

问题。

最后，保险合同的后期管理、

跟进，也是判定一份保险合同是否合

格、合理的判定因素。保单必须进行

持续性管理，对于飞行员、作业内容、

飞行器、后期签订合同对保险条款的

影响等内容，都需要持续关注并随时

更改内容。同时，对公司相关人员的

保险培训也是必要的。机务人员就要

根据保单相关维修条款进行维修。销

售人员要根据所谈合作事宜，随时关

注、调整保单内容。举例说明，飞机

所有方销售人员与第三方洽谈观光业

务，合作协议之中必然会设计出险后

的相关责任及赔偿条款，这肯定会影

响我们的保险合同。人力资源部门更

要了解保险条款，尤其是对飞行员的

保险，如何与其它保险相匹配、出险

后如何赔偿等问题，都是他们应该关

注的问题。

通 用 航 空 保 险 主 要 分 为 以

下几类
通用航空保险主要包括以下几

类险种：机身一切险、乘客责任险、

第三者责任险、机身战争险。

A. 机身一切险
1.  航空器飞行：在飞行（包括

地面滑行和空中飞行）过程中，除自

然磨损、渐进损失、机械故障、内在

缺陷或失灵引起的损失外任何原因造

成的航空器的损失或灭失。这里需要

说明，飞行器的保险分为空中与地面

两大部分，如果投保时没有勾选相应

选项，出险后保险公司也不会进行理

赔。

2. 地面停飞：在地面停泊期间，

除自然磨损、渐进损失、机械故障、

内在缺陷或失灵引起的损失外任何原

因造成的航空器的损失或灭失。

3.  航空器失踪：如果被保险航

空器起飞后失去联络，并且在六十天

内无任何消息，则构成失踪。航空器

失踪后，按列明的保险金额扣除免赔

额后赔偿。

B. 第三者责任险
航空器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或财产损失应由被保险人负担的法定

赔偿责任。

C. 乘 客 责 任 险（ 扩 展 机 组

人员）
1.  被保险人对于乘客的人身伤

亡和财产损失应承担的法律赔偿责

任。

2.  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机组人员

伤亡或驾驶员丧失驾驶能力时应承担

的法律赔偿责任。

D. 机身战争险的保障范围：
1.  战争、内乱、骚乱、恐怖、

恶意、破坏等行为对航空器引起的损

失和损坏。

2.  机上人员对航空器或机组人

员的劫持、非法扣留对航空器引起的

损失和损坏。

3. 勒索赎金和劫持费用。

我们建议在新疆、沿海地区作

业的通航企业购买这一保险。另外，

一些与外资企业合作的企业，通常因

为外资企业的硬性要求，都会购买此

类保险。

通 航 企 业 投 保 时， 不 同 阶

段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下面主要讲一下航空器正常运

营过程大家都需要购买的航空器综合

险（包含机身一切险、乘客责任险和

第三者责任险）。

目前国内通航保险市场通用条

款是由伦敦市场的条款翻译而来，措

辞晦涩难懂，漏洞较多，希望借此机

会提醒通航朋友们在购买保险时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航空器综合险是一张

大保单，因此以下按保险环节分析，

不按保险险种分析）。

通 航 企 业 在 投 保 和 保 单 存

续时需要注意：

A. 保额设置要充足：首先，

机身保额设置时建议将税费、代理

费、运费等成本都考虑进去，确保一

旦发生风险，能得到充足的赔付；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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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额设置要充分考虑地域、作业范

围和内容等因素。其次，要在保单中

附加协议价值条款，否则在赔偿时保

险公司会计算“折旧费用”。

B. 要添加必要的费用保障：
航空器综合险保单只包含必要的应急

救助费用，事实上，一旦发生事故，

会产生很多其他费用支出，因此添加

必要的费用保障对于通航企业来讲是

非常实用的。例如迫降费用、清理残

骸、事故调查费用等。

C. 增加必要的附加被保险

人：目前很多通航企业的飞机都是

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获得的，往往租赁

人会要求通航企业将自己写进保单，

在财产险范畴内需要将机身全损的金

额赔偿给租赁人。

D. 增加飞行员保障：由于通

航企业对于航空器保险了解较少，这

一点往往被忽略。如果不增加相应的

附件条款，航空器综合险保单是不包

括飞行员的保障。航联遇到不少白白

交了保费，保单却根本没有对飞行员

的保障的情况。

E. 列全飞行用途：航空器综

合险保单需要列明飞机的用途，如果

超出保单中约定的用途，保单就会

失效。因此，建议通航企业不要仅

按照现有飞行用途进行约定，而是

要与营业执照上列明的用途保持一

致，以防后期由于业务范围扩大而

造成保单失效。

F. 注意飞机“协议价值”。
一般保单规定“根据飞机出险时状态

进行赔付”。飞机飞行小时数不同，

理赔金额也不同。飞机零部件分为时

寿件和损耗件，零部件是需要不停的

检修与更换的。以一架新飞机为例，

还未飞行过没有累积飞行小时，飞机

一旦出险，则按照新飞机价格进行赔

偿。如果这架飞机在飞行了 1000 小

时后出险，则按照具有 1000 飞行小

时的旧飞机进行赔偿。很多企业按照

新机购置原价投保，但赔偿时仅能按

照“出险时状态”进行索赔。这就造

成了交的金额多，获赔金额少的问

题。我们建议企业加入“协议价值条

款”，将飞机全损后的理赔金额固定

为。

G．保险差异化管理。除了

上述的新老飞机的问题，新筹建企业

与资金雄厚的已有企业在购买保险

时，也要注意相应调整。我们建议企

业在保险合同中加入“预付赔款”条

款。通常情况出险后，企业要在事故

调查完毕、事实清楚、维修结束后，

才能向保险公司提交所有手续、证

据，进行索赔。这一漫长的过程就

给资金不太充足的企业造成了巨大

的资金问题。如果保险合同具有“预

付赔款”条款，在损失责任确定的

情况下，投保公司可以申请保险公

司预先支付确定损失金额一定比例

的赔偿金，用于恢复经营。

H．与保险公司或保险经纪

人保持健康有效的沟通。飞行员

变更要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飞行用途

变更要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例如参加

航展；飞机如果需要运输，航空器综

合险将不适用，需要另外购买保险。

总之，在保单存续期间，一定要将日

常运营与保单规定联系起来，否则很

有可能出现“买了保险但是赔不了”

的情况。

I. 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设定有

讲究。因为通航企业筹集初期还在

取三证阶段，飞机不会飞行，所以不

需要购买过大金额的第三者责任险。

取证后进入作业阶段，就要根据所在

区域、周边环境、作业内容和要求等

因素调整限额。举例说明，在例如北

京二环人口密度大的区域作业的企

业，和在六环外作业的企业所购买保

险的限额肯定不同。

如 何 挑 选 适 合 自 己 公 司 的

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
市场上提供航空类保险服务的

主要有人保、太保、平安、中华联合、

大地财险、国寿财、阳光保险等保险

公司，但主要集中在人保、太保和平

安保险公司中。

航空器保险与车险、财产险等

其他险种不同，对于保险公司的承

保、理赔的能力与经验都要高标准严

要求。假设一架 AW139 直升机发生

坠落，预计其各项赔款总额会超过 1

亿元，这相当于一家小型保险公司一

年的营业利润。因此，尽管市场上保

险公司数量众多，但整体水平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在选择保险公司时一

定要慎重。除价格因素外，可以从以

下两个角度进行对比衡量：

一，承保能力和承保经验。一

般来讲，保费规模越大其承保能力越

强，如果承保航空器项目越多经验丰

富，后期项目服务会更完善；

二，理赔经验。航空器保险理

赔经验越丰富的公司，在后期赔案处

理中赔款支付会越顺畅。

保险经纪公司是干什么的呢？

简单的说，保险经纪公司是作为投保

人 / 被保险人的代表，使用自身专

业知识和市场经验，为客户在购买保

险时提供保险方案设计、市场询价、

投保安排、保险公司谈判等服务；在

保单存续期间帮助客户根据实际发生

情况不断地调整保单内容；在发生赔

案时全程提供索赔服务。

保险经纪人是客户的保险顾问、

法律顾问，更是保险管家和风险管理

顾问。

保险顾问体现在方案的设计、

拟定、询价。

保险管家体现在相关的培训、

保单的管理、理赔的管理。

风险管理顾问体现在对各类业

务合同风险的管理。

国内保险经纪市场不是只有航

联一家从事航空保险的经纪公司，而

航联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同时也是以

航空保险经纪技术为核心，专注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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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保险的经纪公司。航联从事航空保

险经纪已有 10 年以上的时间，在进

入通航保险经纪市场的 9 年时间里共

处理过 100 多起赔案，最大一笔赔款

高达到 1 个多亿人民币，最小一笔赔

款金额仅有几千元钱。目前航联为国

内通航版块 600 多架飞机提供保险

经纪服务，同时，民航1900多架飞机，

140 余架公务机，104 家民航机场，

45 个空管单位也交由航联经纪。从

整个民航航空产业的保险市场来看，

航联占据 70% 以上的市场份额。从

通航版块的机队价值来看，航联占据

50-60% 的市场份额。航联非常希望

与大家分享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各类经

验，尤其是保险和合同方面的经验，

为通航行业的起飞保驾护航。

国内 99% 的保险经纪服务都由

保险公司买单，客户无需支付任何费

用，这是保险经纪行业在国内发展初

期政府对这一行业的鼓励政策之一。

许多企业存在“找经纪公司需要支付

额外费用”的误区，这也是他们不

愿意找专业保险经纪人咨询的原因

之一。其实，保险公司有专门的“渠

道费用”用以支付保险经纪的服务费

用，保险经纪公司则将这笔费用投入

到业务拓展、客户服务、保单管理等

环节中去，经纪公司不会向客户收取

任何费用。

随着中国通航产业加速发展的

步伐，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加

入到这一行业当中来。我们能够预见

到将会有一批公司随着事故的高发而

倒闭或被兼并。存活下来的，终将是

对安全运营、保险与合同管理态度积

极的企业。

我们从不断增长的通航企业数

目上也能看到行业扩张速度之快，而

我们现有的人才储备量一时间不可能

赶上这一扩张速度。现有人才不断被

摊薄，我们将来面临的问题极有可能

是，一个通航企业仅有一名专业通航

人士，这也就大大拉高了企业面临各

种风险的可能性。

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太多由

于飞机事故导致飞行员丧生的事例。

当下的中国，培养一名飞行员是多

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很多家庭举家、

甚至借钱培养飞行员，而刚投入工作

或即将投入工作时便发生事故是谁也

不愿看到的。所以，通航企业一定要

给员工尤其是飞行员投保足够金额的

空中、地面保险，让他们本人和家人

都能放心。另外，空中游览行业也是

应该更加注重保险的版块之一，这一

行业的一次事故不仅可能导致机毁人

亡，也有可能彻底摧毁地面上的很多

家庭。航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通航业

务部的负责人王伟说到，我认为保险

经纪人是一个“思败”的职业，总在

考虑存在于朝阳后面的阴影中的问

题。我想，也只有抱着“居安思危”

的心态，才能避免“死于安乐”的悲

惨结局吧。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通航

业在经历了事故高发期后，才回归理

性、专业的从业态度。希望大家重视

保险、重视合同，让中国通航逐步走

上健康、合理的发展之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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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Manager: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are the Key to GA Development

意大利航空航天协会秘书长：

           中小企业是通航发展的关键

文  吕娜

CGAD Writer  Edera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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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通 航 博 览（CGAD）: 

Coli 先生，请问您在中国航空

板块主要从事哪些业务？
Coli：我目前任职 Neos 航空科

技（中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及意

大利航空航天协会的秘书长。Neos

（中国）可以为广大中国客户提供

技术培训以及技术出版物管理工具

的服务。我们的总部设在意大利，

在全球其他地区也均有设立办事处。

我们在瑞士有一个具备欧洲航空安全

局（EASA）147 部资质的公司，同

时在中东以及北美市场也有分公司。

我负责的是中国市场，依托于国内和

国际的工业在迅速蓬勃发展，显而易

见，中国市场现在正处于一个飞速成

长的阶段。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有

50 多年的经验，可以很骄傲的说，

我们是可以向全球航空产业尤其是中

国公司提供高端的技术服务的公司之

一。

航空和航天产业是我们的主要

业务，同时我们也在防务，汽车以及

其他工业领域有所发展。中国目前

最大的需求就是很多航空制造商（总

公司，分公司等）需要一个按照国内

和国际标准改编技术出版物的专家团

队，以及能够及时应对快速增长人才

需求的先进培训系统。我们与很多知

名公司业务往来，如阿古斯塔 - 韦

斯特兰，芬梅卡尼卡公司，波音公司，

空中客车公司，中国商飞，中航工业

西飞。同时还有很多令人关注的项目

正在洽谈。

我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中，遇

到了一些从事于不同行业的意大利企

业，他们在中国市场寻求机遇的同时

也已经与国内客户进行了合作。由于

我们有共同的需求，我们决定共同建

立一个非盈利性的航空航天协会以便

于促进意大利企业与中国企业的沟通

交流，同时创造更多的商机。

作为一个组织，我们将其命名为

意大利航空航天协会（IAN）。该协

会由五个意大利企业组成-Acelabs, 

Davi Promau, Neos, NG Way和

TPS。我荣幸的被认命为该协会的秘

书长并同时管理中国市场的业务。从

2013 年协会成立至今，又增加了两

个新成员 -Sorma 和  Zoppas。同

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其企业也有意向加

入我们的行列。

CGAD: 您为何选择来中国

从事航空航天行业？何时来到

中国开展这些业务的？在中国

从事航空航天业务的这些年中，

您看到了何种变化和进步？
从 2008 年起我就居住在中国，

经过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便开始接触

中国企业。由于中国的工业还没有对

外籍企业完全开放，并且大部分的企

业都属于军事管控，因此对于一个中

小型企业来说，与当地企业合作是非

常困难的。

从 2010 年起，一切都发生了变

化。不久之后，我们开始与中航工业

的一些公司合作并逐渐获得了我们在

市场上的地位。为使中国企业与国外

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中国政府效

仿其他产业的做法，逐步、有效地将

军用和民用航空分开。

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为面

对全球市场的挑战，许多企业都有意

向与我们进行合作。通过建立国内的

工程师团队（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

我们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客户。

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

只有一些顶尖企业和跨国公司才拥有

中外企业的合作项目。如今，中国的

国有企业意识到了与中小型外资企业

合作的可行性与并且给他们也提供了

一些优势。如今，大量的私营企业正

在蓬勃发展。作为一个中国航空行业

发展的见证人，我感到非常激动。我

非常感谢那些与我们合作的人。航天

航空产业是众多杰出行业的一员，而

我很荣幸的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CGAD： 你 能 讲 述 一 下 中

意航天航空平台设立的主要目

的是什么吗？目前，你们参与

了哪些相关的航空项目？
中意航天航空平台是由意大利

航天航空协会建立并由意大利驻中国

的机构赞助。对于那些寻求更广阔和

更有前景的合作的中意企业来说，中

意航天航空平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

加坚实的舞台。

通过中意航天航空平台，我们可

结合中意两方的需求。而我们这个平

台的建立就是为了支持中意关于经济

和商业发展的协议。此协议是由中国

总理李克强和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

齐（Matteo  Renzi）几个月前在北

京签订的，其主要集中在五个领域：

航空航天业，农业，城市化，健康和

环境。

在中意航天航空平台中，航空

航天企业可以相互讨论未来的发展计

划；帮助协会发展新的合作伙伴；追

踪物流和供应链从而有效和及时的确

保的交货时间；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

可以得到担保以及妥善的处理；组织

培训课程来发展当地企业；建立工作

小组来分享经验和专业技能；律师事

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可以解决合同和财

政问题；媒体可以参加研讨会及贸易

洽谈，等等。

中意航天航空平台参与的第一个

关于教育行业飞行体验系统的设计、

开发制造的项目将于 2015 年向市场

推出。其他令人瞩目的项目还有：航

空制造业中，先进的软件和 ERP 软

件的集成；对于面临认证问题的中国

企业的应对方案；当地先进制造业有

关高科技设备和零部件的配送。

中意航天航空平台的建立对于

中意两国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都

已经为此努力了很多年，如今，我们

也收获颇丰。虽然在这漫长发展道路

的每一个阶段中都有我的努力，但我

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果，要归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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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作团队。

CGAD： 在 航 空 领 域， 你

认为中意双方最有可能合作的

是哪些产业？你将如何计划将

这些产业带入中国市场？
中国航天航空工业正在努力提

升。新的研究和发展中心、制造中心、

训练设施、娱乐区域和基础设施都在

成长。为了发展整个航天航空工业，

我相信要达成这一使命，迫切需要一

个更强，更先进的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发布了最新的交互式

电子技术出版物平台和多媒体技术训

练平台版本，从满足相关的认证和训

练需求。2015 年，我们将发布一个

训练领域的蓝图来响应客户的需求。

通过中意航天航空平台和意大

利航天航空协会，我们一直努力将最

好的服务提供给中国市场。通过这样

做，为创造一个有组织的国内供应

链，中国的系统集成商和意大利供应

商之间建立的伙伴关系成为业界一次

很有意义的跨越。

国内制造业有一个非常好的市

场环境，能为一个高需求市场提供具

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认为会有很多机会能

发展和改善整个航天工业的基础设施

（如机场等）。同时，随着通用航空

市场的开放，我们将会体验到一种全

新的航空模式！

CGAD： 作 为 一 家 外 企，

进入中国市场的困难或障碍是

什么？在您进入中国市场时，

遇到过什么困难？
在我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时，

形势与今天完全不同。然而中国中央

政府在多年的努力下，颁布了很多政

策。为了创造一个开放和迅速发展的

产业环境，中国政府付出了很多努

力；同时，为了加强中意两国的外交

和商业关系，意大利政府机构多年来

也实施了很多激励措施。为此，我深

感敬佩。

我们创建意大利航天航空平台

的目的是为意大利企业的市场进入中

国市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中国企业方便与我们沟通联系。我

知道对于中国的高层管理者由于业务

繁忙，很难经常去国外旅游考察。因

此我们组建了国内服务团队，让很多

工作的进行成为可能。

在一场贸易展览过后，例如珠

海航展，跟进客户需求并与其保持良

好协作非常重要。在中国建立办事处

后，我们可以在项目前，项目中，项

目后进行全程跟踪。结合中意两国的

优势使中小型的企业直接在中国投资

成为可能。

CGAD： 对 于 一 次 成 功 的

国际合作，关键因素是什么？
Coli:  A6.  对于中外合作成功

和失败的情况，很难去进行分析。不

过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关键因素需

要注意。

我们曾目睹过很多跨国公司在

市场上投资后占据了重要的市场地

位，结果却很快面临破产。中小型企

业能与中国国内公司或者一些有规模

的企业成功建立长期国际关系也是非

常荣幸的。

首先，适用于西方的一些东西，

在东方不一定适用。我们需要长期了

解当地市场，进入市场时应以长期战

略为指导，制定日常策略。再实施计

划，将你的产品或服务打入市场之

前，要搜集正确的信息，做好充足的

准备。这样虽然代价高却切实可行。

第二点，你可能在本地市场（例

如欧洲）占据强大的市场地位，但在

中国，你可能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为

了签订一份协议而苦苦挣扎。起初，

协议就是一种友谊关系。在西方，业

务是在会议室里开始的。而在中国却

不一样，想要与你的合作伙伴建立完

全坚实的伙伴关系，你需要和他们分

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现在能够获得这些成就并且

可以将它分享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客户都是来自于我对中国、对工作

的热情。

CGAD: 请给一些想要建立

合作关系的中意企业一些建议。

例 如： 意 大 利 市 场 \ 公 司 的 特

点，沟通的方法，或是中国的

公司应该着眼于意大利航天工

业的哪些领域。
Coli:  意大利的航空航天工业

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找到了它的立足

之地。在意大利，确实有一些公司能

经营上百年，然后随着市场的变化在

不断地发展壮大。

伴随高效的意大利国有航空航

天工业的是一整条供应链。这条供应

链囊括了 800 家中小型企业，超过

5000 名员工，每年的营业额约 250

亿欧元，而且每年都不断增长。

这些公司立足于 5 个主要领域，

对于他们来说，研发是关键因素。我

们的中小型意大利企业伴随着行业的

发展，客户遍布世界各地，目前已经

是一个非常的全球化的企业。

在过去的十年里，不少意大利

公司已经开始与中国的客户和合伙人

进行合作。最具代表性的是 Agusta 

Westland，它在中国已经签订了合

作协议，协议中约定给私人和公共部

门提供直升飞机。这就是意大利中小

型企业所创造的成就。

关于中小企业，很多公司已经

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很长时间了，像

我们一样，其他公司也展开了不同形

式的合作，从而为地方产业带来重要

的附加值。

我相信，现在是两国长期友好

合作的初始阶段。我也热烈的欢迎中

国的管理者和公司联系我，了解更多

关于我们的业务，了解与意大利公司

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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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AsBAA President Kevin Wu: Human Resource & Service 

Network Construction is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uture 

访亚洲公务航空协会主席吴景奎：

优质人才与服务网络是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

文 吕娜

By Edera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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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AD: 如何理解中国商务

航空市场今年增速有所减缓的

情况，怎样预估商务航空未来

增长趋势？
公务机市场增速放缓是一件好

事，过去公务机市场增速迅猛有它的

特殊性。

过去公务机市场保有量过低，

市场每增加一架公务机对总数改变的

意义重大。举例来说，原来市场上仅

有一架公务机，现在又多了一架，相

当于增长了百分之五十。

近年来，随着市场保有量不断

上升，市场对成熟机长、机务等各

类人才，以及基础设施等迫切的要

求越来越多。所以说，市场增速逐

步放缓，回到更加理性、合理的发

展路径上来，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件

好事。

市场上各种研究机构、企业等

组织，都有基于自身方法论得出的未

来市场发展预测，我想，未来市场

20% 左右的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比较合理的。

CGAD: 虽然公务机市场整

体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是我

们仍然看到几大厂商今年交付

情况都很不错。在公务机数量

不断上升的同时，如何提高机

队运营能力及使用效率？
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

面谈。

政府角度应尽可能的给企业及

运营商从政策层面松绑、减负。

FBO、机场应合理降低起降、

通关费用。

从运营商角度来看，应该更加

合理的选择被大部分客户所认可、接

受、经济的机型。如果运营公司机队

都为较昂贵的公务机，就会导致大部

分客户的流失，从而导致行业整体飞

行量小，那么，也就不会引起政府对

这一问题的关注。

CGAD: 新天再造公务机已

经取证。请您谈一谈对再造公

务机在中国发展的看法，它是

否会影响公务机市场？
再造公务机在国外已经有一

段时间了，但是在国内还是新鲜事

物。最早我们在去年上海公务机展

（ABACE）上听到了这一产品的新

闻。对于我国一些基础建设、维修保

障、服务技术支撑能力较弱的地区来

讲，对再造公务机的服务能力应该得

到足够重视。

通常来讲，再造公务机都是以飞

行了相当一段时间、飞行小时的公务

机来进行改造的。我们衷心希望厂方

在对飞机进行选择时，一定要对飞机

使用小时等使用情况进行仔细检查。

飞机从机体材料到各种零部件都存在

疲劳问题，进入疲劳期的零部件就好

像进入“亚健康”状态的人一样，

当下可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如

不进行干预或采取措施，未来很有

可能出现问题。在法律法规严谨，

大家严肃根据法规要求行事的情况

下，我相信不会出现问题。一旦其

中哪一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造

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我认为再造公务机不会对现有公

务机市场产生影响。这就好比汽车改

装厂家与汽车生产厂家之间的关系一

样，主流公务机厂商不会受到影响。

CGAD: 这些年无论是运营

商、投资方还是有实力的运营

商，都在投资基建和技术支持

中心。请谈一谈这一举动的目

的所在。
对于行业本身来讲，产品的交付

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事情。重要的是，

或者说衡量一个生产厂商是否具备强

大实力的重要参数，是产品售后服务

和零部件的支持。  我们观察到，有

些厂商仅有一两种产品，一旦停止生

产，零部件生产无法跟上为客户提供

售后服务。而一些厂家产品线很长，

虽然有些产品停产多年，但厂方仍能

为这些已停产在运营的飞机提供售后

及零部件服务。这是区别厂家竞争力

的核心要素。

谈到不同渠道资金进入到 MRO

等项目建设当中来，我认为是利于行

业发展的事情。相比成熟市场，我们

相差甚远。以美国为例，厂方要求在

50 分钟飞行小时内，或 400 至 500

公里范围内，客户必须能够找到一个

维修服务站。如果以这个为标准，我

们相差太远。

在我国来看，维修服务站主要

分为两类，一种是厂家自己运营的，

一类是授权运营的。我认为这两种维

修站应合理搭配，逐步形成网络，而

不是以点分布。只有这样，才能为客

户提供快捷的服务。不管是厂方为自

有机型提供服务的维修站，还是由第

三方出资建设为各种机型提供服务的

维修站，从行业发展角度来说都是好

事。现阶段来看，因为市场保有量很

低，还不存在互相挤压的问题。

CGAD: 现在有些厂商已经

开始与中国形成培训业务的合

作。对这一形式您是怎么看的？

对行业发展有什么作用？
通常来讲，厂商主导的培训不

是初始培训，而是针对自身产品开展

的专业培训。它将为已有某款机型飞

行执照的飞行员提供特殊需求的培训

项目。以直升机为例，厂家可能会针

对直升机在追捕歹徒、巡线、巡查等，

对驾驶技术有特殊需求的作业内容提

供特殊培训。国内现阶段来讲，对飞

行员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厂商能

够进入这一板块，肯定会推动行业的

发展。

CGAD: 请您谈一谈不同公

务机客户群的特点，以及一款

公务机在未来市场中的核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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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是什么？
飞机与汽车共同点比较明显，他

们都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两者之间的

区别更加明显，飞机的客户群更具针

对性。对于公务机来说，短航程产品

在一千公里左右，长航程的公务机则

可飞行 1 万多公里。世界各地用户首

先会根据出行需求对产品进行选择，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从客户组成来

讲，金字塔尖这一部分占 10-20%

的份额，这一部分客户对远航程公

务机有更明确的需求。更多的用户，

80% 左右的客户主要在中国或亚洲

地区飞行，这一部分客户主要考虑

产品的售后服务体系是否完善、性

价比是否够高。

CGAD: 最近多有资本市场

入主或参与通用航空和商务航

空发展建设当中来的新闻，这

一现象将会如何影响商务航空

的发展？作为行业协会，您给

资本市场的建议是什么？
资本市场进入通用航空是一件

大好事。企业家是最明智的，资本是

最逐利的。如果资本进入市场后不能

赚取利润，很快就会退出去。换句话

来讲，资本进入市场后，会对市场进

行认真学习、分析和研究。这不同于

“一拍脑袋”一窝蜂的投资方法，是

科学合理的投资模式。如果这类投资

越来越多，我相信会加快市场合理化

的步伐。

我给资本市场的建议有以下几

点：

1. 避免盲目的全产业链投资。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合理分析市

场，进行合理投资。

2. 专注、稳步前进。

CGAD: 寻找、培养、保住

优质人力资源一直以来是困扰

各公司的主要问题之一。请您

谈一谈如何培养、留住优质人

才？
这一领域有两种说法：理想化

和现实化。从理想化的角度看，像国

外成熟市场并不缺少人才，就不会产

生转会费、扣留人事档案等问题。因

为市场上有大量人才集聚，避免了这

一问题的出现。从国内现实来看，以

前是按照“精英式”模式培养人才，

这两年市场发展快，对人才需求量庞

大，势必产生上述一系列问题。

对于企业来讲，必须针对不同

的个体采取不同管理措施。如果仅

用一套管理体系生搬硬套的针对所

有人，并不能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

企业应在整体管理体系内，更加灵活

的展开对员工的管理。例如，对事业

心强的员工，应该给他更大的业务发

展空间；而对那些虽然业务能力强，

但因年龄因素导致学习新知识能力不

足、管理岗位提升空间小的员工，应

该使其充分发挥在自有岗位上的工作

能力，将本职工作做到最好。

总的来说，企业要通过企业文化

的树立，与员工之间建立感情联系。

更重要的是，要给员工安全感。另

外，企业应给员工充分的尊重，这一

点也尤为重要。马斯洛需求理论告诉

我们，如果一个人不能得到充分的尊

重，他便不会与企业建立感情基础，

分分钟就会辞职离开。这一现象普遍

发生在很多私企当中，虽然高级管理

人才拿到很好的薪水，但无法得到应

有的尊重，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

力，很多优质人才就这样流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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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航的总体现状，如同 19 世

纪的美国西部，现实的业务犹如莽莽

荒原，难觅盈利金矿，但却蕴含着巨

大生机。身在书斋中的专家们，整合

知识和信息，创造了“万亿市场”，

通航于是成为一个荟萃想象力和预测

力的大舞台，国家也将通航作为发

展的重点方向，更为这种烂漫的前

景背书。然而，实际运行中，投资

热情远远大于运行空间，短期投资

很难取得实效；大多数通航企业正

在反复体验“飞也亏损，不飞更亏损”

的行业早期阵痛；各地的航展此起

彼伏，却都是脚踩大地以看为主的展

览展示，鲜有大面积的航空飞行体验；

伴随着国家层面的管控硬件提升和管

理理念进步，政策和运行空间缓缓开

放，如同一次盛大表演的大幕，徐徐

拉开。通航，似已经获得了起飞许可，

早已经在起飞线上伺机而飞。

按照通常的社会经济划分和讨论

思路，从大的方面看，中国通航，可

以分为国家层面、技术层面、社会层

面和企业层面四个层次，分别对应着

国家的总体政策和管理管控，航空和

航空相关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公众

的期待和需求，企业的运行等。其中

国家、技术、社会三个层面，构成了

通航运行的条件、目标和能力边界，

即国家创造了通航运行的条件，技术

提供了能力边界，社会带来了需求和

企业的运行目标。

通航所以成为新的投资和经营热

点，且持续升温，原因之一是通航汇

聚了范围极为宽广的生产和服务领域，

起到了很强的市场引领作用。究其实

质而言，通航的核心在于空地一体，

空海一体，通航以空即飞，为抓手，

牵动了地与海的众多社会资源，形成

了全新的产业。从企业层面看，构建

中国通航的商业模式，创建中国通航

市场的管控框架，是与战略决策同等

重要的前置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认为，在中国通航的企业商

业模式视角下，中国通航的所有相关

方面，均可以纳入一个五层次体系中，

形成五层差序格局，依次展开，命名

品牌

股权

机场

FBD

飞机

飞行

员

运营

基地

市场 

网络

航展

本刊特约作者 胡明

CGAD Contributing Writer: Hu Ming 

通航的五环四层商业模式图谱
5 Circles & 4 Layers Business Model in G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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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企业必然处于不同的区

域分层之中，通航小微企业基本处

于 11、12、13 区，中小型企业基本

处在 11、12、13、14 区，大中型企

业则可以向上延伸至 21、22、23、

23 区，而只有大型集团企业，才可

能进入 31、32、33、34 区，实现产

业和地域的覆盖。表中的 35、25、

15 区域，则是拥有强大品牌地位和

国际运营经验的行业领导者所属，

能够在此区域中存在和运营的企业，

往往同时具备在其他所有前向区域

运营的实力和能力，且可以凭借自

身实力进行品牌扩张和股权扩张，

从而形成价值垄断。

商业模式是社会经济运行各要

素的集合表达，体现着特定企业对

于社会经济的理解和判别，中国通

航的发展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

环境中，中国通航的发展也必然

带有中国产业和商业生态的特点，

即纵向分为文化、平台、企业三层，

加上作为基础的要素层，共计四

层，横向则根据五环要素分为五

类，由此，构建了五环四层模式，

每一模式的节点都为适当的组织

类型、机构类型或运行模式类型

等提供了在通航产业和商业生态

中的位置。

在上述模式中，通航平台企业

或通航平台有一条内涵的价值链，

可以约略描述为“平台创投理事会

大众或专业通航文化小微企业或中

小企业股权运作”，作为资本进入

通航或者现有通航企业资本整合的

一条通路。只有形成通航全产业链

的小微企业创业群，才能将通航所

蕴含的商机进行充分发掘，培育市

场，并为日后的企业兼并和商业整

合创造基础。

为五环模式。其中，核心构成要素如

下图所示：

五 环 中 各 环 的 含 义 分 别 表

示为：
1、品牌：位居行业领导地位的企

业，拥有高附加值和垄断地位，体现

着通航企业的核心战略；

2、股权：通过资本手段进行产业

扩展；

3、机场：通航的核心资源，包括

机场、空域、航线、周边商业地产等；

4、FBO：通航飞行服务的代表，

体现着通航企业资源、资产、资质

的集合；

5、飞机：本质上属于高端制造业，

如果运营得当，可以打破微笑曲线；

6、飞行员：通航“空地一体”的

核心资源，“空”的代表；

7、运营基地：提供通航运营的各

类保障；

8、市场网络：市场资源整合；

9、航展：链接市场与大众的主要

平台。

中国通航，起步于中国本土，

但就未来发展而言，必然走向国际

化和全球化，必然从经营理念、商

业模式、管控模式、盈利模式，到

人才和市场等等方面，与国际相关

方面广泛对接，构成全国、亚洲、全

球的市场和运作全局。由此，上述的

五环要素也要延展到上述三个层次，

如下表所示：

全球  3 31 32 33 34 35
亚洲  2 21 22 23 24 25
全国  1 11 12 13 14 15

市场网络
航展 1

运营基地
2

飞机
飞行员 3

机场
FBO 4

品牌
股权 5

注：图表中数字为序列指示，并非特定数值

第一层
文化、理念、品牌、

标准

运营标准
通航运营标准委员会

行业领导品牌
通航文化促进会

第二层
平台
商联

通航运营联盟 通航人才基金会 通航发展联合会
通航专业协会 通航创投交易所

通航创投平台

第三层
运行
企业

众多小微、中小、中大通航企业 飞机组装制造企业
航校 大企业

第四层
要素 市场网络 运营基地

航展
飞机

飞行员
机场
FBO

品牌
股权

　　　图：五环四层商业模式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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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十届珠海航展已经落下

帷幕。航展期间，包括中国中央电视

台新闻频道在内的国内主流新闻媒体，

循环滚动播出航展动态及飞行表演。

公众开放日，更有成千上万名观众到

场观展。航空，在中国百姓心中烙下

了更深的印记。航展，对整个社会所

起到的航空知识普及作用体现的淋漓

尽致。航展过后，各类关于低空空域

开放的话题席卷而来。通用航空作为

民用航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业界称之

为中国改革开放 30多年最后没有被开

发的处女地，再一次得到世人的关注。

面对通航热，我们更应该冷静下

来思考其发展背后隐藏的一系列问题。

通用航空发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理解，可以用四个

字来概括：天灾人祸。

[ 天 ]

笔者在这里谈“天”，不是对固

有的空域问题再进行老生常谈的抱怨

与指责，而是想对中国通用航空发展

的历史与大背景做一番讲述。

近几年，通用航空公司如雨后春

笋般遍地开花，几乎每个民航地区管

理局挂牌和申请筹建的通用航空公司

数量都相当可观，整个通用航空产业

可谓热闹非凡。在一定程度上来看，

通用航空是解放后以航空体育运动为

基础发展起来的。建国后，贺龙元帅

和陈毅元帅亲自主持航空体育运动项

目，行业发展极其迅速。在全国范围

内，大量航空运动学校应运而生，培

养了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对推动社

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用航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步

发展起来的。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

却截断了中国通用航空发展的步伐。 

文革结束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中

国各行业百废待兴。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中国女排在一系列的国际大赛中

取得三连冠，极大的鼓舞了国人的士

气。随后，一批有功之臣陆续的走上

文  冯保安

By Feng Bao An 

通航发展存在问题之我见
The Challenges China GA Development Confr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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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岗位，也使得

中国的体育事业走向辉煌，实现了奥

运金牌零的突破。在当时，很多人呼

吁重振航空体育运动，但可惜的是，

此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航空体育

运动，就这样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此后，中国通用航空发展依旧缓慢。

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不能

不说是历史欠账。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较早的公司是

哈尔滨飞机制造厂成立的飞龙通用航

空公司、北大荒通用航空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军垦农航。这几家公司主

要以农业生产需要为基础，开展农业

飞行任务，逐步成为中国通用航空的

领军企业。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军垦农航，已发展为新疆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无论从公司规模、飞机数量、

飞行作业小时等方面来看，该公司在

整个行业中，都是具有重要地位和影

响力的领军企业之一。

过去，通用航空发展面临没有政

策支持、没有市场规律可循、扶持力

度不够、通用航空飞行补贴范围小、

补贴少、体制僵化、政策不放开、方

向不明确等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民航大发展时期，通用航空甚至有被

边缘化的趋势，畸形的发展格局也是

被市场需求倒逼出来的。各方面主动

开发市场的能力很弱，民航整个法规

体系主要服务于运输航空，没有具体

针对通用航空发展的法规体系。所以

导致具体操作时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困

难与障碍。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有着

很大的区别：运营主体不同、服务对

象不同、运行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正是

由于通用航空在中国的应用领域没有打

开，其所为社会发展所创造的财富与价

值，还未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

每个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经历艰难

的各个阶段。如今，上至国务院下至

各地方政府部门，都逐步意识到发展

通用航空产业不仅能够拉动内需、创

造收入、创造就业岗位，更可以服务

于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

随着大环境的一步步改善，中国通用

航空产业也会逐渐步入正常发展的快

车道。

[ 灾 ]

灾，有两层意思，一是自然界发

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对这一人力不可

抗的自然力量，我们不做讨论。另一

个是由于盲目发展而导致的人为的、

违背市场发展规律的一系列问题。航

空产业因其行业特殊性，对飞机、人员、

场地等必备要素要求高；资金投入大，

风险高，同时各类法律法规严苛，又

是技术密集型行业。

一家通用航空企业成立，从申请筹

建到正常运行，是一个极其漫长和复杂

的过程。资金的寻找与筹集、飞机选型、

飞行机务人员和各类专业人员的招聘、

市场定位、发展方向、机场用地及机场

建设和使用等问题，都是一家公司在成

立之前需要仔细考虑与思考的。其中任

何一个问题的不确定或定位错误，都有

可能在公司进入正式运营后对其产生一

系列不良的影响。

通用航空起源于欧美，对其社会

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用航

空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随着近几年中国通用航空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各地区各行业都在想方设法

进入通用航空市场分一杯羹，各类问

题也就随之而来。

有些企业和个人在对行业没有彻

底认知的情况下，凭借一腔热血和一

时激情贸然加入到通用航空发展的大

潮中来。四处筹集而来的启动资金以

及复杂的股东结构，虽然确保了公司

的顺利注册与审核，但却为公司未来

发展埋下了一系列问题。因为这样那

样的原因，有些在筹企业便夭折在筹

建阶段。有些股份制公司，多人控股

意见分歧较大，飞机大多闲置利用率

极低。通用航空行业中普遍存在资金

紧张、投资失误、盲目投资、项目分

散等现象。

另外，很多的房地产开发商也开

始关注并投资通用航空行业。通用航

空这个新生婴儿一般的行业，需要也

欢迎大量资金的入驻。但是，有少数

人却打着发展通航的旗号做一些影响

通航发展的事情，而这样做对行业发

展带来的影响是长期的、深层次的、

不易挽回的。

公务机，另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

随着通用航空的发展，公务机也随之

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吸引大批跨国企业进驻，另一

方面也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

大部分中国跨国企业规模不大。同时，

在各个领域，核心技术都被外资公司

所垄断。中国企业科研投入严重不足，

科研力量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很多

中国企业却都选择发展公务机项目。

可以说是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从

企业规模、市场布局、科技含量、资

金总量等方面综合考虑，实际确实需

要公务机的企业屈指可数。公务机并

不能给这些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只会

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除大型央企外，中国的大型企业

没有一家可以与日本三菱重工、美国

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等国际巨头公

司相提并论。基本上，中国的一些发

展迅猛的新型企业都比较短命。一部

分中国企业家，常常会做出一些违背

科学发展规律的决策，而这些企业家

与他们企业的最终命运，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现阶段看，中国的公务机市

场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不具备应有

的市场条件，发展时机不成熟。在某

种程度上来讲，公务机对中国企业来

说意味着风险。

[ 人 ]

人的因素对通用航空的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通用航空和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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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相比，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各个

板块都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要求很

高。按专业划分，大致为三种：空勤、

地勤和后勤。

空勤。主要指飞行人员。通用航

空的快速发展，逐步使飞行员不足这

个问题显现出来。由此，近几年各地

飞行培训学校应运而生。刚刚毕业的

飞行学员只是半成品，还需要进行飞

机机型改装培训，同时，新学员没有

飞行时间积累，飞行经历不够。机型

改装培训结束，由飞行学员转为副驾

驶。由副驾驶成长为合格的机长，以

塞斯纳 208 飞机为例，至少需要 500

小时的飞行经历。由机长或教员带飞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通用航空公

司任务量不饱满，飞行时间的积累过

程更加漫长。一旦成为一名成熟的机

长，飞行员就会成为各个通用航空公

司垂涎的对象。机长频繁的跳槽导致

公司飞行人员队伍不稳定，极大的影

响了通航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高成

本培养的飞行员跳槽，致使公司对飞

行员培训的积极性降低，也会影响公

司业务的发展。

地勤机务人员。刚入职的大学毕

业生，在机务岗位上需要经过长期培

训和锻炼，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才允

许参加飞机维修执照考试。在公司成

熟机械师的带领下，逐步掌握相应的

工作程序和飞机维修的基本技能，考

试合格后才可以由公司授权整机放行，

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些通用航

空公司对新员工的培训基本上是理论

培训，实际操作很少，这便导致了专

业人员专业技术基本功差，专业技能

水平普遍偏低。成熟的机械师频繁的

跳槽，使得专业技术人员出现断层。

一个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从进入公

司到成长为成熟的放行机械师，至少

需要五到 7 年的磨练。培训机构主要

以盈利为目的，这就导致了培训质量

的良莠不齐。而有些机务人员，以公

司为跳板，在公司取得了相应的飞机

维修执照和机型执照后，便离开了公

司，这对公司从投入和管理上都带来

了一定损失。还有一部分机务人员，

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道德品质存在

问题。干工作没有标准，做事情没有

原则，技术水平低下，更谈不上机务

维护作风。有些人，不考虑自己的实

际工作能力和管理能力，在短短几年

时间跳槽达十几家公司，对其所在公

司带来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股权变更、公司高层更迭、公司

高管没有通用航空从业经验、对航空

安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管理水平参

差不齐等公司自身问题，处理不当也

会成为影响公司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 祸 ]

随着通用航空发展持续升温，几
乎每个省都有很多在筹或已经成型的

通航公司。从整体看，通航公司的分

布没有统一规划和布局，发展不平衡。

有的地方，一个城市就有好几家通用

航空公司，在同板块内展开角逐，造

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一弊端在全国

各地热衷兴建的通用航空产业园中体

现的尤为明显，没有长远规划，没有

整体观念。有些地区缺乏市场调研、

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督，盲目引进

机型，由于不合适中国通用航空市场，

而造成机型没有市场竞争力。传统的

通用航空市场处于无序竞争状态，新

的市场没有被开发，也缺乏市场开发

能力。

再看应用领域，以航空测量业为

例，现在国内改装照相窗口的塞斯纳

208B 型飞机，就有近四十架，这还不

包括其它机型。众多公司涌入航测市

场，但测量任务有限，很多飞机利用

率很低，飞机常年闲置。导致公司的

经营状况不佳。

另一个问题，是各地扎堆举办各

类通航展览。通用航空在我国缺乏社

会基础，社会对通用航空不了解，对

通用航空认知有限，市场从何而来？

这一点，几乎都被航展举办方忽略

了。国家级别的航展只有两个，珠

海航展和西安通用航空展。有些地

区为了自己的利益、提高知名度而

兴师动众的举办航展。这些航展规

模不大，但时间相对集中，很多参

展商疲于奔命，耗费了大量的财力

物力，而收效甚微。与其举办航展，

不如开展航空知识普及活动，对社

会公众进行航空认识的普及与宣传，

使通用航空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识

和了解，才是当务之急。

安全第一，正常飞行，优质服务，

应该是所有通用航空企业的工作重心。

安全，是航空企业的生命线。2013年，

通用航空事故率创下历史新高。每一

起事故都由背后很多不安全因所形成

的事故链而形成。而有些航空企业庆

幸自己没有出现安全事故，殊不知，

这种侥幸心理是极其危险的。对航空

安全没有足够的认识，或者认识不到

位才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安全问题。

有侥幸心理的存在，不出事故是偶然

的，发生安全事故是必然的。有的通

航企业，发生了安全事故便计划如何

隐瞒，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心态不

端正，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待安全问题，必须是零容忍。处理

问题，心态要端正，对事不对人，不

能有私心杂念，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正

确的认识与解决，航空安全事故的阴

云将始终笼罩。

我在通用航空领域工作了二十多

年，也算是个老通航人了。有感而发，

看到我国通用航空发展存在诸多问题

感到很着急，也很无耐。以上所述仅

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和大家一起

交流，看清楚问题所在，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如果通用航空的这些问题

不解决，危害将长期存在，那么，通

用航空也很难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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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控基金收购 SINO JET
实现公务航空领域首次跨境整合
Tsinghua Holding Fund Completed Acquisition Process of Sino Jet

珠海航展上，华控基金与中国

商务航空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SINO 

JET）联合对外宣布，华控基金已全资

收购 SINO JET，SINO JET 将在华控

基金的帮助和支持下继续巩固和发展

其以香港为主运营基地的公务航空业

务。这也是华控基金在继 2013 年控股

北京大白熊商务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后，

再次在公务航空领域并购整合优质资

源，实现了中国公务航空领域的首次

跨境整合。SINO JET 是一家以香港为

基地的专业公务航空管理运营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借助高品质服务

能力，3 年时间已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地

区公务机管理运营领域的龙头企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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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该公司管理 15 架公务机。

华控基金与 SINO  JET 此次达成

收购协议，正是基于双方对中国公务

航空市场广阔前景的认同以及对公务

航空公司发展战略、运营模式高度一

致的理解。华控基金也充分认同 SINO 

JET优秀的管理团队、完善的运营体系、

快速发展的态势和广阔的发展潜力，

双方有信心通过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

共同拓展中国公务航空市场的广阔蓝

海。收购后，华控基金将携资本、人才、

技术、管理、市场等优势资源全方位

支持 SINO JET 的发展。 华控基金认

为，中国的公务航空领域拥有巨大的

市场需求，但当前我国的公务机数量

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市场发展发展

潜力非常巨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

济不断增长，公务航空渐入公众视野，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公务航空市场也

呈现出了井喷式发展，相关数据显示，

公务飞机数量年均增长 54.7%，年飞

行量年均增长 66.88%，起降架次年均

增长 65.09%。而随着国家对低空领域

即将放开、鼓励发展通用航空产业等

一系列政策利好的不断出台，公务航

空产业还将迎来更加快速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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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市场广阔前景的认同以及对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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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市场等优势资源全方位

支持 SINO JET 的发展。 华控基金认

为，中国的公务航空领域拥有巨大的

市场需求，但当前我国的公务机数量

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市场发展发展

潜力非常巨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

济不断增长，公务航空渐入公众视野，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公务航空市场也

呈现出了井喷式发展，相关数据显示，

公务飞机数量年均增长 54.7%，年飞

行量年均增长 66.88%，起降架次年均

增长 65.09%。而随着国家对低空领域

即将放开、鼓励发展通用航空产业等

一系列政策利好的不断出台，公务航

空产业还将迎来更加快速的发展态势。

华控基金是境内最早关注公务航

空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之一，并将

公务航空产业称之为民航“皇冠上的

明珠”。华控基金认为，作为高端消

费领域的细分市场，随着通航政策的

进一步放开，以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

成长以及豪数富量持续攀升的助推下，

公务航空产业将呈现出爆发性的增长，

华控基金相信公务航空产业链中的优

秀企业将直接受益于行业增长的红利，

因而在公务航空领域的投资机会进行

了深入挖掘。华控基金已在 2013 年完

成了对北京大白熊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下称大白熊商务航空）的并购，大

白熊商务航空是一家总部和主运营基

地设在北京的公务航空管理运营公司，

致力于提供卓越的高端公务航空服务。 

华控基金此次对 SINO  JET 的收购，

也实现了中国公务航空行业的首次跨

境整合。通过跨境整合境外的公务航

空运营管理公司，将为注册在境外的

中国公务机客户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和飞行便利。众所周知，由于受到政

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注册在内地和

注册在境外的公务飞机在航线申请、

手续办理、飞行便利性和限制、税收

政策等方面有着不同限制和障碍。此

次华控基金的跨境并购整合，有效地

解决了上述问题。SINO JET 以香港为

总部和主运营基地，拥有众多境外公

务航空业务资源，遍及全球的人才和

服务网络，较低的税费及运营成本。

而大白熊航空则是以北京为总部和主

运营基地，拥有国内的航线审批、机

场资源和维修保障服务等优势。并购

SINO JET 后，SINO JET 将与大白熊

商务航空强强联合，形成“境内+境外”

双平台的运营模式，有效整合境内外

的业务、客户、航线、保障等优质资源，

发挥双平台的互补优势和协同效应，

满足客户在境内、境外公务航空飞行

的个性化需求，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

公务飞机服务解决方案。SINO JET 总

裁刘畅女士表示：“SINO JET 成立以

来，一直致力于透过五星级卓越服务，

满足客人所需，令到客人无忧无虑地

尽情享受尊属飞行的乐趣与便利，我

们深知安全、高端、高效、高质量的

客户体验才是行业竞争获胜的关键要

素，也是我们在亚太地区脱颖而出的

关键原因，通过与华控基金及其旗下

优质资源的整合，相信未来我们能够

为客人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华控基金董事李远锋表示：“华

控基金自 2010 年开始深入研究公务航

空产业，此次对公务航空领域的再次

收购充分彰显了我们对公务航空产业

发展的坚定信心。SINO JET 和大白熊

商务航空构建的境内加境外‘双引擎’

的运营模式，将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

力，也会对中国公务航空领域带来深

远的影响。此次收购也体现了华控基

金在并购投资、资源整合等业务中的

核心能力和独特优势，未来，华控基

金将持续关注公务航空产业中的其他

投资机会，进一步沿着公务航空产业

的上下游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深入布

局，分享公务航空产业高速发展的时

代机遇。”  华控基金旗下的并购业

务目前专注于细分产业的并购整合。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缓，大多

数行业的产能的过剩，华控基金敏锐

地意识到了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业务的

巨大空间，在重点关注的医疗制药、

环保节能、先进装备制造、互联网、

文化传媒等行业，深入研究发掘境内

和境外的投资并购机会，以资本纽带，

进行产业的横向和纵向整合，来帮助

企业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扩大市场份

额和提升行业地位，并实现长期的持

续成长。



从 0 至 999 Bucher Leichtbau
公司的中国 EMS 之路
From Zero to 999  Bucher Leichtbau AG EMS Road to China

本刊记者  钱思音

CGAD Reporter  Elaine Q 

记得上次遇到Bucher 集团销售总

监Rolf Kraus 先生与亚太地区销售经

理关丽萍女士，是在今年五月份的上

海。那次短谈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

Kraus 先生的一句话：“我们已经进入

中国市场3年了，但是没有赚到一分钱。”

长期的中国市场战略使得公司在早期阶

段需要投入大量物力财力，从而达到接

触客户、培养市场的目的。

今年 10 月份，空客直升机向北京

红十字会 999 急救中心交付的全国首

架专业航空医疗救援直升机上，安装

了全套 Bucher 公司生产制造的专业应

急救援医疗设备（EMS）。

10 月 28 日“中国首架专业航空医

疗救援直升机启动仪式”结束后，笔

者就 Bucher 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漫长之

路的体会与心得，Bucher 机载医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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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国外的应用，以及对于中国航空

医疗应急救援发展的看法等问题，对

Kraus 先生与关丽萍女士进行了专访。

《 中 国 通 航 博 览 》（ 下

称 CGAD）: 请 您 谈 一 谈 这 次

Bucher 公司与空客直升机和北

京 999 合作项目的意义，以及您

对中国直升机应急救援市场发展

的看法。

         Kraus: 这次中国首架

专业航空医疗救援直升机的交付，不仅

为中国直升机应急救援服务（HEMS）

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也为 Bucher 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新的篇章。这次

交付活动对于各方，都是一件大事。

欧洲企业再一次见证了中国航空产业

发展的又一次革新。

上次见面时，我们就曾谈过“三

年不开张”的话题。虽然我们在直升

机内饰领域具有 60 多年的专业经验，

但同时我们也深刻的认识到，进入一

个全新的市场，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疆

土广阔、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

需要时间、耐心，以及长远缜密的规划。

过去的三年中，我们不断更新对

中国市场的认识。近些年，中国直升

机保有量不断攀升，各直升机生产厂

商、行业研究机构、投资银行等各方，

对这一市场未来发展前景极为看好。

直升机因其方便、快捷、应用广、受

地形、场地等客观因素影响小等特点，

将为更多人所认识与使用。

应急与救援应被视为两个独立体，

它们所涉及的内容不尽相同。在某种

程度上来说，没有装配专业医疗设备

的飞机更适合完成应急工作，而无法

达到医疗救援这一目的。这与很多人

对航空医疗转运与医疗救援定义有所

混淆一样。装配了专业医疗设备的飞

机，不仅可以完成将医护人员快速运

送至病患身边的工作，更能为病患提

供转运期间的紧急处置、病情监测等

一系列专业的医疗服务。我想，中国

HEMS 发展之路，需要更多装配专业

医疗设备的直升机参与进来，为病患

提供快速、专业的航空医疗救援服务。

当然，另一方面，这一事业的发展也

需要健全、专业的保险体制予以支持

和扶持。

CGAD: 关总，请您谈一谈面

对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准备好的

市场，Bucher 计划如何展开工

作？您认为中国 HEMS 发展还

缺失哪些要素？

          关丽萍：由于中国是

一个全新的市场，所以我们首先需要

“给与”，与潜在客户分享我们多年

海外，尤其是欧洲航空医疗救援市场

的经验，如国外救援中心如何运营，

需要哪种 EMS 设备、运营模式、财务

模式、医务人员培训等等。虽然这是

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但我们坚信，

只有帮助客户全方位了解了航空救援

中各个环节，建立了信心，确认了自

己的模式，我们才有市场。

说到中国 HEMS 发展所缺失的要

素，我认为有两点：

空域开放依然是个瓶颈。虽然理

论上低空已开放，但在真正运营中，

还依然有很多限制。

如何加快航空医疗救援保险普及

常态化，决定了中国航空医疗救援的

发展速度和规模。

CGAD: 请问您是如何看待、

处理与各个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

关系的呢？

         Kraus: 我想，不论在

世界哪个地方，各合作伙伴之间都应

是互相认同、互相帮助、互利互惠的

关系。通过 Bucher 多次与全球各地的

伙伴间多次合作的经验来看，专业知

识与经验的分享与结合，是建立健康、

长期伙伴关系的基石。以此次与空客

直升机与 999 的合作为例，我们首先

需要听取 999 在运营中的需要，结合

空客直升机和 Bucher 产品的性能和设

计特点，如果需要，再就 999 提出的

需求进行调整，最终为客户提供实际

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我们在

设备操作方面的培训伙伴 ADAC，也

会根据 999 的需要对他们进行专业及

有针对性的培训。

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架

HEMS 直升机上的救援团队一样，大

家互相依靠，通过长期共同工作的经

历，共同面对问题、处理问题，逐步

提升业务水平，提升安全水准。

谈到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处理，

我想有几点可以与大家分享：

理解文化差异；

通过分析确定合作方式及角色任

务；

研究双方合作战略，如何能够实

现共赢；

任何事情以共赢为目标；

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相互信任，求同存异。

CGAD: 这是中国第一架全医

疗配置直升机，Bucher 设备专

业且操作简便，针对北京 999 的

医务人员又提供了怎样的具有针

对性的机载设备培训呢？

          Kraus：Bucher 公司

与空客直升机公司合作多年，研发出

包括 EC135  在内的多款直升机专用

应急医疗救护系统（EMS）。Bucher 

EC135 EMS 为执行各种专业空中急救

任务提供所有需要的设备。

该系统设计无需特殊工具便能适

装所有设备，客舱布局安排能满足绝

大多数医疗救护任务。当然，客舱部

局安排也可以根据不同客户的特殊要

求进行改动。EC135 EMS  系统中，

组合地板提供了理想的快速拆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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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座椅、担架、中央储物柜等

等都能在极短时间内在组合地板上快

速拆装、移位。除此之外，医疗设备

嵌板将所有医疗器械（如监护仪、输

液泵等等）集中安装在一起。氧气及

压缩气体输出口，电源接口及开关等

也都合并在医疗嵌板上，使医务人员

触手可及，操作方便。

另外，这套系统在一个 STC 下，

基于 4 种基本布局可以衍生出多种不

同客舱布局，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使

用者的不同任务需要。

■ 图：一种 STC，4 种基本布局，多种客舱布局选择

● 重量轻 

● 通过快速释放系统，客舱布局可以快速转换 

● 设备安装及拆卸非常容易，维护方便 

● 在原有的客舱区域安装 

● 全套设备 60 分钟内完成安装 ( 活动部件 ) 

● 通常无需工具可以快速安装及拆卸活动部件 

● 12V/28V 标准电源插座 

● 所有医疗设施都拥有欧洲CE标识 

● 获得 EASA STC 取证 

● 兼容夜视功能，可适用于夜间应急航空救护 

Bucher EC135 EMS 主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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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er 标准 EC135 EMS 主要设备
● 组合地板 

● 侧门或后门置入担架系统 

● 中央储物柜 

● 医疗设备嵌板 

● 输液吊钩 

● 吸痰机单元 

● Oxylog 3000 呼吸机及其固定架 

● Corpuls C3 心电仪及其固定架 

● Perfusor Space 输液系统 

● 机顶轨道板 

● 氧气瓶及其固定架（3x2 升 或 3x 3 升） 

● 前舱、中舱、后舱照明系统 

● 可旋转医疗座椅 

● 固定医疗座椅 

● 储物柜 

● 后门储物单元 

技术产品
Product & Technology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1 71



说到培训方面，前面我们提过，

Bucher 机载医疗设备的客户会得到

来自德国 ADAC 救援组织的专业培

训。他们会根据不同医疗设备和使

用者的需求，设计出附有针对性的

培训课程。当然，通过多方合作伙

伴的长期合作，我们希望与我们的

客户分享 HEMS 运营、管理等各个

环节中积累的经验。同时，我们也

希望向我们的客户传达“安全至上”

的运营理念。

北京红十字会 999 紧急救援中心

首批派出 16 位来自 ICU等部门的医护

人员接受针对 Bucher 医疗设备、空客

直升机使用等培训。同时，ADAC 也

对 16 人进行强化训练。受训后的 16

人团队将正式进入工作状态，分两组

投入紧急医疗救援，实现值一备一的

团队储备。 

CGAD: 对于外企来讲，进入

中国市场的障碍与壁垒都有哪些

方面呢？

          首先是文化背景不同。

这是每个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都会

遇到的问题之一，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我们的思维方式、商业模式、运营模

式都会有很大的差异。那就更不要说

在人际关系处理上的区别了。

第二，语言问题。上一个问题谈

的是不知道如何与潜在客户沟通的问

题。这个问题是技术上不能与客户沟

通的障碍。

这也是很多外国企业一定要选择

专业且有经验，同时对中西方文化有

所了解的华人做为中国市场代表的原

因之一。

第三，中国局方对产品设备的认

证。通常这一环节不仅消耗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难度也可想而知。

第四，有效且庞杂的资源网。对

于外国企业来讲，我们在中国没有当

地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网络，也就缺少

对当地市场有深度的认识与理解，这

也给我们开展业务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第五，在 HEMS 事业发展方面，

无论是从直升机数量、空域、监管、

运控，还是从对航空医疗救援这一

课题的认识方面，中国都还处在起

步阶段。所以，市场上肯定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因素，当然这也正式机

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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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sna & CAIGA Held 1st Floatplane Operators Conference in China

赛斯纳与中航通飞隆重召开

       中国首届民用水上飞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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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水上飞机运营商大会】主办方与到会嘉宾参观赛斯纳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水陆两栖飞机并合影



2014 年 12 月 13 日，赛斯纳飞机

公司与其在华合资企业——石家庄中航

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共同协力，在其石

家庄工厂隆重召开中国首届水上飞机

运营商大会。此次大会汇集了区域市场

内众多行业人士，共同探讨民用水上飞

机的发展趋势与未来挑战。赛斯纳飞机

公司是德事隆集团（纽约证交所代码：

TXT）旗下德事隆航空的子公司。

来自国内外水上飞机运营商、制

造商、零部件供应商以及航空解决方

案供应商的众多业内代表了出席 12 月

13 日至 15 日的盛会，聆听专家对产

品的深入讲解，并亲临生产车间参观

赛斯纳加长型大篷车 208EX（Cessna 

Grand Caravan 208EX）。

“建立飞机业主社群是中国通

用航空业长期发展的重要一步，”德

事隆航空中国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比

尔·苏尔茨（Bill Schultz）先生表示，

“为中国客户提供最好的飞机产品是

我们的头等要事，其次便是为通航发

展迅速的区域市场中的运营商提供知

识培训。此次水上飞机运营商大会在

中国通航历史上是首次，我们作为主

办方感到非常激动。” 

赛斯纳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水陆

两栖飞机能以超过 160 节（约 296 千

米 / 小时）的速度飞行 800 海里（约

1,482 千米）以上，它配备加普惠

PT6A-140 涡轮发动机，动力达 867

马力，以便捷、经济的方式维持可观

的运行签派率。该款飞机是市场中最

大的单引擎水陆两栖飞机，使之在涉

水任务中脱颖而出。赛斯纳加长型大

篷车 208EX 水陆两栖飞机可搭载 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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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并可在浮筒中的防水储藏箱内

装载货物。

赛斯纳飞机的浮筒制造商Wipaire

有限公司也参与了此次盛会，“在赛斯

纳大篷车系列飞机，包括此款加长型大

篷车 208EX 涡桨飞机上加装 Wipline 

8750 型浮筒，便可轻松将其变形为多

功能的水陆两栖飞机，以适应更多复

杂环境的飞行作业。Wipline  8750 型

浮筒特为高要求飞行任务设计，为高

载荷的飞机提供更多轻便，而船体形

状的浮筒设计也改善了飞机在复杂水

域的飞行表现。”Wipaire 有限公司的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Chuck Wiplinger

表示，“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是加装

浮筒的理想机型，我们很荣幸可以参

与此次飞机运营商大会。”

自 1985 年第一架大篷车飞机面

世，赛斯纳已经生产了超过 2,400

架大篷车飞机。赛斯纳自 2013 起

开始交付升级版的加长型大篷车

208EX，该款飞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

执行多种飞行任务，服务于俄罗斯的

航空公司、夏威夷和加勒比群岛的旅

行社、美国的建筑和能源企业、非洲

的野生动植物救援组织，以及中东的

航空俱乐部。

会议期间，我刊采编员就以下问

题对德事隆航空中国业务发展高级副

总裁比尔·苏尔茨（Bill  Schultz），

德事隆航空大中华及蒙古地区国际销

售副总裁吴景奎（Kevin Wu），德事

隆航空中国战略与业务发展副总裁史

建元（Mike Shih），石家庄中航赛斯

纳飞机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昌进行了

交流。

■【首届水上飞机运营商大会】德事隆航空中国业务      
    发展高级副总裁比尔·苏尔茨（Bill Schultz）
    致开幕辞

■【首届水上飞机运营商大会】赛斯纳大篷车水陆两栖
    飞机浮筒制造商 Wipaire 公司代表讲解浮筒产品

■【首届水上飞机运营商大会】中航通飞华北飞机工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崔章栋先生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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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航博览：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现在政府对于通航在

公共事业领域的支持，包括资金上的

扶持越来越大，根据大篷车 208 水陆

两栖飞机的特性，我们会不会在医疗

的救援、转运、森林灭火包括海上的

救援方面跟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更深层

次的沟通？

比尔·苏尔茨：当然，从中央政

府特别是通过民航局法规管理方面来

说，他们是很支持运营类法规的发展，

但是实际的运营我们还是要跟当地的

政府、局方的要求来配合，来帮助他

们发展诸如此类的业务。

我们最近有机会去到南宁，跟当

地的省政府还有市政府也谈过对于水

上飞机的运营的问题。我们与政府讨

论他们对于通用航空发展的计划，他

们也提到了希望在广西不同的地点建

设大概 20 个通用机场。南宁市政府其

实也带我们去看一个点，他们在那里

准备筹建通用机场。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市政府带我们去参观地点时，我

们发现机场跑道旁边就是一条很宽的

河，他们也考虑将此作为水上飞机起

降的一个基地。当地的市政府邀请我

们去，最主要是希望德事隆航空给他

们一些建议或者意见。

其实，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地

方政府对于发展通用航空拥有一定远

见。可能过去很多大城市都靠近海港，

但是我们现在发展到内陆城市时，很

需要的是机场，类似交通系统的建设

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现在越来

越多的地方政府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因此他们计划发展通用航空来带动城

市发展，因为可以吸引到多元的投资，

包括私人的投资、企业的投资，以及

外资投资。    

中国通航博览：现在大家对水上

飞机的业务还是基本停留在观光旅游，

当业务开展多了以后，中国除了有非

常长的海岸线，还有非常广阔的内陆

的湖泊、河流。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

从业人员，对于内陆的一些湖泊、河

流是否适合水上飞机起降、是否适合

建水上飞机码头等，都不是非常了解。

还有一个就是专业人才的缺失。在这

几个条件制约下，会不会对 208 两栖

飞机的销售带来一些困难，如果有困

难的话，那么咱们这边可能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市场营销的策略来解决这个

问题？

吴景奎：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

客观存在。正是因为我们看到比较强

的需求，所以今天我们组织这个活动，

我相信类似的活动还会更多，而且我

们也会协助解决您说的那些问题。今

天与会的嘉宾还会讲到水域的探测、

临近机场空域的划分。

另外刚才的大会提到为什么要专

门有一个ACP（Avi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航空合作项目）的建设，我

也简单解释一下，我以前是ACP里面

通用航空委员会的联席主席之一，我们

从美国申请了接近 100 万美金，来配套

做几个项目，其中的一个项目是水上飞

机运行。那么，厂家和其他的咨询公司

配合民航局来做这个项目，其中主体是

一个大咨询公司，是专门给FAA做咨

询的，这个咨询公司今天也在场。我希

望通过这两天的交流，得到一些真知灼

见，然后把这些东西今后形成规章，将

来推行起来。

我想您第一个问题，刚才比尔·苏

尔茨先生是从宏观角度讲的，你刚才提

到的那些作业任务，都是大篷车 208 非

常擅长的作业范围，这也是为什么它被

称为“空中多面手”。我想强调的是，

那些特殊作业从技术角度讲，都需要改

装，像航拍、航测，加装设备物探，

加上专门的设备，这些都需要经过局方

批准的机构来改装。大篷车 208 的这些

作业在国内都可以通过改装实现，类似

的其他产品在国内几乎都没有改装的能

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大篷车 208 广受

市场欢迎的原因之一。产品好、服务好，

额外附加值服务，再加上利用我们在国

内国外所有的资源，无偿地为客户和局

方创造沟通平台，来协助局方和运营商

共同完善相关法规，这些举动，我相信

只有行业领导者才愿意并有能力去做。

谢谢！ 

文 钱鹏

■ 图：《中国通航博览》与德事隆航空中国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比尔·苏   

    尔茨（Bill Schultz）交流

以下附《中国通航博览》对德事隆航空高层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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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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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可靠
一旦拥有性能可靠且用途多样的加长型大篷车，无论是公务出行，

还是个人探险，您都可泰然居之。加长型大篷车配备性能更强的 867

轴马力 PT6A-140 发动机，较前代产品爬升率和巡航速度更出色，

并在要求严苛的高温、高原环境和水上操作中表现更胜一筹。加长型

大篷车为极具挑战和艰巨的任务量身订造，能够提供高载荷，并可在

短距离、草地或砂石跑道上起降，同时具有单发飞机经济、简易等优势。

● 加装全新 867 马力加普惠 PT6A-140 发动机，动力更强劲

● 配备数字式GFC 700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的G1000 航电系统

● 固定起落架性能可靠，适用于未铺设的简易跑道

● 便于装载超大型货物的大型货舱门

● 独特的机身设计，提供了绝佳的机舱空间以及头部及肩部空间

● 选装的货物吊舱可提供 3.14 立方米的额外存储空间

● 可选装浮筒改装成为水上飞机或水陆两栖飞机

（十四座） （十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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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通用航空专项资金预算方案
单位：万元

单位 补贴总额 作业补贴 执照补贴

精功（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9 9 

北京首航直升机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509 365 144 

北京天鑫爱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00 76 24 

国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91 155 36 

青山绿水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53 153 

海直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983 935 48 

东方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665 665 

天津拓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60 60 

河北遨司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6 4 12 

石家庄冀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53 81 72 

山西三晋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33 233 

山西成功通用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20 72 48 

通辽市神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21 121 

鄂尔多斯市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503 455 48 

呼伦贝尔天鹰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92 292 

呼伦贝尔中航通航公司 24 24 

上海和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0 18 12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18 94 24 

上海中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40 104 36 

上海中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6 16 

上海东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96 96 

上海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6 6 

上海启德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2 12 

南京若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27 3 24 

常州江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81 181 

江苏华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844 844 

江苏华西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5 5 

浙江东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40 140 

安徽蓝天国际飞行学院有限责任公司 84 84 

安徽鼎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 1 

江西长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57 57 

山东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783 759 24 

山东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47 63 84 

山东黄河口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61 61 

山东高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24 88 36 

青岛翔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5 35 

青岛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 1,104 1,104 

青岛九天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司 48 48 

山东南山国际飞行有限公司 156 156 

安阳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36 36 

河南蓝翔通用航空公司 97 97 

河南贯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41 5 36 

河南中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 1 

湖北楚天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26 214 12 

荆门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31 21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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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补贴总额 作业补贴 执照补贴

湖北同诚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074 1,050 24 

湖北银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13 113 

湖北蔚蓝国际航空学校有限公司 24 24 

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72 72 

武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59 359 

衡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61 25 36 

湖南华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64 52 12 

中山雄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0 18 12 

珠海中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47 251 96 

广州穗联直升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94 146 48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直升机分公司 1,277 1,013 264 

广东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9 39 0 

珠海瀚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2 12 

深圳金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2 12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本部） 2,481 2,385 96 

海南亚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8 38 

美亚旅游航空有限公司 1 1 

海南三亚亚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 3 

海南亚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24 24 

重庆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 3 

飞行学院重庆通用航空培训有限公司 12 12 

四川西华通用航空公司 118 70 48 

四川奥林通用航空公司 92 68 24 

四川三星通用航空公司 226 142 84 

四川西林凤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09 37 72 

四川驼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2 2 

云南英安通用航空公司 303 303 

云南通用航空公司 15 15 

成都大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24 24 

云南瑞锋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36 36 

西安直升机有限公司 463 451 12 

中飞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316 244 72 

榆林波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4 2 12 

敦煌飞天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3 1 12 

沈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482 470 12 

东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976 964 12 

辽宁鹏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237 225 12 

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8 8 

白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86 186 

吉林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56 56 

齐齐哈尔鹤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647 623 24 

大庆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37 137 

黑龙江凯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05 305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2,354 1,898 456 

北大荒通用航空公司 2,915 2,771 144 

新疆开元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90 190 

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194 1,182 12 

新疆天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 36 0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