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nsor

 Advisory Committee
啟

 Publisher

 Chief Editor

 Deputy Chief Editor

 Editorial Director

 Executive Managing Editor

 Special Column Editor 

 Art Design

 Proofread

 Editors

 Distribution & Marketing 

137-186-53816  86-10-84163366
86-10-84163077
101312

E-mail:criga@criga.org
bianji@criga.org

http://www.criga.org
13 E 401

羊年春天已经来到，吹面不寒的春风总给人温润舒心的感觉，也悄悄地唤醒着

大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致。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加快推进通用航空立法这一

课题得到提议，通用航空市场能否被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这股“春风”吹醒，我们将

拭目以待。

中国公务机市场前几年增长速度迅猛，这几年增速较前几年虽有放缓，但仍以

每年 20% 的增长速度稳居世界公务机市场增速第一位。影响中国公务机市场发展的

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宏观政策改革后，缺少具体实施细则的落地。第二，机场、

航路资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缺乏。第三，社会对公务机交通与商务工具属性认知的

匮乏，以及对公务机的“妖魔化”报道都严重制约了公务机的发展。第四，航空文

化的缺失也限制了公务机的发展。

从宏观角度来讲，公务机金融租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公务机市场的战略制定。

在制定战略时一定要将市场低迷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否则这就不是一个完善的长期

战略。在遇到市场低迷情况时，公司需要调整相应的战术，而非战略。从微观来看，

公务机金融租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专业性极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业务的专注与

人员的专业性。

市场发展有两种推动力：一是资本的推动，二是文化的推动。资本推动力量大，

发展速度快，但会出现深度不足的问题；文化推动速度慢，但发展更为深远、厚重。

所以，民生金融租赁在销售公务机的同时，更将在行业内外宣传公务机、航空文化、

教育客户视为自己的使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公务机市场的发展，与民生金

融租赁所付出的努力息息相关。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无论迎接我们的是风雨还是彩虹，我们都将牢

记做为通航人的使命。

公务机市场发展

与公务机金融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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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应河南丰荣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华诺投资有限公司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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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批准筹建吉林天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

该公司拟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使用罗宾逊 R44 型直升机，从事空中游览、空中拍照、城市消防和空中巡查等通用

航空经营项目，筹建期限为 2014 年 12 月 8 日至 2016 年 12 月 7 日。

东北管理局批准筹建吉林天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11 日，民航华北局向宏升公务机航空有限公司核发了《商业（非运输）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合格证编

号为G-0085-HB，这标志着河北辖区第 9家 91 部通用航空公司正式进入商用运行。 

宏升公务机航空有限公司主运行基地位于唐山三女河机场，办公地点位于唐山市区。公司运行机型为 R44 直升机，从事

一般商业运行。

宏升公务机航空有限公司获运行合格证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应自然人曹玉权、李丽红、王金平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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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批准筹建黑龙江省北安农垦田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

该公司拟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以佳木斯佳西机场为基地机场，使用运五 B 飞机，从事航空摄影、空中广告、空中

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航空护林、空中拍照等通用航空经营

项目，筹建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7 日至 2017 年 1 月 6 日。

东北管理局批准筹建黑龙江省北安农垦田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应自然人孙童阳、李多杰坚赞、潘瑞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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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批准筹建吉林天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

该公司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以通化三源浦机场为基地机场，使用运五 B 型飞机，从事航空摄影、空中拍照、空

中巡查、航空护林、防治农林业病虫害等通用航空经营项目，筹建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7 日至 2017 年 1 月 6 日。

东北管理局批准筹建吉林天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应辽宁锐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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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其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许可变更后，辽宁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经营范围为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

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草原灭鼠， 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使用限制类适航证的航空器从事私用飞行

驾驶执照培训、航空运动表演飞行、个人娱乐飞行，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东北管理局批准辽宁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应自然人王颖欣、王皓欣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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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建黑龙江鲲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

该公司拟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以佳木斯佳西机场为基地机场，使用运五 B 型飞机，从事航空摄影、空中广告、科

学试验、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航空护林、空中拍照等

通用航空经营项目，筹建期限为 2014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7 日。

东北管理局批准筹建黑龙江鲲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应辽宁通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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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批准颁发辽宁通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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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号；企业名称为辽宁通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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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刘晓峰；经营项目为航空物探、空中游览、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摄影、空中广告、个人娱乐飞行；许可有效期限

为 2014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4 日。

东北管理局批准颁发辽宁通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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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哈尔滨昊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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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批准颁发哈尔滨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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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号；企业名称为哈尔滨昊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企业地址

为哈尔滨市阿城区检察院干警高层住宅楼 2-2302；基地机场为加格达奇嘎仙机场；企业类别为有限责任；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贰仟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维国；经营项目为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虫害、

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许可有效期限为 2014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9 日。

东北管理局批准颁发哈尔滨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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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百立联合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5 日取得了通用航空公司的筹建资质。筹建有效期为 2013 年 2 月 5 日至

2015 年 2 月 5 日。2015 年 1 月 21 日，你公司向我局递交了《甘肃百立联合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关于延长筹建期的申请》，我局

依据民航局《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和民航甘肃监管局《通用航

空筹建认可管理办法》对你公司上报的材料进行了审核，经研究决定同意延期申请，延长期一年，筹建有效期至 2016 年 2 月

5 日截止。

甘肃管理局关于百立联合通航延长筹建期的批复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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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通飞华北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原石家庄飞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厂区由石家庄市北二环西路 19 号搬迁至石家庄市

栾城区窦妪镇衡井路 99 号，由于生产设施搬迁需要生产许可的重新审定，通过严格审核后，华北局为中航通飞华北飞机工业

有限公司颁发了Y5B系列飞机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 PC0026A），公司重新获得生产批准。

中航通飞华北飞机工业公司获生产许可证
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

应庆阳皓翔通航申请，在征求民航甘肃监管局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经审核，申请材料基本符合《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管理规定》（民航总局令第 176 号）第九条的要求，同意颁发《通用航空企业筹建认可通知书》。 

企业筹建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民航有关规定。在获得经营许可前，不得开展任何通用航空经营性飞行活动。

甘肃管理局同意庆阳皓翔通航筹建申请

《中国通航博览》2015 年 1 月刊更正说明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

巴航工业飞鸿 300 蝉联全球公务机交付之最
Embraer’s Phenom 300 is the most delivered business jet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据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 (GAMA) 报道，2014 年，巴西

航空工业公司飞鸿 300 轻型公务机以 73 架的交付量再度荣

膺全球公务机交付榜首。2013 年该机型共交付 60 架，成为

年度公务机交付数量之最。“非常感谢客户对飞鸿300的钟爱，

这是一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机型，在设计过程中吸纳了广泛

的客户意见和建议。”巴航工业公务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

尔科·图里奥·佩莱格里尼 (Marco Túlio Pellegrini) 表示，

“这一成就再度印证了我们将始终为客户提供最高水准的支

持和服务的承诺。”

自首架飞鸿 300 投入运营以来，短短五年时间，已有

250 架飞鸿 300 飞机服务全球用户，占据轻型喷气公务机机

级别 57％的市场

份额。该机型目

前 在 全 球 20 多

个国家运营，累

计飞行时间近 20

万 小 时。 飞 鸿

300 堪称飞行速

度最快的轻型公

务机之一，并于近日在美国从贝灵汉，华盛顿州始飞到奥尔

巴尼，纽约州的横跨全国飞行中创造了国家航空协会（NAA）

的飞行速度记录。

空客直升机推出 H160 中型双发直升机
Airbus Helicopters Unveils H160 Medium Twin

2015 年 3 月 3 日，空客直升机在美国直升机博览会上

发布了业界期盼已久的 H160 中型双发直升机，该机型将成

为阿古斯特维斯特兰 AW139 直升机在 12 座直升机市场中的

劲敌。该机型全新的设计搭载降低运营噪音的 Blue Edge 主

桨片，倾斜的后尾螺旋翼能够承担更多的载荷。同时，H160

配有空客直升机研发且已安装在 EC145T2 和 EC175 直升机

上的 Helionix 航电系统。H160 由全复合材料制成，配置了

能够提升主螺桨效能的双平尾稳定器和电驱动起落架。空客

直升机在此次直升机展中展示了一架 1:1 的模型机。H160

计划于今年首飞，并于 2018 年进入市场。

H160 直升机可为搭载 12 人的离岸石油天然气任务提

供一级起飞性能，活动范围在 120 海里内。在搜救配置下，

H160 可实现 5000 英尺的无地效悬停，在 20 分钟燃油储备

量下完成 450 海里的飞行任务。H160 巡航速度为 160 节，

空客直升机计划于明年开始接受订单。

H160 开启直升机重命名计划 

所有的空客直升机产品名称将由 H 替换原有欧洲直升

机的 EC 首写字母缩写。法国宇航遗留下来的 AS 首字母将

得到延续。唯一一个例外情况是 AS350B3e Ecureuil/AStar

　　　　　　　　　　（图片来自雷达 wang 的直升机） （图片来自雷达 wang 的直升机）

经民航陕西安全监督管理局批准，同意陕西通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建西部飞龙通用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筹建认可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如下： 

筹建单位名称：西部飞龙通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拟从事：私用或 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陆上石油服务、直升机机外载荷飞行、人工降水、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

公务飞行、直升机引航作业、航空器代管业务、出租飞 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气象探测、科学实验、

城市消防、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 业病虫害、草原灭鼠、防治卫

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筹建期限：自二○一五年二月十日至二○一七年二月九日止 

该单位在取得通用航空企业许可证之前，不得开展通用航空经营活动。

关于同意西部飞龙通航有限公司筹建的公告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

各位尊敬的读者，我刊 2015 年第一期中“赛斯纳与中航通飞隆重召开中国首届民用水上飞机大会”一文，由于编

辑部原因，出现稿件错误，特发此更正说明。

具体内容：

1. 内文 75 页，右侧第二张照片标注错误，正确标注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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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内文 77 页，飞机型号标注错误，正确为 208EX

3. 内文 75 页最后一段文字中，在比尔·苏尔茨之后的应该是德事隆航空“战略与业务发展副总裁史建元（Mike 

Shih）”，之后是德事隆航空大中华及蒙古地区销售副总裁是吴景奎（Kevin Wu），最后陈国昌的抬头是石家庄中航

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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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命名为 H125。未来，单发与双发直升机将不再通过直

升机名称后的 0或 5来区分。 名称末位的“M”则表示该架

直升机为军用版本。

以下是各款直升机的新旧名称对比：

EC120 Colibri= H120

AS350 B3e Ecureuil/AStar = H125

AS355 Ecureuil/TwinStar = AS355

EC130 = H130

EC135 = H135

EC145 = H145

EC155 = H155

AS365 Dauphin = AS365

EC175 = H175

AS332 Super Puma = AS332

EC225 Super Puma = H225

塞斯纳 Latitude 公务机下线
Cessna Rolls Out Production Citation Latitude

阿古斯塔韦斯特兰计划于费城生产 AW609
AgustaWestland To Build AW609 in Philadelphia

在近日的直升机博览会上，阿古斯特维斯特兰宣布该公

司将于其费城工程生产 AW609 民用倾斜旋翼飞机，大部分

飞行测试活动也将移至美国。该公司同时宣布为 609 进行了

航程和载荷方面的提升，短距起降最大起飞重量将达到或超

过 17500 磅，无燃油储备标准航程为 750 海里，带副油箱标

准航程为 1100 海里。25000 英尺最大巡航速度为 275 节。项

目经理 Clive Scott 表示，希望 AW609 可以在价格方面较

传统超中型直升机更有竞争力。直升机计划于 2017 年取得

FAA认证，并于 2018 年开始交付。

Scott 表示，自 2011 年阿古斯特维斯特兰从贝尔直升机

买下全部项目产权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进行了系

统调整和机身改造。两架原型机（一架在德克萨斯州，一架

在意大利）共累积了 1000 测试飞行小时。另外两架测试用

飞机将被放置于该公司费城工厂处。

中国订单推动贝尔 2015 增长预期
China Order Boosts Bell’s Expectations of 2015 Growth

开展农业喷洒作业的齐齐哈尔昆丰通航订购了两架贝尔

407GX直升机，并签订了 5架贝尔 505 Jet Ranger X 直升

机的购买意向书。该订单签署于 2015 年 3 月 2 日，这也是

贝尔直升机从中国大型农业集团得到的第二笔订单。贝尔直

升机中国区副总裁 Chris Jaran 表示：“过去一些年中，齐

齐哈尔昆丰通航通过直升机租赁来构成自己的机队。如今，

我们很高兴他们能够选择贝尔直升机来建立自己的机队。”

运营环境的放宽刺激中国市场对民用直升机需求的增长。

在正式对外宣布奖状 Latitude 公务机项目 3 年后的 1

月 29 日，塞斯纳公司在建成组装线 7 个月后，在其位于威

奇托的工厂内，正式推出该公司第一架奖状 Latitude 公务

机样机，这使该机型今年的取证工作又推进了一步。塞斯纳

在 Latitude 符合工效学设计的工具台上安装了全新的自动化

机器人。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CEO Scott Ernest 表示：“我

们通过对生产流程创新的投入，使产品投资延展并超越了

飞机设计和性能的需求。塞斯纳于 2014 年 2 月首次试飞奖

状 Latitude 原型机，现共有 4 架飞机用于测试项目，完成

了 500 次飞行任务，累积了 1200 小时。最终确认的飞机在

最近的 NBAA 大会上进行首次展示，并完成了北美地区的

巡展。塞斯纳飞机公司母公司德事隆航空主席及 CEO Scott 

Donnelly 表示，客户对这款飞机的反应积极，尤其对宽大的

客舱和 2700 海里的航程表示满意。公司预计将于 2015 年上

半年完成取证工作，下半年交付客户。Donnelly 表示：“飞

机测试项目进展顺利，飞行表现棒极了。”

2014 美国加拿大商务航空飞行量大增
Bizav Flying in U.S. and Canada Soars in 2014

公务机制造商反对安装飞机追踪系统
Business Jet OEMs Against Installment of Jet Tracking System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公务航空协会（IBAC）于 2 月 3

日称，客户群体多为富豪权贵的公务机，不应该接受联合国

关于飞机制造商安装飞机追踪系统的提议。国际民用航空组

织（ICAO）在去年 3 月马航客机失联后提议商业飞机安装

可弹射飞行记录仪，并希望他们更频繁地报告所在的位置，

目的是帮助救援人员更快地找到失踪的飞机。IBAC 代表公

务机制造商表示，该提议不适用于 19 或更少座级的飞机。

该协会ICAO联络处主管彼得·英格尔顿（Peter Ingleton）称：

“当他们为安全买单时，他们更想要物有所值。安装和部署

追踪系统似乎没什么价值。”英格尔顿称，在大型商业客机

安装新安全设备的额外成本更小，而小型公务机乘客数少，

因此对客户来说将会提高飞机的费用。（通航资源网 蔡碧

金 /编译）

Argus 公司数据显示，2014 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商务航空

飞行量上升2%，是自2008年来表现最好的一年。该公司表示：

“2014 年上半年飞行活动开门红，整体上涨 1.6%，第二季

度增幅达到 2.4%，表现更佳。”135 部飞行活动较 2013 年

上升 3.9%，维持良好状态。91K 部的产权共享飞行活动上

升 1.2%，91 部私人飞行运营商增幅为 1.1%。从飞机类别数

据来看，Argus 表示，市场数据连续两年显示出对以大客舱

喷气机为首的喷气飞机的强烈需求。大客舱喷气机飞行量去

年上升了 6.2%，中型和轻型公务机分别上升 4% 和 2.5%。

虽然第四季度整体上升 2%，但涡桨飞机飞行量较 2013 年还

是下降了 1.5%。产权共享轻型喷气机为年度飞行量冠军，

整体上升 23.6%。Argus TragPak 数据提供“在美国和加拿

大进行 IFR飞行的所有编号飞行器的抵达和出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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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L 推出伦敦首个直升机快递服务
DHL Launches First Helicopter Express Service in London

空客直升机 2014 销售交付情况平平
2014 Sales, Deliveries Flat at Airbus Helicopters

空客直升机宣布2014年该公司交付情况同比略有下滑，

期待 2015 出货比例将有所提高。2014 年空客直升机共交付

471架直升机，收到402笔订单，两个数据同比分别下降5%。

公司 CEO Guillaume Faury 表示，去年全球交付的 736 架

民用和公用直升机中，空客直升机占据 44% 的交付量。自

2008 年高峰后，空客直升机在民用和军用旋翼机的两方面的

生产均有巨大变化，2014 年，轻型单发直升机交付下降至

223 架，重型双发直升机升至 101 架。

中国市场民用直升机共交付 29 架，在美国之后，排

名第二。空客直升机将于今年协助中航直升机完成第一架

AC352 的飞行工作。同时，空客直升机已经感受到了俄罗斯

经济低迷所带来的痛苦，UTAir 继去年提取了其 14 架 E175

直升机其中一架直升机外，推迟了对其余 13 架直升机的提

取工作。Faury 预测，今年预定情况将反应出对新近进入服

役阶段的 EC175 直升机喜爱的重燃。同时，他认为油料价格

下跌会为直升机创造一大机会。“最为盈利的板块（离岸）

不一定是在离海岸线最近的板块。”

全球领先的国际快递服务供应商 DHL 近日宣布，在伦

敦推出当地首个直升机限时快递服务。DHL 的新式直升机

限时快递服务摆脱了交通拥堵的限制，将显著增强美国与英

国主要金融中心之间的联系。来自纽约、波士顿以及芝加哥

的紧急文件将确保次日抵达伦敦金融中心，转运时间减少至

一天。该直升机快递服务班机每日一班，连接 DHL 希思罗

转运枢纽与伦敦市中心。直升机可摆脱拥堵的地面交通，将

到达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与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时间最多缩短一小时。DHL 快递人员将接替运

输直升机，完成最后一英里的派送任务，将快件送达各个金

融、咨询和法律机构。

DHL 快递欧洲区首席执行官约翰·皮尔逊（John 

Pearson）表示：“DHL 快递的这项服务将为客户提供更加

便捷、更加可靠的快递体验。特别是对于金融和其他专业性

机构来说，时间就是财富，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求创新的、更

加高效的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通过推出英国市场的首个

直升机限时快递服务，我们进一步践行 DHL 的承诺，为英

国企业和全球市场搭建沟通的桥梁，在全球贸易活动中为他

们提供有力支持。”这是继纽约和洛杉矶的直升机快递服务

成功实践之后，DHL全球航空网络第三次引入该项直升机服

务。DHL的直升机快递服务由贝尔 206“喷气突击队”（Jet 

Ranger）执行，该机型由Heli-Charter公司负责运行维护，

可以运输超过 300 公斤的信件和包裹。 猎鹰 8X 公务机首飞成功
Falcon 8X First Flight Succeeded

据某媒体报道，下线仅一个半月后，达索猎鹰系列公务

机的最新旗舰机型——达索猎鹰 8X 于 2 月 6 日成功进行了

首飞，正式拉开了这一机型飞行测试的序幕。

法国当地时间 2 月 6 日 14：00，一架生产序列号为

九天飞院成功收购美国 IASCO 航校
Jiu Tian Flying School Acquired IASCO 

2014 年 10 月， 九 天 飞 院 与 美 国 IASCO（IASCO 

FlightTraining）航校签署收购协议，IASCO 航校正式纳入

九天旗下，成为九天在美国的飞行培训机构。美国 IASCO

航校坐落于美国加州雷丁市，是 FAA 及 CAAC 认证的 141

航校。该航校从 1971 年建校，目前已有 44 年的历史，拥有

丰富的飞行培训经验。学校共有资深教员 54 人，教学飞机

36 架，其中 Cessna 飞机 25 架，高性能机 2 架，BE-76 飞

机 7 架，PA44 飞机 1 架，特技飞机 1 架，FTD 模拟教学

机 5 台。IASCO 不仅为各国航空公司培养飞行员，还与美

国中央华盛顿大学合作，联合培养高等学历的职业飞行员。

目前，IASCO 中国学员训练容量为 180 人，培训课程以航

空公司驾驶员执照课程（230 小时）和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

课程（20/50 小时）为主，可将国内航空公司的委培学员直

接送往美国接受飞行培训。（极飞网）

进行首次飞行的达索猎鹰 8X 公务机及伴飞的达索阵风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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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博梅卡引入 3D 打印技术 提升引擎零部件生产能力
Turbomeca Introduce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for 
Engine Components

世界领先直升机引擎厂商透博梅卡（赛峰）正在其法国

博尔德工厂内建设全新的生产线。在多年的试验后，透博梅

卡终于将增材制造或更为广为人知的 3D 打印技术，应用到

一系列零部件生产的过程当中去。博尔德厂区是其为法国航

空航天推力产业生产 3D打印零部件的第一个工厂。

Arrano 测试和最终产品将引用由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

（SLM）制成的喷油器喷嘴。这一先进技术也将被使用在

Ardiden 3燃烧器回旋式喷嘴上。在最为前沿的涡轴引擎中，

这些均为透博梅卡最新型号。增材制造技术可生产零部件的

3D CAD 模型。与传统生产流程（锻造与机加工）不同，增

材技术不是建立在去除的基础上，而是制造出由多层 20-100

微米厚的材料制成的零部件。

通过 SLM 技术，电控激光头对放置在镍底超合金粉末

中的金属进行加工，熔至所需形状。增材制造技术同时简化

了制造流程。传统工艺制造的喷油嘴由多种不同的零部件制

成。Arrano 零部件的零部件则是完整一体，并能提供更好的

喷油和降温功能。已有一台 SLM 设备投入使用，并通过了

批量生产的认证，其他设备将在未来几年逐步到位。增材制

造技术是透博梅卡“Future Line”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

在提升公司生产能力。通过引入例如增材制造技术和 HVOF

喷涂等前端技术，透博梅卡将显著地提升其在博尔德的零部

件和涡轮叶片的生产制造能力。

01 的达索 8X 测试飞机在达索公司波尔多梅里尼亚厂区

（Bordeaux-Merignac）起飞。这架飞机在 5000 英尺高

度进入平飞阶段，并收起起落架，后爬升至 15000 英尺高

度进行了飞机操控和相关系统的测试。随后，飞机爬升至

FL400，速度也提升至 0.8 马赫。最后，飞机于当地时间

15：45 着陆，成功完成了首次飞行。

飞行结束后，试飞员 Eric Gérard 总结道：“这架飞

机的操纵性能极佳。我们完成了首次测试的所有预定任务，

在几个测试项目上甚至超越了原目标。我们有信心余下的飞

行测试将会一直这样顺利。”

接下来的飞行测试中，三架猎鹰 8X 测试飞机计划在 14

个月的时间里完成总计 550 个飞行小时的飞行测试。该机型

预计在 2016 年中期取得型号认证。

猎鹰 8X公务机于 2014 年 5 月在欧洲公务航空会议及展

览会（EBACE）上正式面世，并于同年 12 月 17 日下线。这

架飞机装配三台普惠PW307D发动机；标价约为5800万美元；

可在 0.8 马赫的速度下，搭乘 8 名乘客和 3 名机组人员，达

到 6450 海里的航程，是猎鹰系列公务机中航程最远的机型。

（民航资源网 编译 | 杨林）

我国通用航空产业首个创投基金获批
First GA Industry Innovation & Investment Fund 
Approved In China 

记者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旗下中船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获悉，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正式批复由

中船电科发起设立湖南乾瑞航空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的申请。

这不仅是中船集团首次发起设立产业创投基金，也是我国通

用航空产业第一支产业创投基金。该基金设立后将主要用于

发展中船电科及其旗下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主营业

务，以促进中船集团通航产业、信息与控制业务板块实现跨

越式发展。

据了解，自 2009 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实

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开展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参股设

立创业投资基金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我国已有 100 多支

新兴产业创投基金成功获批，覆盖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

航空航天、先进装备制造等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

随着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进程的加快，中船电科与海丰通航正

式开启了中船集团由军用航空器保障及装备的科研、生产和

工程服务等业务向通用航空领域转型的大幕。

“我们在布局通航产业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参与通航产业基地、示范基地和通航机场的建设，也需要通

过拓宽融资渠道，尽快将海丰通航的技术与产品实现项目落

地。”中船电科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产业创投

基金能够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吸纳社会资金、撬动国家资源，

助力未上市企业在创业发展的早期开拓市场，迅速提升市场

竞争力。与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相比，产业创投基金最大优

势在于获得投资的企业无需承担任何债务利息，不会带来财

务风险。 

根据《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相关规定，自 2014 年 1 月起，中船电科联合其他 4

家合伙人发起成立了湖南乾瑞航空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

为基金管理公司，以募集资金并向地方、中央政府有关部门

进行基金申报工作。最终获批的产业创投基金总规模为 2.63

捷德航空 - 美国 SIMPLEX 设备全系列产品中国区代理商
GD Aero Tech Became SIMPLEX Products 
China Sales Representative

捷德航空作为美国 SIMPLEX 设备在中国地区全系列产

品代理商，为客户提供主流机型的应急救援设备，包含消防、

灭火、急救、喷洒、电力等方面作业的设备。

Simplex 公司是全球直升机特种设备设计、制造以及认

证系统的领军者，60 多年来在系统设计、质量、客户支持

等方面一直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与全球著名直升机制造商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作为这个行业的先驱者，Simplex

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应用于空中作业的铝制离心泵。如

今，Simplex 公司运用设计及制造系统的最新科技，以高

强度、低重量的复合材料作为生产要素，形成有效的生产

成本控制，其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 90%。Simplex 公

司旗下的农林喷洒设备、电力巡线设备、消防设备已经在

FAA、JCAB、 EASA、CAAC 取得了 150 多个 STC( 补

充型号合格证 )，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空中消防任务设备机队。

系列产品包括：空中消防 (Tank-Snorkel) \ 喷洒系统 

( 农业和溢油分散剂 )\ 电力绝缘子清洗系统 (tank system 

andboom)\ 高楼消防系统 (tank system and boom)\ 货

舱 ( 罗宾逊 R22 和 R44 机型 )。Simplex 已经为全球各大

直升机生产商包括贝尔、西柯斯基、欧直、波音、麦道、

罗宾逊、卡莫夫、施瓦泽、川崎等设计、研发以及生产了各

种型号的直升机外吊挂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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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湖县获准建设苏北唯一通用机场
Jian Hu County Approved to Build Only GA Airport in
North Su Zhou Province 

贝尔 505 被授予中国最青睐的轻型单发直升机
Bell 505 Awarded the Most Popular Light Single-engined 
Helicopter in China 

贝尔直升机德事隆公司宣布根据胡润百富调查结果，贝

尔 505 荣获中国千万富豪最青睐的轻型单发直升机。 

“我们对于贝尔505能在中国获此荣誉表示极为高兴”，

贝尔直升机中国区副总裁周安（Chris Jaran）说道，“贝尔

一直以来承诺为客户提供高性能、优价值的飞机，这就是一

个证明。同时也代表了贝尔已经进入中国高端市场。”

贝尔 505 的设计采用了顾客咨询委员会（CAC）的大量

建议。贝尔直升机公司于 2014 年 2 月举办的美国直升机展

HELI-EXPO 上首次公开了 Jet Ranger X 机型，并于同年

11 月 10 日宣布其位于魁北克米拉贝勒的工厂的首飞成功。 

贝尔直升机目前已收到 300 多封新机型购买意向书。在

去年中国珠海航展上，贝尔直升机与华彬投资公司单独签订

了一份 50 架贝尔 505 的购买合同。（来源：民航资源网） 

1 月 29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发文授权，同意并支持

建湖县建设通用机场。这是去年我国正式开放低空领域后，

建湖成为全省首家获准建设通用机场的县，建湖通用机场也

成为苏北地区唯一由空军和省政府同时批准建设的通用机场。

通用机场主要用于轻型飞机试飞、抢险救灾、城市环保、

飞行培训等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为推动航空装备产业发展，

扩大通用航空应用领域，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建

湖县着力加快通用机场申报筹建力度。1 月 27 日，济南军区

空军司令部牵头，民航空管及航空大学成立专家组，对建湖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工作进行空域评估，获准通过。

江苏蓝天航空航天产业园落户建湖高新区后，该县翻开

了发展航空装备产业的华彩篇章。省、市、县为产业腾飞铺

设“绿色通道”，强力推进建湖航空装备产业发展。

坐落在蓝天航空航天产业园的艾雷奥特通用飞机制造项

目，被列为江苏省 2014 年重大项目名录之首，我市将航空

装备产业作为三个先导产业之一加快培育。建湖县将其当作

工业转型升级的“主抓手”，成立航空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及

江苏省首家航空装备产业发展研究院，力推产业快速发展。

目前，艾雷奥特（江苏）飞机公司成为江苏省首家飞机整机

制造企业，订单满满、生产繁忙。园区发展成为国家级通航

成员单位、南京战区国防交通协会副会长单位，被评为江苏

省小型飞机先进制造业基地。

顺应经济新常态，建湖以产业提升助推转型跨越。今年，

蓝天航空航天产业园经济总量将达 20 亿元，着力打造国内

国际有较大影响力的航空产业基地。建湖县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周清表示：“我区将加快通用机场建设步伐，确保年内建

成使用。同时，加大招商力度，做大做强通航产业。”

“建湖通用机场符合全省通用机场规划布局。建成后，

将与镇江通用机场遥相呼应，为200公里商照培训转场飞行提

供便利，也为苏南、苏北通航领域互联互通奠定基础。”江

苏蓝天航空航天产业园董事长马海兵如是说。（来源：民航

资源网）

亿元，其中国家和湖南地方政府分别配套资金 5000 万元，

基金存续期为 7～ 10 年。 

该产业创投基金将由乾瑞航空投资公司委托管理，以市

场化方式进行独立运作。该公司将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聘

请专业投资团队，成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基金的具体投

资战略。( 来源 :中国船舶报 )

湾流公司 1 月份宣布 2014 年公司总收入为 86 亿美元，

同 2013 年相比，增长 5.31 亿美元，增幅 6.5%。其中，第

四季度总收入为 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5 亿美元，增幅

4.9%。.湾流公司子在2014年共交付了150架喷气式公务机，

较 2013 年（144 架）略有提升。其中，大型喷气机 117 架，

其余 33 架为中型喷气机。而且第四季度共计交付 33 架大型

喷气机和 9 架中型喷气机。2014 年公司总收益 46 亿美元，

与 2013 年相比增长了 17.8 亿美元。其中第四季度收入 1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7 亿美元。另一方面，德事隆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Scott Donnelly 说道，“我们本季度的德事隆

航空、贝尔等业务的年基边际利润都实现了突破，德事隆航

空、德事隆系统与工业的收入都以两位数增长。”

据数据显示，2014 年 3 月，德事隆航空收购比奇。比奇

为其创收 5.56 亿美元。德事隆在第四季度因收购所累计重

组费用约 1300 万美元，在这一年里累计 5200 万美元。2014

年第四季度，赛斯纳公司交付 55 架新的公务喷气机，与上

年同期（62 架）相比略有下降。同时，比奇公司交付 41 架

空中国王涡轮螺旋桨飞机。此外，这两家制造公司 2015 年

的初始积压单合计价值 14 亿美元。

湾流、德事隆 2014 年收益双双创新高
Gulfstream & Textron Both Broke Income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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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三家通用航空综合体落户南通
The 3rd GA Integrated Complex Landed in Nan Tong 

无人机频频惹事 各国需加强监管力度
Trouble Causing UVA Needed to be Regularized 

1 月 25 日消息，全

国第三个通用航空综合

体项目——南通爱飞客

镇在京签约，成为继与

荆门、武汉签定了爱飞

客镇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后的第三家爱飞客航空

综合体项目。爱飞客是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英文缩写 AVIC 的谐

音而来，含义是热爱航

空、热爱飞行的通用航空忠实粉丝。去年 8 月 19 日全国首

个通用航空小镇正式落户荆门后，中航工业通飞爱飞客镇项

目全国性布局加速推进。2014年，中航工业通飞先后与昆山、

北京、重庆、珠海、南通、沈阳、天津等 10 个地方政府达

成战略合作协议。现已与荆门、武汉、南通签定投资合作协议。

据了解，南通爱飞客镇项目毗邻黄海岸，地处南通市滨

海园区内，地理交通位置优越，因此被选作是爱飞客综合体

全国布局中长三角地区第一个选点。据悉，该项目规划总用

地面积约 2000 亩（不包

括机场），未来将在区

域甚至全国通用航用航

空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

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航

空运动休闲体验地，爱

飞客华东地区飞行体验

中心。打造通用航空现

代服务产业链，集中体

现航空特色、海洋度假、

创意文化、商务会展、

都市休闲和港口贸易等核心理念。伴随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

革的推进及与各地方政府的合作深入，未来，中航工业通飞

将在全国建设 50家爱飞客综合体，选址主要在长江经济带、

和一带一路沿途城市，逐步建成覆盖全国主要经济区域的通

航机场网络化布局体系，打造综合性的飞行服务平台。 中

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认为，通过爱飞客镇的建设，以打开通

用航空飞机国内的市场需求，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加快

国内通航产业发展。

1月 20 日，一架无人机飞行器曾短暂飞越法国总统府爱

丽舍宫。飞行器在总统府上空出现数秒，被安保人员发现。

巴黎检察官办公室据悉已对此展开调查。1 月 23 日，阿联酋

迪拜国际机场因一架无人机闯入被迫关闭近一个小时，期间

进出港航班均受影响无法正常起降。1月26日，一架微型“无

人机”“突破”白宫安保，落在白宫院内。

无人机，一个在2014年下半年“突然爆发”的朝阳行业。

据了解，当前无人机应用领域不断拓宽，或被用作地方政府

部门监察环境的利器，或被用作一些媒体进行航拍的工具。

在美国，一些小型无人机装置甚至还成了圣诞期间的热门礼

物。但上述无人机为何“频频惹事”？原因是无人机正在被

滥用，如不及时施加约束和规范，将严重威胁有人驾驶飞机

的安全。因此，各国正抓紧出台对无人机监管的安全条例。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无人机操控员必须保证无

人机在可视范围以内。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很多种类的

电子飞行设备都可被算作无人机。包括在商业市场能买到、

甚至被用作玩具的小型无人机。迪拜航空部门已要求所有

无人机使用者远离机场至少 8 海里（约合 14.8 公里）以上，

使用无人机前，必须向航空管理部门申报，获得相关许可。

据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AOPA）估计，包括研

发、生产、运营在内，中国目前有 300 至 400 家民用无人

机企业，从业人员过万。中国目前对空域实行严格管制，

理论上所有飞行不论飞行器大小和用途，都需提前申报飞

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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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第六届中国国际农用航空技术装备展览会  

  2015 China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Aviation Technology & 

Equipment Expo

2015 年 4 月 19-21 日 北京 全国农业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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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国际防护救援装备展览会

China (Beijing)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 Rescue Exhibition
2015 年 6 月 3 日 -5 日 北京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2015 北京国际防灾减灾应急产业博览会         

2015 Beijing International Disaster Prevention & Rescue 

Emergency Industry Expo

2015 年 6 月 4 日 -6 日 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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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中国（上海）国际无人机展览会暨论坛

Shanghai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nd Forum UAV（china）
2015 年 6 月 10 日 -12 日 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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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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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内蒙古庆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资质 甲类

业务范围 紧急救援、直升机出租、空中游览等

飞机型号 /数量 /注册号

( 托管及租赁的请注明 )

表格不足请自行添加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EC-135 3

B-7188

B-7199

B-7158

AS350 1 B-7500

年飞行小时数 100 小时 /架

基地机场 乌斯太

协议机场

（包含作业中的临时起降点）

阿拉善左旗通勤机场

天津窦庄机场

额济纳旗 腾格里 贺兰山福音寺 银川阅海

地址 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乌斯太镇）

联系人 郭芸言

联系电话 0483-3981979 

邮箱 yyguo_09@163.com

内蒙古庆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内蒙古庆

华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甲类通用航空企业，公司基地

设在内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主要经营项目有：直

升机出租、空中游览、空中影视拍摄、航空探矿、直

升机外挂载荷作业、医疗救护、等通航业务。现拥有

三架 EC-135 型直升机及一架AS350B3 直升机。

目前，庆华通航为内蒙古西部警用航空及政府空

中应急救援的唯一指定单位。曾多次顺利完成矿难、

沙漠救援、紧急转院等紧急救援任务，并负责阿拉善地区每年的金秋胡杨节、沙漠英雄会等重大事件的空

中巡防、救援等任务。

另外，庆华通航周边有贺兰山原始森林和南、北寺、腾格里沙漠、额济纳胡杨林、巴丹吉林探险旅游区等，

旅游资源丰富，为这些旅游区的空中游览实现了可能。

内蒙古庆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时间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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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2015 年中国天津天津直升机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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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第三届 AOPA 国际飞行训练展会            

  2015 AOPA International Flight Training Expo
2015 年 9 月 11 日 -13 日 深圳会展中心 3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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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国天津天津直升机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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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航企业展示平台
GA Company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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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山西省大同航空运动学校

企业资质

业务范围

飞机型号 /数量 /注册号

( 托管及租赁的请注明 )

表格不足请自行添加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Y-5 2
B-8343

B-8321

初教六 5 03 27 20 64 65

滑翔机 8
6018 6028 6029 6051 6052 

6058 6060 6066

PC-6 1 B-9298

年飞行小时数

基地机场 大同东王庄机场

协议机场

（包含作业中的临时起降点）

地址 山西省大同东王庄机场

联系人 马建明

联系电话 0352 － 6207689

邮箱 dthk@163.com

山西省大同航空运动学校成立于 1957 年，隶属山

西省体育局，为省编办核定的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

位，主要任务是发展滑翔、跳伞、飞机、热气球等航

空体育运动；推动航空体育产业发展；参与拟定有关

航空运动项目规划；航空项目运动队伍建设和后备人

才培养；开展航空科普活动；宣传普及航空科普知识；

为地方抢险救灾等提供服务。大同航校是国家体育总

局航管中心重点布局的滑翔飞行基地，是山西省开展航空体育运动的重要单位，也是全国一流的综合性航

空飞行运动中心。担负着滑翔机、飞机、飞机跳伞、热气球等航空体育运动飞行培训任务，承办各类航空

体育赛事。改革开放以来，在航空旅游及通用航空服务等各个领域开拓了新的发展方向。为加强我国国防

建设，培养航空后备人才，做了大量卓有成绩的工作。

大同航校自建校以来，在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在山西省体育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大

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航空体育的文件精神，

按照学校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作任务要求，求真务实，扎实工作，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为我国国防建设和

我省的经济建设和航空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成绩。

企业名称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资质 145 部维修单位、61 部直升机飞行培训机构、91 部空中游览资质

业务范围 直升机代管、机务代管、直升机租赁、空中游览

飞机型号 /数量 /注册号

( 托管及租赁的请注明 )

表格不足请自行添加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AW109SP 1 B-7785

AW139 1 B-7783

年飞行小时数 1800 小时

基地机场 竹岐基地、厦门基地、龙岩基地

协议机场

（包含作业中的临时起降点）

高东基地

虹桥基地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川路 158 号

联系人 刘彦鹏

联系电话 021-68121501

邮箱 yanpeng@zenisun.com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于 2007 年 6 月通过运行合格审定，是经中国民用

航空局批准成立的甲类通用航空公司，机队规模高达

二十余架。运行 9 年来，由于优秀的运营水平和骄傲

的安全记录，已成为中国民营通航企业中综合实力最

强、机队规模最大、运营经验最丰富的行业标杆。

金汇通航在直升机代管、机务维保、飞行运控及

飞机租赁等各个环节上均有卓越的专业表现。60 余人

的飞行团队，50 余人的机务团队，以及出自军民航系

统的资深航务团队，可确保强大的机组调配和维修定

检能力，真正实现飞行航线的量身定制。

金汇通航是中国民航 CCAR-145 部认可的维修单位，具备 3.18 吨级以上直升机的维修保养能力，目

前已获得意大利阿古斯特韦斯特兰直升机和美国贝尔直升机在华维修中心的授权。同时金汇还是华东地区

最早获得中国民航 CCAR-61 部认证的直升机飞行培训机构，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同时拥有私照、商照、教

员执照、型别等级训练资格的通航企业。

金汇通航曾多次执飞 CCTV、东方卫视、浙江卫视俯瞰三峡、高铁通车、上海中心封顶以及钱塘江大

潮直播等大型航拍任务，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航拍服务商之一。金汇还是中国民航 CCAR-91 部认可的

具有空中游览资质的通航运营企业，目前已开通厦门环岛空中旅游精品项目，上海黄浦江空中游览项目也

已进入实质筹备阶段。

金汇通航于2014年成功执飞阿古斯特维斯特兰的“直升机全国巡飞活动”，在北京、西安、成都、深圳、

南京、珠海等多地引发轰动，开创直升机全国演飞的先河。未来，金汇通航将以“非凡定制，骄傲飞翔”为愿景，

以“中国最优秀的直升机代管专家”为使命，为推动和早日实现中国通用航空事业的腾飞，全力以赴！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大同航空运动学校

通航企业展示平台
GA Company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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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南京金尚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 CCAR/FAR 25.853

业务范围 生产飞机内饰件 (座套 ,靠垫 ,头枕 ,零部件 )

飞机型号 /数量 /注册号

( 托管及租赁的请注明 )

表格不足请自行添加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年飞行小时数

基地机场

协议机场

（包含作业中的临时起降点）

地址 中国南京中山科技园前程大道 2号

联系人 徐金尚

联系电话 153 351 51391

邮箱 china@njkingsun.com

南京金尚航空器材有限公司（简称 :南京金尚）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六朝古都南京，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具有良好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条件。公司主营航空器材 ( 飞机座套 , 头枕 , 部件 , 安

全带 )、高铁座椅套、汽车内饰件 ( 座套 , 头枕 , 门板总成 , 扶手箱盖总成 , 排挡总成 , 手刹护套总成 ) 及

汽车部件检具装具产品 , 并提供飞行器 ( 小型直升机 ) 内饰改装 , 是全球各大航空公司 , 高铁制造厂及汽车

主机厂的一级、二级、三级配套供应商 .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围绕“以一流的质量和服务求生存”的经营策略，依靠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的重点，

“诚信，高效，创新，超越”的经营理念，竭诚与海内外商家双赢合作 ,共同发展 ,共创辉煌！

南京金尚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山西三晋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资质 甲类通用航空（兼乙丙类）

业务范围 人工降水、空中浏览、航空摄影、航空运动训练飞行、农林飞播

飞机型号 /数量 /注册号

( 托管及租赁的请注明 )

表格不足请自行添加

型号 数量 注册号

Y-5 飞机 6
B-8321 B-8744 B-8343 

B-8767 B-8763 B-8759

Y-5B 飞机 2 B-8724　 B-8713

Cessna 公司 /560 1 B-9429

年飞行小时数 900

基地机场 大同东王庄机场

协议机场

（包含作业中的临时起降点）

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东王庄飞机场

联系人 马建明

联系电话 0352 － 6207689

邮箱 dthk@163.com

2003年，山西省体育局所属大同、太原、

长治三所航校联合成立了“山西三晋通用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以大同东王庄机场

为主营基地，主要承担山西省及周边省市的

飞播造林、森林防火、抢险救灾、航空禁毒、

航空摄影、人工增雨雪等通用航空服务飞行

任务，并协助有关部门完成了西部开发项目

中铁路、公路、天然气管道等国家重大建设

项目的航空测绘、山西、内蒙古等地的地质

灾害、矿难、森林防火灭火救灾飞行、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和青岛会场及国庆 60 周年阅兵会场的消云减雨飞

行等任务，3815 机组获得全省“五一”劳动奖状。

山西三晋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通航企业展示平台
GA Company Showcase

通航企业展示平台
GA Company Showcase

22 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23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2015 中国通航机场万里行 2015 中国通航机场万里行
2015 China GA Airports Series Interviews 2015 China GA Airports Series Interviews 

如何成为一棵大树：

小原与老原的北安河故事

Junior Yuan And Mr. Yuan’s Bei An He Story 

本刊记者 　钱思音

CGAD writer  Elaine Qian Siyin 

老原，原永民。北京科源轻型飞机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原永民。

小原，原伟超。北京科源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原永民之子。

北京北安河机场是“2015 中国通航机场万里行”活动第

一批受访对象之一。北京科源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年轻的总经

理原伟超先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家族企业的

继承人，他的言语举止间，无不透露着父亲原永民对其深刻

的影响。他告诉我：“信誉与安全是家族企业生存的根基。”

这也是他父亲老原先生一直以来做事的根本。一家民营企业

如何能在中国通航发展大潮中历经 20 多年的磨砺却始终屹

立，且越做越大，让人不可思议。

每个企业都希望成为行业的领头羊，森林里的参天大

树，但这一切需要过程、时间，和坚定的毅力与信念。在如

今大家喊着“空域紧张”、“太过烧钱”、“没有市场”的

时候，这座机场已经默默的存在了 20 年之久，他们的飞机

工厂与船厂一同隐秘在北京西北部的大山脚下。这天，小原

带着“2015 中国通航机场行”团队回看过去、走过现在、谈

谈未来，看看这家以餐饮业起家的飞机制造公司如何默默地

走过 20 几年的通航风雨路，继续淌在北安河中向前行进。

1986 年，老原以 14.2 万元买下北京市 30 几家国营亏损

小企业之一的中关村面馆，正式辞去海淀区饮食服务公司门

市部经理公职，下海迎接他人生中第一个创业机会。三点起

床，四点上菜，一年下来就还上了 10 万元银行贷款。小原

告诉我，一年夏天，老原开着面的到“34”号进货，汽车水

箱开锅导致自己烫伤，他担心先去医院时间过久导致猪肉变

质，硬是先把菜肉送回餐馆，又骑着平板车自己去的医院。

小原说：“当时，老爷子回来送菜时，我看他皮肉都粘在了

衣服上，剥离不开。”这其中的艰辛与苦痛，只有当事人自

己明白。1991 年，他靠经营面馆积累的资金，在小饭店原址

上盖起了一座 1700 平米的三层楼，扩大经营。

1992 年，通用航空找上了老原。

在一次聚会中，老原在自己饭店中听朋友提到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研制出国际先进的鸭式气动布局 AD200 超轻型飞

机，因为缺少资金，难以批量生产。从小就有蓝天梦热爱冒

险的老原，再次拿出 80 年代砸破铁饭碗，自己闯一片天的

勇气，两次南京考察后，就出资 340 万人民币买下了 AD200

的专利权与设计图纸。

1993 年 2 月 25 日，中国首家获准制造飞机的私营企业

在北京海淀区北安河乡以股份制形式正式成立。老原说：“科

源，取‘紧靠中科院，以科学为源泉’之意。”

小原放下水杯说：“当时国内没有一套定型的质量管理

体系，也没有审定标准，我们配合局方制定了相关标准。这

也为中国轻型飞机的生产制造奠定了可靠的基础。”20 几年

前项目的推进难度，不想自知。由于客观资源与相关知识的

匮乏，第一个十年是科源最为艰难的一段路。大型飞机的生

产制造体系无法运用到轻型飞机中去，科源飞机公司并未放

弃，而是聘请了一批具有多年航空从业经验的技术人才，从

发动机到机身制造，一切从头开始。

1995 年 4 月、8 月，国家民航总局适航司两组织了两次

对科源飞机生产全过程的审检，并提出改进意见。在随后的

第三次审查中，合格率达到 100%。用时三年半，老原在人

民大会堂从民航局领导手中接过 AD200 飞机的型号设计批

准书和生产许可证。

大树说：“没有一棵大树是种下树苗马上变成大树，一定是岁月刻画着年轮，一圈圈慢慢生长。要想成功，

一定要给自己时间。时间就是经验的积累。”[ 时间 ]

24 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25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2015 中国通航机场万里行 2015 中国通航机场万里行
2015 China GA Airports Series Interviews 2015 China GA Airports Series Interviews 

从饭店老板到飞机制造企业董事长，一夜之间跨越天地

之隔的两大行业，在旁人看来完全不搭界的两个行业，老原

却说：“造飞机和开饭馆的道理在我看来是相通的，都是一

门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投放特定资金的学问。你要想活得和

别人不一样，就要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

2002 年至 2009 年期间，老原出访欧美等通用航空产业

发达的多个国家。在看到国外通航应用的广度与普及性后，

他说：“通用航空，是可以干一辈子的产业。”交谈中，小

原提起当年老爷子从南京购买回来的飞机图纸。“回到北京，

发现身边别说懂飞机制造，连坐过飞机的人都屈指可数。那

个时候只有他和一两个好朋友，以及一腔热血。对于项目如

何推进，完全是一头雾水。”

可想而知，那个时候较之现在，通用航空对于全国大部

分人来说更是闻所未闻的课题。当时老原碰到的是前人没有

做过的事情，如何把这个行业做起来，包括生产工艺流程、

质保体系的建设，能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怎样切合实际搞

小型的航空器，进行系统生产程序的建设都是他需要考虑的

问题。最直接的问题是找不到标准，不知道怎么做，碰到了

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后来企业逐步走上正轨，都是他们自己

通过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摸索出来的。

“当年，我们发现发动机总出现拉缸的现象，却始终无

法找到原因。经过多方查找资料请教专家后，才知道是由于

滑油比例不正确造成的。我们当时的生产制造负责人是搞大

飞机的，在大飞机制造方面具有几十年的经验积累，但小飞

机却无法生搬硬套大飞机的操作手法。所以，我们只能在不

断碰壁、不断摸索中，慢慢找到最适合小飞机的制造工艺。”

大树说：“我有千百万条根，粗根、细根、微根，深入地底，忙碌不停地汲取营养，助我成长。绝没

有一棵大树没有根；也绝没有一棵大树的根系不深入地底。要想成功，一定要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根基 ]

上世纪 90 年代的北安河机场，是为 AD200 轻型飞机试

飞准备的。那个时候，没人能够想到 20 年后的今天，全国

各地都在兴建通航机场，推进通航产业发展。“90 年代那会

儿，没人帮我们办理空域审批、起降点申请等手续，仅这两项，

我们就跑了 9个地方，几十家单位，5年多才办下来。”

飞机制造厂的发展需要资金，当时抱着“如果不行，亏

几百万也就算了”想法的老原，完全没有想到扶持一个轻型

飞机制造厂发展需要上千万资金的支持。退出，意味着放弃

梦想，先期投入的几百万人民币也将覆之东流；前进，意味

着更多资金的投入，且前景不明。

小原说：“那个时候，老爷子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 8000

多块钱利息，压力可想而知。没到一年，把饭店抵押给银行

后获得的 1600 万元贷款，就滚成了 2000 多万。老爷子仍然

义无反顾地将资金投入到飞机及相关产品技术的研发中去。”

我想，正是这种执着的精神，推动着这个家族企业不断地向

前发展。如果没有当时的执着与义无反顾，也不会有今天的

北安河机场和北京科源轻型飞机实业有限公司。

从 1992 年通用航空找上老原，到 1997 年以 AD200 为

原型设计的农林喷洒型飞机为北京平谷、密云、海淀等地几

十万亩庄稼树林做灭虫喷洒，中国轻型飞机从零开始到应用

作业，历时 5 年。在耗费几千万资金的同时，也倾注了一批

对通用航空充满激情、普通却不平凡的人们的心血。

大树说：“没有一棵大树，第一年种在这里，第二年种在那里。可以成为一棵大树，一定是千百年来，

经风霜，历风雨，屹立不动。要想成功，一定要经风霜、历雨露而不悔。”[ 不动 ]

穿过铁门，一道普通小木门的背后竟然是偌大的隐秘船

厂。各式游艇、警用船、钓鱼艇、消防救生艇、巡逻艇、公

安边防巡逻艇分区域陈列在巨大的船厂中。厂区中央则是未

完工的高级游艇。

1999 年，昆玉河上的游客猛增，急需船只。由于认证流

程复杂，当时没有船厂敢接这笔订单。没有任何造船经验的

原永民听说了，找到水系公司自荐。水系公司抱着试试看的

心理，同意让原永民试一试，没想到原永民 30 天之内造出

了两条 60 座的大船，保质保量按时交付了订单。

“当时老爷子知道按照常规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 60

条大船的订单，所以他利用飞机的厂房、人员和设备，并在

原有技术人员的基础上，请来各船厂的众多专家帮忙。将验

收相关人员请到船厂中来，每完成一个部分就进行现场验收

审核。原来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就这样竟然在一个月完

大树说：“绝对没有一棵大树只向旁边生长，长胖不长高。要想成功，一定要向上，不断向上才会有更

大的空间。”
[ 向上 ]

坐在桌子对面生于八十年

代的小原，如数家珍般地给我

们一行人讲着老原从创业到现

在经历的失败、挑战、困难、

困惑等种种磨砺。每句充满年

轻活力的话语中，都显现出他

同龄人极少有的对中国通用航

空产业深刻的理解与认知，隐

含着他对父辈的尊重和前人努

力的认可。

“9 岁，我就开始在自家

饭店里接触形形色色来自不同领域的人，空军的、地方的、

局方的、管局的，搞研究的、搞技术的、搞大飞机的、搞小

飞机的。有时一天晚上老爷子要招呼几拨客人，和他们探讨

飞机制造的事情。每天听他们讲航空相关的东西，我也在无

形中积累了一定的航空知识，对通用航空有了认识。”

我想，通用航空的发展正是由这些不断深入到行业中去、

不断与行业内人士交流学习的人逐步推动起来的。他们不仅

要具备行业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更应具备能够站在市场角度

管理自己、管理企业的能力。

“国内的就业压力越来越

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国留

学。然而，回国后找工作仍然

是个难题。虽然通用航空是个

不错的选择，但我们需要对年

轻人进行正确的引导。下一步，

我们计划与国外院校展开合作，

开发学历教育项目，帮学生规

划一条发展道路，培养通航发

展最需要的综合性人才。”

中国的通用航空产业如需

长期稳定发展，缺少不了一大批视其为终生事业的前驱的无

悔付出。20 年间，AD200 轻型飞机生产了 30 多架，除了自

己留用的飞机外，仅卖出 20 多架。这远不能与老原当年抵

押饭店、前后几次贷款所投入的资金持平。没有任何企业能

够在连年亏损的状态下存活二十几年。在这条艰难的发展路

上，如何找到扶植通用航空梦继续前行的拐杖，是实现梦想

的现实问题。老原以他“不走寻常路”的眼光，找到并抓住

了这个机会，开始在大山中干起了“旱鸭子山里造船”的买卖。

从此，他的通用航空梦乘风破浪的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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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老原将接力棒传到了小原手中。小原站在AD200

轻型飞机旁边对我说：“我经常回想老爷子一辈子的经历，

如果没有他当年的魄力与毅力，北安河机场不会在起降点申

请成功 20年后，于 2014 年 11 月正式获得民航局颁发的民用

机场使用许可证。这也为我们迎接更大的挑战奠定了基础。”

如今，北安河机场已经正式开始招收驻场单位。“已经

有很多通航企业来我们这里咨询，但我想，这是双方互选的

一个过程，双方要对发展方向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知，驻场

单位要符合机场的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长期稳定

的合作。”

“我们下一步计划围绕北安河机场，展开高端定制培训、

航空旅游、通勤和短途飞行等项目。通航发展一定是从高至

低的一个过程，高端人群先进入市场，享受通航服务。那么，

我们就必须了解并抓住这一客户群的特点，根据他们的需求

开展相关的业务。待机场成熟后，我们会在机场跑道北侧兴

建 2万平米的产品展示区和培训基地，为更多的人服务。”

“只有打造网络，大家才能共同发展。”我想，这是小

原对通用航空认识深刻的表现。“通用航空第一是安全、第

二是服务，第三才是赚钱，安全永远是不可规避的法则。我

们希望各类通航企业能在发展的大潮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联合起来共同发展通航。不做违背通航发展规律和法规的事

情，这样才能使这个行业进入健康良性的发展状态。利用好

现有政策，好好发展通航。行业自己做好了，政府和军方才

能出台更多更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

大树说：“绝对没有一棵大树长向坑洞，长向黑洞。要想成功，一定要心向光明，挫折都是成长过程

中经验的积累。”[ 向光 ]

成了。由于原有基础不错，飞机厂造船基本上没有追加成本。”

房外墙处，停放着一批红红绿绿全新的传统船只，小原

说这是最近为北京什刹海打造的 20 多条摇橹船。10 年前他

们为该景区生产的船只都是钢制的，这种船只的缺点是自重

大且易腐蚀。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不断探索，力求不断完善。

如今他们已将船只材料更换成进口铝或不锈钢，不仅船体更

轻，更耐腐蚀，且可回收，更加环保。

无论是造船还是飞机，老原都是半路出家，却干的比其

他人更好。这不仅因为他有钱，用小原的话说：“有钱是一

个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更因为他们的执着和那股子一

定要干成的决心。老原说：“虽然离收回投资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但我已经看到了希望。如果要是为了挣钱，我就去发

展餐饮行业了，可能早就成了亿万富翁。”

科源飞机公司和北安河机场这些年就是靠着各类船只的

销售慢慢前行，一走就是十几年。如果没有 1999 年那次偶

然的机会，如今的飞机公司和北安河机场又会是怎样一番情

景呢？我想，老原一定有其它的妙招通过其它不一般的方法

继续推着它前行，等待着起飞那天的到来。

山海关机场： 

军民两用机场的现在与未来

Shan Hai Guan Airport: The Present and Future for 

the Dual-Usage Airport

本刊记者 　钱思音

CGAD writer  Elaine Qian Si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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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有民航机场中，军民两用机场数量不少，山海关

机场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国家军力部署的调整，很多军用机

场由繁忙向闲置转变，在通航发展缺乏机场的今天，吸引了

大量民间资本的关注，成为军民合作良好的开端。各方应理

性考虑军民两用机场在设计初期、发展各阶段所面临的挑战

与机遇，在客观条件允许下，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环境特点，

大力推动机场发展。此行，我们与山海关机场杨宏吉书记就

该机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请您介绍一下山海关机场从建成至

今的基本情况。做为军民两用机场，山海关机场同

时担任通航和民航两块职能，请您谈一谈这其中的

优劣。

杨宏吉：通用航空确实是一块广阔的天地，但若想在

其中有所作为却是件不易之事。“我对中国通用航空市场的

发展充满信心。发展趋势我想应该是从一家独大向百家争鸣

的方向发展，未来国内各地会陆续出现几十家、几千家各类

通航企业，这些企业经过竞争、洗牌后，整体数量回落，质

量上升，逐步形成合理化、常态化的分布状态。这是一个漫

长但就有意义的过程。

山海关机场属于国内小型机场中成立较早的一个，1984

年成立，1985 年通航，由河北机场集团负责运营。同时，河

北机场集团在河北地区也负责石家庄机场和张家口机场的运

营。山海关机场一直以来都是军民合用机场，在中国发展史

上也较有名气。但机场发展速度较慢，被全国各地很多后期

修建的机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我们机场发展主要受以下两个原因制约：

1. 所在区域陆路、海路交通发达，G1 公路、高铁、高

速轮船等竞争对手实力雄厚。

2. 空域受限。军方活动较多，限制了航班密度。我想，

这也是国内很多通航机场所面临的问题。通航作业起降频繁，

业务密度大，对净空条件、空域条件要求较高。山海关机场

旁不仅有海军机场、空军靶场，还有北戴河的暑期禁飞区，

空域十分紧张。

由于空域受限，加之没有相关政策的支持，虽然一直以

来都有很多通航企业希望进驻机场或展开深度合作，但一直

无果。另一方面，山海关机场计划于2015年转场北戴河机场，

机场后续使用问题还有待研究。北戴河机场工程建设已经结

束，最快将于 5月启动搬迁工作。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河北一些民航机场都开始承

担首都机场备降或分流机场的可能。搬迁后的北戴河机场与

呼和浩特、石家庄机场、太原机场相比，体量较小，无法承

担首都机场备降机场的功能。我们将主要提供突发事件保障

的职能。例如，2011 年 4 月 12 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

和青龙县交界处突发森林大火。秦皇岛机场作为应急救援的

主要集结点，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艰巨的救援飞行任务。在抗

险救灾的九天九夜里，秦皇岛机场共安全保障飞行 198 架次，

其中森林救火 132 架次，重要公务飞行 6 架次。其中 4 月 17

日全天，保障飞行 42 架次，创造了秦皇岛机场开航以来航

班日起降架次的最高纪录。

现在，山海关机场每年约有几十架公务机起降，数量较

少。主要以国内飞行为主，因为机场的军民合用性质，国外

飞机起降所受制约较多。客户一部分是在本地有相关业务的

商务人士，也有在此地进行中转再飞往别处的情况。除此以

外，我们也曾遇到当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迫切需要就医的

包机飞行案例。所以说，一个地区通用航空、特别是包机飞

行业务是否能够发展起来，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息息相关。

之前我们提到了军民合用机场在空域等方面对民航、通

航业务的限制与影响。其实，军民合用机场也有一定的优势。

其一，军民合用机场基础设施较完备，维护好。有些军

民合用机场由当地政府出资建设后，转交部队使用。

其二，机场保障人员专业水平高。这里的日常工作量、

复杂程度远高于普通民用机场。工作人员不仅要了解民航法

规及操作方法，还要与军队相关部门经常沟通，了解他们飞

行作业的相关知识。同时，军民合用机场的工作人员在处理

紧急情况、突发事件方面有较强的应急处置能力。

请您谈一谈机场搬迁后的布局以及

未来发展方向是怎样的？未来看，机场发展各阶段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杨宏吉：机场搬迁后，机场业务主要由以下几块构成：

1. 传统客货运业务。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河北机

场集团也将与首都机场集团深入合作，传统客户运业务将成

为我们的主要业务之一。

2. 通用航空。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这一板块是

我们除传统客货运业务外，看重的另一主要发展方向。结合

北戴河的旅游资源，我们计划吸引通航企业，开展相关的航

空观光旅游业务。我们在机场周边规划了通航产业园，产业

园区地域划分基本已经完成，具体政策和规划，还要进一步

研究制定。

3. 另外，我们机场设有通航服务部，为相关的通航企业

提供咨询、业务协助办理、为公务机飞行提供保障等服务。

该部门现有员工两人，计划扩充至 6 人。同时，对于在与北

京之间开设通勤航线的构想，我们已经参考过黑龙江的现有

经验，并且机场现有能力足够保障通勤航线飞行。但北京通

勤机场的选择、空域协调、双方地面交通、飞行成本等问题

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除传统的自驾车、铁路、轮船等交通方式，当地的通用

飞行也受到近些年兴起的房车自驾游的影响。近几年，自驾

房车前往北戴河旅游区的人员以年 30% 的增长速度攀升。

2009 年左右，周末能够见到 1 至 2 台房车到北戴河自驾游。

到 2013 年左右，经常能够见到房车队前来旅游，一天就能

在路上碰到 3-4 个由 30 多辆房车组成的车队。

飞行训练。我们机场相对较小，运营起来会出现“吃不饱”

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结合飞行训练业务，增加机场

的收入。当然，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空域的影响与制约。

北戴河机场受暑期禁飞区、空军对空靶场、唐山机场等方面

的空域限制，飞行条件也很复杂。谈到空域，我想，对空域

的管理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入手。首先是国家层面的宏观分配，

对军与民、运输与通用等方面的界定。其次，是对不同空域

性质的判定。第三，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民间对自由飞行

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也会成为推动政府部门就空域问题进行

科学分配与管理的动力。

我想，机场发展前期，首先碰到的将是关于空域协调的

问题。随后是成本问题。北戴河机场距市区 80 公里左右，

是华北地区距离市区最远的机场。这里所说的成本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旅客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是资金成本。秦皇岛至

天津的高铁全程大约 1小时左右时间。北京-唐山-秦皇岛

的高铁建设也已纳入规划，一旦北京至秦皇岛的高铁建成，

旅行时间将为一个多小时，那机场的运营环境将更加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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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期，机场逐渐走入正轨，随着秦皇岛城市发展中心

不断向西部转移，北戴河机场也位于秦皇岛市区西部，河北

将对接京津地区一部分例如会展、研究、教育、医疗机构与

养老等非核心行政功能，也将带来大批资金、人员、信息流

的入驻。从这方面来看，机场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可观的。

当下各地呈现机场热。请您从选址、

运营等方面谈一谈修建机场及运营的注意事项。

杨宏吉：机场选址第一应该考虑的就是当地的空域情

况。其次，是当地的交通情况。通航机场最终要走上自负盈

亏的经营道路，靠补贴无法长期生存与发展。便捷的交通，

能给使用者提供便利。另外，机场选址应从机场的长期发展

出发，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景点、体育运动场

所等多方面情况。以机场为依托，能够开展飞行培训、航空

观光旅游、飞行相关广告与婚庆典例等。

随着国家相关政策逐步放开，飞行广告与婚庆典礼板块

的巨大需求将得以释放。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

平与个人收入水平，都已达到可以购买航空婚礼产品的水准，

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另类、新潮、吸引眼球的方

式庆祝婚礼或举办活动。随着政策的放宽，通航企业专业化

的提升，我想，这部分市场会成为先发展起来的版块之一。

运营一个通航机场都需要哪些专业

人才？请您结合实际人才市场情况，谈一谈机场运

营人才市场面临何种问题和困难？机场运营方如何

应对这些困难？

杨宏吉：人力资源主要分为两类：技术类和综合类。

纯技术性人才方面比较缺乏空管与机务人才，但由于民

航大学和广汉飞行学院等专业院校，每年都会培养一定数量

的专业人员，所以这方面人员相对比较容易寻找。当然，山

海关机场能够为这些专业人才提供的薪酬待遇等，较周边大

型机场相对偏低，这是我们在人才招募和留存方面一直所面

临的问题。

人才方面最为匮乏的要属综合性人才，这类人才具备较

强的专业素养，市场开发能力、协调、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强，

能站在企业发展高度看问题，准确把握企业发展脉络。这类

人才不易寻找，更不容易留住。我们经常碰到业务骨干被合

资企业或大型机场、航空公司挖走的情况。

人才培养方面，专业人才通过专业院校培训，可以获得

相对较为稳定的人员输入。对于综合性人才，我们机场主要

走“内部选拔培训”的路子，从基层人员中选取较有潜质的

人，调任至初级管理岗位，后至中层管理岗位，从业务部门

到机关部门，从服务部门到经营部门，进行跨部门综合培养。

这也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的区别之一。国有企

业中的人员培训与成长，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新一代年轻人具有眼界开阔、思维活跃但耐力、忍耐力

不足的特点，所以，我们在时间长、薪水较低的漫长培养路

上，经常出现人才流失的问题。传统的“伯乐相马”的人才

选拔模式毕竟不够客观，可能出现偏差。所以，我们应该由“相

马制”向“赛马制”转变，引入市场化思维，在更多的人中

进行甄选。尤其是业务部门，一定要有候选人上岗试用的过

程。但国有企业有时会受到“干部能上不能下”传统思想的

制约，导致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无法得到晋升，这也是影响

国有企业发展的重大课题之一。知识与信息是有时效性的，

每个年龄阶层的人员掌握有所不同，这样就会出现“新人走

马上任，知识早已过期”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一旦发现

好的人才，就要立即使用，最大化的挖掘他的潜能，给予他

相对较大的施展空间。
2013 年 5 月 21 日正式取证运营的福州竹岐直升机场是

福建省首个通用航空机场，华东地区通用航空标杆机场，由

福建正阳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投资建成，福建正阳通用航空机

场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管理、运营。机场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

侯县竹岐乡榕西村，闽江之畔，北纬 26° 07′ 26″，东经 

119° 06′ 50″，总用地面积158亩，为B类通用航空机场，

为直升机提供各类飞行保障服务，为促进福建地区通用航空

业务多元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竹岐直升机场建设标准高，各配置均按国内现有最大直

升机机型米-171为标准设计，拥有一条 200mX40m的跑道，

7 个停机位，机库可停放米 171 及以其下机型，空域范围半

径 3.5 公里，高度 250 米（含）以下，同时在机场的东西两

侧拥有两块临时训练空域。

竹岐直升机场保障能力强，设立管制、气象、通信、安检、

场道、加油员等运行保障岗位，人员均持证上岗，竹岐直升

机场尤其注重服务质量，提出服务至上的口号，不断强化员

工主动服务意识，力图让每家驻场公司得到满意的服务。

机场配设便携式低空监视系统，气象自动观测设备、

助航灯光设施、油料加注设备、场道清扫等设备。尤其需要

提及的是，竹岐直升机场采用的航空器便携式低空监视系统

（PLSS）是正阳机场公司自主研发，可以实时监控直升机飞

行动态、提供飞行航迹记录、飞行数据统计等功能，有效填

补了航空管制部门对低空空域航空器的监控空白。2013 年获

民航华东管理局批准成立竹岐直升机场气象站，成为华东地

区首个具备气象站资质的通航机场。此外，竹岐直升机场拥

有众多具备军民航工作经验的管理者，与福建空管分局、福

州空军指挥所、民航福建监管局以及中航油公司等相关部门

均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为机场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竹岐直升机场驻场单位有金汇通航、天裕通航、

新美通航、国家电网无人机，主要保障机型有 AW139、

AW109 、AW119、贝尔 429、贝尔 407、空客 AS350、罗

宾逊 R44、施瓦泽 300C 等，以飞行培训、飞行训练、作业

飞行为主，并为通航公司提供临时过站保障服务。2015 年，

预计还有 3家正在筹建通航公司将入驻竹岐直升机场。

竹岐直升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即将开始，在原建设基础上，

将新建专门用于机场办公、驻场企业人员办公及住宿的生活

区及其相关配套设施，进一步提高本场对外接待能力。预计

二期占地 159 亩，规划建设航空产业配套基地，包括通航企

业总部、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救援物质筹备、员工公寓、高

端会所等配套设施。

 机场联系人：陈清

 联系电话：0591 － 22992528， 15960142190

福州竹岐直升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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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东王庄机场，位于大同市区东南方向，地理

位置：北纬 40° 2′ 30″，东经 113° 23′ 30″，海拔  

1041m。现机场用地为 1982 年由原市内迁移至此，1983 年

正式开始投入使用。机场产权方为山西省大同航空运动学校

所有，并负责相关运营、管理。

机场级别为三类通航机场，机场跑道为 900mX35m。

空域范围为海高 4000 米以下，半径五公里。拥有 2 个机库，

总面积 1300 平方米。可为驻场通航企业提供食、宿服务。

现驻场单位有山西大同航空运动学校、山西三晋通

航、山西成功通航三家单位。主要机型包括：运 - 五、运 -

十二、皮拉图斯 PC-6、初教六、佳宝 160、滑翔机、轻型

旋翼机等。主要业务范围：飞行培训和颁发初级类航空器 ( 滑

翔机、热气球、轻型飞机 ) 驾驶执照、人工降水、空中游览、

航空摄影、航空运动训练飞行、农林飞播等等。

机场每年定期举办滑翔锦标赛、热气球等航空运动类的

竞赛。

 机场联系人：赵正雨

 联系电话：0352 － 6207706

山西大同东王庄机场

厦金湾直升机场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环岛东路 2218 号，北纬

24° 30′ 27″，东经 118° 11′ 37″，为 B类通航机场。机场产权方

为正阳集团，由福建正阳通用航空机场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管理、运营。

机场进近起飞区直径 40m，滑行道宽度 10.5m，空域范围为半径 3

公里的圆形区域，高度250米（含）以下。机库和停机坪各拥有3个停机位，

可停放M171 及以下机型。可为驻场企业提供航煤、电源车服务。

整个机场环境优美、距海边咫尺之遥。现有驻场单位有上海金汇通航。

同时领航会会所也位于机场内部，会所可以为中、高端客户提供公司商

务会议、私人聚会等服务；会所内设施、设备齐全，服务热情。机场定

位于为中、高端客户提供服务，以观光、婚礼、私人飞行为主。

机场将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二期扩建，从而提高为驻场通航企业的

服务能力。

 机场联系人：徐绿苹

 联系电话：0592-2591036

厦门厦金湾直升机场

34 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35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2015 中国通航机场万里行
2015 China GA Airports Series Interviews 

新常态下的中国商务航空市场  
                              期待健康文化推动

访民生金融租赁 飞机租赁事业部总裁  王福厚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of MinSheng Financial Leasing Aircraft Leasing Division  Mr. Wang Fu Hou

China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Under “New　Normal”Circumstances 
　 Expecting Healthy Culture Boosting the Industry  

本刊记者  吕娜

CGAD Writer Edera Lv Na

近期，由于各方面综合因素

影响，中国商务航空市场发展速度

放缓，大众媒体对于商务航空的片

面报道更是层出不穷。此时，作

为全世界商务航空市场发展最为迅

速的中国来说，业内企业更应该思

考如何保持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长期发展战

略，如何在遭遇市场急剧变化情况

下及时调整发展战术等问题。就此，

本刊专访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飞机租赁事业部总裁王福厚，对

当前中国商务航空市场发展的热点

问题进行了解读。

【摘要】

千岛湖机场位于浙江省建德市寿昌镇建德经济开发区，

北纬 29° 21′ 32″，东经 119° 10′ 42.6″，为 A 类通

航机场。机场产权方为建德千岛湖通用机场有限公司。2000

年 5 月份初步设计，跑道于 2002 年建设完成，2006 年 12 月

经局方验收对外开放。

机场现有跑道 500 X18 米，升降带 560X60m，滑行道

宽度 10.5m，滑行道两条，飞行区等级 1B，机场报告空域

范围为高度 1200 米（含）以下，约 4000 平方公里。4 个机

库可停放机型为 S76 及以下机型，停机坪约 3000 平方米。

现有六家驻场单位，分别是浙江警航、新洲通航、上海

东方通航、浩恒通航、国网通航、森林公安航空护林队。机

型涉及运五、贝尔 206、塞斯纳 172、斯瓦泽 300C、S76、

阿古斯塔 119、139等。以培训、航拍、空中旅游、林业防火、

电力巡线、应急救援飞行为主。

2015 年开展机场扩建工程，将现有的 500m 跑道增至

800m，扩建工程计划在 2015 年年内完成，同时还将增设水

上飞机的泊位及跑道、航展区、制造维修区、商务办公区。

 机场联系人：赖小明（18805712197）

             蒋红芳（13757110260）

建德千岛湖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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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介绍一下民生金融

租赁的业务构成、市场份额等情况。从

现有数据看，民生公务机租赁主要客户

分为哪几类？按机型分，哪类机型更受

到中国客户的青睐，为何？直升机融资

租赁情况如何？

王福厚：自 2008 年 4月 18日开业至今，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走过近 7 年历

程。截至 2014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达到 1277

亿元，实现净利润 18.38 亿元；成立以来累计

实现业务投放逾 2500 亿元，实现净利润超过

60 亿元。从数字看，民生金融租赁无论是资

产规模还是利润总额都始终稳居第一集团。从

企业性质上来看，民生金融租赁是银行背景金

融租赁公司中唯一民营的金融租赁公司，多元

化股权结构和现代公司治理是我们有别于其他

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最大特征，这使得公司

更具独特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决策机制、激励

机制等方面比同业更具活力。我们与民生银行

是战略协同关系，坚持贯彻民生银行集团战略，

依托集团优势但不依赖集团，走出一条市场化

的独立发展道路。

从业务构成来看，民生金融租赁一直在

“做减法”，涉足的行业越来越少，市场定位

从“3+X”调整为“2+X”，经营模式从融资

业务到融资与租赁资产投资业务并举，从经营

资金为主转变为经营租赁资产。目前，民生金

融租赁的“2+X”板块中，“2”是飞机租赁

和船舶租赁，“X”包括车辆及工程机械租赁、

医疗设备租赁、电子设备租赁、能源设备租赁

等。飞机租赁业务与其它企业不同，我们主要

做公务机租赁，而市场上其它金融租赁企业主

要做运输类飞机租赁业务。从绝对数字看，各

家情况相对持平。民生金融租赁机队规模在

300 架左右，其中公务机资产达 180 架左右，

截止到 2014 年底共交付公务机 100 多架，而

这一数据，稳居亚洲公务机租赁市场第一的位

置。

2009 年，民生金融租赁进入无人涉足的

公务机租赁市场，两年内业务迅速发展。随即，

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跟随者，有些则模仿民生租

赁“大批量采购、零散租赁”模式，但毕竟各

公司发展路径不同，最后成功的很少。民生租

赁“大批量采购”模式启动于 2009 年，该模

式必须以大数据收集与分析为基础，而不是盲

目地选型购机。通过几年的积累，我们与大量

潜在客户的沟通为这种经营模式的成功奠定了

基础。同时，通过民生银行私人银行等部门的

沟通协作，使我们对高端客户偏好有了较为精

准的把握。所以，从公务机市场份额方面看，

民生金融租赁处在绝对领先的位置。

船舶租赁方便，民生金融租赁作为第一家与船厂直接合

作，开展经营性租赁模式的金融租赁企业，具有独创性。当然，

这几年航运市场处于较为低迷的阶段，这是由经济周期决定

的，作为金融租赁企业来讲，开展业务一定是长期发展战略

的实施，而非谋一时之利的赚快钱。在市场低迷阶段，几大

金融租赁公司均未放弃船舶租赁业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

点：第一，我们都是负责任的租赁公司；第二，有足够能力

抵御市场低迷所带来的冲击。

能源设备租赁是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的

主力板块之一，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能源化工行

业及相关的物流行业为主要市场，提供从资金、产品到业务

支持的全方位租赁解决方案。目前主要产品和商业模式包含

售后回租、直租、供应商租赁、财务调节租赁等。在国家的

鼓励与政策的支持下，市场前景看好，民生金融租赁投入规

模较大。

车辆设备租赁是民生金融租赁另一个较有特色的业务板

块，适合操作为厂商租赁模式。车辆设备租赁主要以批量操

作为主，我们的车辆租赁业务从工程机械开始，逐步拓展至

公交、轨道等板块。2014 年，民生金融租赁由车辆设备租赁

派生出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 医疗设备租赁业务，同时

取得了卫生部颁发的医疗设备租赁的相关牌照，提升了相关

租赁业务的专业能力。

车辆设备租赁也是民生金融租赁新业务的孵化器，具有

租赁物数量大、单体金额较小等特点，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

主要竞争对手并非金融租赁企业，而是商务部的租赁公司。

目前由于业务量太小，不足以支撑业务板块的生存，民生金

融租赁还未涉及机载医疗设备租赁板块。

整体来看，中国金融租赁市场规模在 3 万亿左右，占我

国 GDP 总量的比例微不足道。西方发达国家融资租赁业务

渗透率一般在 8%~20%，而美国更是达到 30%。我国近些年

则刚刚增长至 4% 左右，差距仍然很大。融资租赁业内竞争

并不大，需要同业共同努力，将市场做大、做强。一定程度上，

合作大于竞争。

目前，我们的公务机租赁主要客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国内优秀的民营企业；一类是公务机运营公司。未来，我们

的公务机租赁客户还将向境外转移，形成全球的公务机销售

网络。民营企业多为跨地域管理、管理层差旅频繁，或有境

外并购业务的集团化企业。当然，是否使用公务机出行，也

同企业拥有者的理念和对公务机的认知有很大关系。我们也

呼吁同业加强合作，让更多的潜在客户认识到公务机的便捷

性、私密性等特点，进一步打开市场规模。当然，这一过程

需要时间，我们只可能通过努力缩短这个过程的时间，但无

法逾越时间。

从机型上来看，国内客户现在仍然偏好超远程大体公务

机。现阶段国内公务机消费群体仍旧以各行业翘楚为主，他

们出行范围广，飞行任务类型多样化，希望所使用的公务机

能够一步到位，覆盖所有飞行需求。随着客户对公务机理念

认知的完善，公务机市场的成熟，和客户消费理念的变化，

公务机交通工具这一属性将逐步清晰，我们认为客户对公务

机的需求将逐步向中小型转变，满足其大部分国内飞行需求。

而对于相对较少的国际飞行需求，客户会选择公务机运营公

司提供的包机服务。这一转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公务机

运营企业与公务机市场的发展。

从品牌上来看，湾流在国内超远程公务机中的品牌认可

度是相对最高的。国际层面，湾流和庞巴迪则旗鼓相当。虽

然由家族企业管理的达索公务机进入中国市场较其它品牌相

对偏晚，但其对“科技与细节的迷恋”，使其产品在高科技

应用和内饰雕琢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认可，是追

求品味并认同其品牌文化人群的不二之选。

诚然，公务机是高端产品，但绝不是奢侈品，其固有的

交通与商务工具属性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例数世界知名企业

所有者，从巴菲特到比尔盖茨，都将公务机当做节省时间、

节约成本、提供便利的交通工具。民生金融租赁在销售公务

机的同时，更将在行业内外宣传公务机、航空文化、教育客

户视为自己的使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公务机市场的

发展，与民生金融租赁所付出的努力息息相关。同时，民生

金融租赁在国内外市场上也获得了广泛认可，为此，我们也

感到十分骄傲。

民生金融租赁现有 20 多架融资租赁直升机，这也是公

司很重视的业务板块之一。从 2008 年低空开放与改革消息

的公布，到汶川地震直升机大展拳脚，直升机应用逐步被更

多的人认识并接受，使其成为业界各方看好的宠儿，民生金

融租赁也曾一度计划将直升机业务提升至与公务机租赁业务

同样的平台。但随着业务逐步的推进，我们发现一系列制约

市场发展的问题：首先，对于直升机应用的相关政策法规的

实施细则还有极大缺失，如何放开、怎样放开、对谁放开、

哪些区域放开等方面均无详细指导与规范。宏观上看，缺乏

统筹安排，这就使各地区发展水平出现参差不齐，速率不等

等一系列问题。其次，基础设施不完善也影响了企业的参与

度。这就需要国家层面、运营商、终端客户等各方面共同努力，

一同推动市场的发展。第三，直升机单体金额较小，也是金

融租赁企业不愿涉足的原因之一。第四，现阶段直升机使用

范围受限。大部分直升机应用还是政府层面的，以传统业务

融资租赁渗透率是指通过租赁实现的设备

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反映融资租赁业务量占

当年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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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私人飞行及观光旅游等还是新鲜事物。一个成熟的市

场，直升机应以民用为主，而非政府层面或公益性的飞行。

这就使直升机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的循环怪圈。最后，航空文化的缺失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航空产业的发展。航空在大部分国人心中还是神坛上高不可

及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将它拉下神坛，拉近与百姓的

距离，尽可能的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展示与普及，让国人从各

个方面认识理解航空文化。

近些年，我国航空产业发展迅猛，公务机市场更是以年

增长率 20% 的速度成为全球增长速率最快的国家。市场发展

有两种推动力：一是资本的推动，二是文化的推动。资本推

动力量大，发展速度快，但会出现深度不足的问题；文化推

动速度慢，但发展更为深远、厚重。所以，民生金融租赁这

些年一直坚持推动航空文化的普及工作，力求创造一个更为

健康、完善的市场环境。

民生金融租赁是否涉及二手公务机

租赁、买卖业务？请您谈一谈中国二手公务机租赁

市场的现状与发展？ 

王福厚：民生金融租赁确实已经涉足二手公务机租赁买卖

业务，但由于中国公务机市场是新兴市场，现有公务机都还

较新，所以总体业务量并不大。客户主要分为两部分：一，

直接购买国外二手公务机的客户；二，自有公务机，需要更

新换代的客户。随着公务机市场逐步成熟稳定，客户基数不

断扩大，二手公务机需求也将随之提升。

相对于新飞机的引进，二手机引进相对较为复杂，从前

期的沟通、中期的检查、后期的验收等阶段，需要专业人士、

局方领导等多方位的检查与介入，以确保待引进飞机符合中

国民航局的试航认证。由于过程较为复杂，引进时间也要比

新飞机更长一些。

从未来市场发展前景来看，随着二手公务机交易量的加

大，我们将需要大量的改装服务。一方面是二手机增强型设

备的安装，例如机载娱乐实施、WiFi 等设备的安装等。另

一方面则集中在二手机客舱的翻新。当然，这其中也将有一

部分是机主对于自有飞机的翻新。

影响中国公务机市场发展的主要因

素主要分为哪几方面？您认为公务机金融租赁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企业如何做到可持续性发

展？在市场低迷时，企业应如何及时调整战略？

王福厚：我认为，影响中国公务机市场发展的原因有

以下几点：第一，宏观政策改革后，缺少具体实施细则的落地。

第二，机场、航路资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缺乏。第三，社会

对公务机交通与商务工具属性认知的匮乏，以及对公务机的

妖魔化都严重制约了公务机的发展。第四，航空文化的缺失

也限制了公务机的发展。

从微观来看，公务机金融租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属高

度的专业性。这体现在两方面：业务的专注与人员的专业性。

民生金融租赁组建了一支由四十几人构成的专业的飞机租赁

团队，专注于公务机租赁业务及相关事务。团队的专业性一

方面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公务机租赁买卖服务，另一方面，

也能为客户提供宏观及微观的经济、产业发展分析，在协助

客户更好地选用公务机的同时，起到教育客户、普及航空文

化的作用。人员与团队的高度专业化也为客户在购机、审批

等流程上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同时，由于专业人员对整体环

境的把握度较高，可以为客户提出更为合理的购买计划和解

决方案。

从宏观角度来讲，公务机金融租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

公务机市场的战略制定。民生金融租赁将公务机项目定位为

公司的核心产品，而非配套产品。所以，公司无论从财力、

物力投入和前期市场调研等方面都是配合这一战略而定，团

队能力建设方向也以核心产品这一定位为指导。这也是民生

金融租赁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的秘诀。

我想，在制定战略时一定要将市场低迷这一因素考虑进

去，否则这就不是一个完善的长期战略。在遇到市场低迷情

况时，公司需要调整相应的战术，而非战略。

首先，在出现市场低迷情况前，公司需要考虑多采取一

些风险对冲的措施。举个例子，基于前期的调研结果，我们

认为中国市场有可能在未来某时进入低迷阶段，那我们就要

提前做出国外市场的开发安排。

其次，正视市场低迷，并通过降低企业盈利预期与市场

预期等方式，调整相应战术。

第三，从大机型向中小机型转移。

第四，在选择承租人方面，严格把关，向热点行业转移。

风险对冲是指通过投资或购买与标的资产

（Underlying Asset）收益波动负相关的某种资产或

衍生产品，来冲销标的资产潜在的风险损失的一种风

险管理策略。风险对冲是管理利率风险、汇率风险、

股票风险和商品风险非常有效的办法。与风险分散策

略不同，风险对冲可以管理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

险，还可以根据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偏好，通过

对冲比率的调节将风险降低到预期水平。利用风险对

冲策略管理风险的关键问题在于对冲比率的确定，这

一比率直接关系到风险管理的效果和成本。风险对冲

必须设计风险组合、而不是对单一风险，对于单一风

险，只能进行风险规避、风险控制。如资产组合使用、

多种货币结算和使用、战略上的多种经营等。

第五，在允许的情况下，加大经营性租赁占比。

您怎么看最近大众媒体炒得很热的

“退飞机”一事？ 

王福厚：我希望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对这一事件进行解读。

我真没有看到有哪个企业或个人“退飞机”。所谓的退飞机，

应该是购买后要求退货，才可以称之为退飞机。如果仅是表

示了购买意愿，随后表示不购买或延迟购买，我想这不能被

称之为退飞机。虽然中国公务机市场由于各种原因正处于低

迷阶段，但仍以每年 20% 的增长稳居世界公务机市场增速第

一位。“退飞机”这一事件已经变成大众媒体炒作自己的噱头，

而非针对公务机本身的新闻报道。

虽然我们不知道市场上“退飞机”一说由何而来，但我

可以讲的是，民生金融租赁是中国最大的公务机金融租赁公

司，我们的客户没有出现退飞机的情况，但延缓购买的情况

是有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公务机前几年增长

速度迅猛，这几年增速较前几年虽有放缓，但仍然保持快速

的发展速度。增速放缓是有的，市场萎缩是不存在的，更不

存在“退飞机”的情况。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公务机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度被曲解，而其真正的交通与商业工具这一属性被彻底遮

蔽了。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公务机的存在与应用，而不是夸

张的地扭曲它。举个简单的例子，公务机与出租车应用是一

样的，只不过其受众人群更小，消费层次更高而已。它为使

用者带来的不仅是便捷、私密和速度，更重要的是，它能为

使用者带来经济上的效益。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公务

机“安全、高效、私密、便捷的交通工具”这一理念。与游

艇等更具享受、娱乐性质的高端产品相比，公务机体现更多

的是其交通工具的属性。

对于 NetJets 进入中国市场您是怎

么看的？您如何看待未来的市场竞争？国内现有小

时卡、产权共享等模式的公务机产品现状如何？这

些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市场？

王福厚：一提公务机，必提全球最大的公务机运营公

司NetJets。该公司机队规模全球最大，在全世界 140 多个国

家间经营超过 25 万条航线，机龄平均在 7 年左右。该公司

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公务机市场的潜力巨大。

NetJets 进入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还有它先进的管理理念和

方法，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学习，有利于打开我们的思路，

加速中国公务机市场的发展。随着其它企业的进入，中国公

务机市场将逐步做大，原先一部分被压制的消费需求，和因

对公务机不了解而未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将逐步释放。以未

来的市场潜力看，没有一家公务机企业能够垄断市场，当然，

垄断对客户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希望通过强有力的竞争对

手的进入，给我们造成一些压力，使大家共同进步。

NetJets 通过低价批量采购飞机，再将每架飞机分为若

干产权份额出售给客户，这种销售模式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能够全资购买飞机的潜在客户毕竟属于少数，但能够

出资购买飞机1\16或更大份额产权的客户基数就要大很多，

这将产品受众群体扩大了数倍。对于拥有部分产权但飞行小

时使用不完的客户，NetJets 做为飞机运营管理方统一收集飞

行小时数，打包成飞行卡后转卖给第三方使用者。通过这一

方式，实现“用别人的飞机为自己赚钱”。

当然，国外整体运行环境好，市场体量大，从业企业多，

较难赚钱的公务机包机业务也能做的风生水起。但国内整体

运行环境差，市场小，从业企业少，飞行量少，经常出现客

户提出需求最终无法起飞的状况。中国公务机利用率极低，

基本徘徊在年使用量 100-300 小时左右，很多企业的飞行量

远远达不到临界点，处在飞与不飞企业都亏损的状态之下。

40 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41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Special Focus
特别关注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反观国际市场，800-1000 小时的年飞行小时数是常见且普遍

的，只有飞行量上去了，企业才能赚钱。

所以，NetJets 这种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市场还有待观

察。目前看，中国使用公务机的企业均为顶级企业家或民营

企业，他们完全具备独自消化一架公务机的能力，没有必要

与人“拼机”，但不排除未来出现多人共同购买一架公务机

的可能性。基于华人的传统思想，我想，中国的公务机产权

共享产品更容易于朋友或熟人间实现，而非像美国的产权共

享模式是纯商业化运作，多名陌生人共享一架公务机产权。

民生金融租赁也希望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特点，能够推

出更契合中国市场特点的新的本土化的公务机产品。另外，

公务机产权共享产品与前些年国内兴起的产权式酒店类似，

国内很多人都具备消费能力，但并未接受这种全新的消费模

式。我想，这与国人的消费理念、国内的信用体系与客户对

品牌的忠诚度息息相关的。

公司现在是否运营自己的公务机机

场？请谈一谈拥有自己的机场的优势。现在公司与

民生银行的合作都包括哪些方面？

王福厚：现在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公务机机场。中国缺

少通用航空机场，更缺乏专业的公务机机场。国内像上海、

北京、深圳等地现有 FBO 也是在民航运输机场旁开辟一块

区域，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空域上看，都还与民航机场混在

一起。原则上讲，这并非专业的 FBO，更多的是起到公务机

候机楼、专用通道等作用。国外专业公务机 FBO 为公务机

提供全面专业专用的跑道、机场，专用的 FBO 配套的设备

设施与相关辅助服务。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公务机机场的建设中来。从民

生金融租赁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没有投资建机场的资质，

但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参入到公务机机场

的建设当中去。

民生金融租赁是一个相对独立、市场化运作的公司，民

生银行作为我们的母行，与我们有一些例如资源共享、客户

挖掘、产品整合、优势互补等方面的协同。我们与总行各事

业部、私人银行和一些重要的分行之间就客户挖掘与开发有

较多合作。从银行角度来讲，它本身没有租赁业务，但其客

户却有租赁的需求。所以，我们在渠道方面有很多合作。双

方以“互为渠道，互相补充”的模式合作。一方面，我们利

用各分行的渠道寻找一部分客户；另一方面，各分行利用我

们的公务机产品为其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民生租赁在中国公务机联盟成立后，

又推出中国公务机联盟 APP。联盟成员都有哪些？

成立该联盟推出 APP 的意义何在？ 

王福厚：2012 年，我公司于亚洲公务航空展上隆重

推出“中国公务机联盟”。“联盟”成员阵容豪华，涵盖了

国际、国内公务机最主要的生产商和运营商。七家国际主流

公务机厂家分别是：空中客车公司（Airbus）、波音公务机

（Boeing Business Jet）、庞巴迪公司（Bombardier）、塞

斯纳飞机公司（Cessna）、达索猎鹰公务机公司（Dassault 

Falcon）、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湾流宇航公司

（Gulfstream）、； 八家中国主要执管公司分别是：北京首

都航空有限公司、东方公务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东海公务机

有限公司、南山公务机有限公司、亚联公务机有限公司、中

国南方航空珠海直升机分公司、中信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中一太客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2013 年 亚 洲 公 务 机 展 期 间， 民 生 国 际 通 航、

NETJETS、METROJET、霍克太平洋等 4 家公务机行业巨

头加入联盟，使联盟成员数达到 21 家，涵盖了国际、国内

公务机最主要的生产商、运营商、服务和维修商。

中国公务机联盟 APP 的推出主要以优化整合中国公务

机市场、减少恶意竞争为目的，通过创造一个共同的发声平

台，合理优化整合公务机行业，规范行业发展，并最终制定

一系列有利于行业发展的统一规划，集结各单位的力量，加

大我们向有关部门发声的能量，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与

扶植。国内大部分公务机企业都是新近几年成立的，机队规

模多在 2-3 架，总体上来看具有“新而小且分散”的特点。

同时，中国公务机包机、小时租赁市场潜力很大，我们希望

通过 APP 这个平台进一步整合、规范公务机市场，实现联

盟内企业资源利益共享的目的，这就大大降低了调机等额外

成本，提升了整体使用效率。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 APP 打造二手机交易平台。

我们认为，随着市场的发展，未来二手公务机交易量会逐步

攀升，所以提前布局为发展做好准备。通过打造公务机交易

的阿里巴巴，逐步展开与国外组织的合作，扩大联盟平台的

影响力和业务影响范围。

民生金融租赁的飞机是否有在航空

救援板块服役的？您对于未来融资租赁与航空救援

的结合怎么看？

王福厚：是的，我们的直升机有在这一板块服役的。国内

某家民营医院就是通过我们购置的直升机，专门执行航空救

援、病患医生的转运工作。另外，我们服务的通航企业所运

营的直升机与当地政府合作，提供搜救、警用等服务。直升

机救援是从地面到空中全套体系的问题，我们在与各类客户

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现，客户积极地在推动这一体系的建设，

从购机、建设机场开始，逐步完善区域内体系的建设，为自

己的客户提供更为完备的服务产品。

10 月 15 日，国泰君安证券在专题报告中称，2015

年中国租赁业务规模有望从目前的 1.5 万亿元提升至

3 万亿元，汽车租赁和飞机租赁有望爆发，独立系租赁

公司有望获得更多业务机会，推荐物产中大 (600704.

SH)、渤海租赁 (000415.SZ)。

该机构预计，2015 年中国租赁行业年复合增长率

约 27%，渗透率有望从目前的 4% 提升到 6% 以上。

“而行业发展催化剂来自经济结构转型、消费升级

及自贸区建设红利，其中汽车租赁、飞机租赁、医疗租

赁等租赁业务受益最大，增长有望爆发。”国泰君安证

券指出。 该机构分析指出，根据对美国和日本租赁行

业发展历程和经验总结，中国正处于融资租赁和经营租

赁相伴发展阶段。租赁行业发展时不我待，行业规模有

望随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创新加速扩张。

再有，基于对租赁各子行业的梳理及展望，租赁行

业受益于消费升级，国内汽车租赁行业发展广阔，专业

汽车金融公司将受益；且受益于上海自贸区建设，国内

飞机租赁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具有股东优势和融资优势

的租赁公司竞争力强。

此外，上市独立系租赁公司竞争能力和估值水平有

望双提升，主要原因一是上市厂商系租赁公司可利用再

融资、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融资能力与银行

系公司的差距缩小；二是随着未来设备业务复杂化、集

约化和技术升级，专业技术优势使独立系租赁公司获得

更大的发展空间。

如前所述，航空医疗救援是一套体系的建立。为了满

足国民的需求，我相信中国未来也会出现大批量的专业航

空救援公司。而体系本身与其中各个组织的管理，应该由

国家统筹规划并管理，避免资源的浪费，融资租赁企业可

以为统一布局后的航空医疗救援网络提供专业的大批量飞

机采购服务，从选型到交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服务，这不

仅能为飞机购置者大大降低资金的投入量，也能提升办事

效率与专业性。

相关阅读

国泰君安：中国租赁业务 2015 年规模翻番
Guo Tai Jun An Securities: China Leasing Market Scale Will be 

Doubled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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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A：2014 年公务及通用飞机交付量继续回升
GAMA: 2014 Business & GA Aircrafts Delivery Soared Continuously 

2 月 11 日，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GAMA）

公布了 2014 年公务及通用飞机交货情况的最新数据。

该数据显示，2014年公务及通用飞机的交货量继续回升，

这主要得益于中型喷气机和活塞式飞机的市场需求的增

涨。2014年 1月至 12月，全球交货量从2013年的 2,353

架增加到 2,454 架，增幅超过 4%。此外，2014 年订单

交易总额也从 2013 年的 234亿美元增加到 245亿美元。

这是自 2008 年（交易额为 248 亿美元）以来的第二高

数据。

其中，活塞式飞机的交付情况最好。这得益于全球

市场对活塞式教练机的需求增长，其交付量从 2013 年

的 1,030 架增长到 2014 年的 1,129 架。这是自 2010 年

以来的最高数据。

喷气式公务机的市场表现也很强劲。交付量从 2014

年的 678 架增长到 2014 年（1 月至 12 月）的 722 架，

上涨 6.5%。虽然不及 2008 年的 1,145 架（历史最高记

录），但中型机的涨幅是过去 5 年来最高的。2014 年的

中型和超中型公务机的交付量从 2013 年的 140 架增加

到 159 架。部分原因是因为 2014 年全年有大量新型升

级机上市，比较著名的有巴西航空莱格赛 500、庞巴迪

挑战者 350 和赛斯纳奖状 X+，而这些跨洲机型的需求

量激增，尤其是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公务机市场。

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复苏，再加上包括奖状 M2 在内

的新机型的上市，轻型公务机市场出现了自 2009 年以

来的最强劲势头。超轻型和轻型喷气机的交付量从 2013

年的 185 架增加到 2014 年的 220 架，增幅 19%。大量

万众期待的新机型有望在今年开始服役，其中包括日本

本田喷气机、美国 SyberJet SJ30、赛斯纳奖状纬度和

巴西航空莱格赛 450，2015 年及以后的轻型公务机市场

有望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美国市场的复苏是 2015 年的发展看点之一，”

航空分析家 Rolland Vincent 说，“轻型和中型公务机

的拥有者现在对公务机市场的复苏比大型公务机拥有者

更有信心，这实属多年来的第一次。所以 2015 年的轻

型和中型公务机市场交付量应会继续增长，尤其是在美

国，因为该机型约三分之二的机队都在美国”。

然而，大型公务机市场进展并不乐观。继 2013 年

的极佳表现之后，远程大机舱公务机的交付量的降幅超

过 10%，减少到 269 架。虽然总交付量还保持在该市

场的历史第二高，但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大市场对大型公

务机需求减少，大型机制造商遭受重创。例如，达索公

司的猎鹰 7X 公务机交付量从 2013 年的 33 架下降到了

2014 年的 27 架；同样，湾流公司在 2014 年的远程大机

舱公务机交付量从 2013 年的 121 架下降到了 117 架，

其中包括首架湾流 G650ER；而巴西航空公司的莱格赛 

600/650 和世袭 1000 公务机在 2014 年的交货量也下降

到 25 架，比 2013 年少 4 架。但庞巴迪公司的挑战者

605 和环球系列公务机的交付量反而从 2013 年的 94 架

增加到了 2014 年的 96 架。

另外，涡桨飞机的市场今年预计也会复苏，其 2014

年交付量出现自 2009 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其中，单双

发涡桨机的交货量从 2013 年的 654 架下降到 2014 年的

603 架。但这 6.5% 的下降几乎完全是因农用机的销量

下降导致的。例如，画眉鸟飞机公司 S2R 系列机的交

付量就从 2013 年的 174 架下降到了 2014 年的 146 架； 

而美国空中拖拉机公司的 AT 系列机的交货量也从 2013

年的 51 架下降到 2014 年的 36 架。但是，如果不算农

用机部分，尽管新型升级机型的上市刺激了销量，但总

体上涡桨公务机的核心市场还是保持平稳的。例如，

Daher Socata 公司 2014 年 1 月上市的 TBM 900 型涡

桨公务机去年的交付量就从 2013 年的 40 架一跃升到 51

架。

“除比亚乔公司的 Avanti Evo 型机是预计马上开

始服役外 , 涡桨公务机领域几乎没什么研究和发展，无

论是机身构架还是发动机制造商，”Vicent 说，“所

以有意购买涡桨机的购买者还在观望，而新机型应该会

把他们吸引过来”。（高博通航）

相关阅读

Ed Bolen: 
公务机不是奢侈的大玩具
Business Jet is NOT a Luxurious Toy

本刊记者    钱思音

CGAD writer  Elaine Qian Siyin 

---NBAA 主席 Ed Bolen

很多美国成功人士告诉我：“我通过使用公务机这个商业工具走向成功。使用公务机使工作变得更加有效、

更具竞争力。”我想，这是对“公务机不是奢侈品而是商业工具”最有说服力的辩护。这与大众所了解的“先

成功，再买公务机”的理念完全不同。这是我们一直希望向大众传达的理念，公务机不是在某人成功后对自己

进行奖励而购买的产品，而是帮助某人走上成功之路的商务工具。

44 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45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Special Focus
特别关注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新年伊始，美国国家商务航空协会（NBAA）主席 Ed 

Bolen 再访中国，为将于今年 4 月在上海举办的亚洲商务航

空大会及展览会 (ABACE) 做展前准备。笔者也再次做客中

国公务航空集团，对集团董事长廖雪峰先生（Jason）与 Ed 

Bolen (Ed) 先生进行访问。除了对今年ABACE展望及说明

外，两位受访者主要就商务航空为中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

用、航空文化发展的推动、以及中国商务航空市场的多元化

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请您谈一谈今年 ABACE 的亮点。

What is the highlight of the upcoming ABACE?
Ed：今年 ABACE 展会为期三天，我们将为来自全球

的专业人士呈现包括教育、安全、产品技术、专业性等元素

的多元化的专业展会。为了确保一年的准备工作按部就班的

推进，我每年都会来中国几次，同时与当地政府官员、行业

领袖等各界人士进行会晤。

我想，此次 ABACE 的亮点在于其前瞻性，我们将对最

新科技研发、产品项目等进行探讨。除了对未来的探索，航

空文化的另一部分是对过去的认可与庆祝。2015 年是中国

商务航空发展 20 年的重要里程碑，也是 NBAA 在中国举办

ABACE 的第十个年头。我们将在回顾过去的同时，基于现

有科学技术，展望商务航空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我

们将对例如湾流 G650 飞机等

一系列

最近得到认证

的飞机与技术予以展示。同时，也将在

展会上发布一系列例如超音速运输等关于未来发展规划的消

息。我们在关注飞的更远更快这一主题外，也关注通航其它

板块的发展。所以，大家将在 ABACE 展会上见到从教练机

到波音公务机的各类飞机。

每次会面，您都强调 ABACE 的教育

板块，请您谈一谈教育板块的重要性。

Why educational sectors are so important for 

ABACE?
很多人对“航空运输是最安全的运输方法”这一说法感

到吃惊。我们认为，在包括商务航空在内的整个航空产业中，

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聚在一起，对全球各地发生的各类安全

事件进行探讨，对相关运营经验进行交换与交流，这种安全

理念应该是植于文化中的。为了行业长期健康的发展，我们

在确保安全性的同时，也要让更多的使用者认识到航空运输

的安全性。所以，我们针对安全文化的普及这一课题开展了

一系列持续教育项目。在某种程度上，ABACE 向大众展示

的更多的是全球商务航空文化。这其中包括对安全、专业性

等课题的探讨，也包括带领更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一行业。同

时，我们也通过融入本地文化元素，

使之成为“世

界顶级航

空展会”之一。

当然，中国地区的商务航空必定具有中国特色。所以，

ABACE 也具有反应中国及亚洲地区文化特点这一特性。我

们高兴的看到，在过去几年中，ABACE 亚洲参展商比例有

大幅上升。展会第一年参展商中仅有 25% 来自亚洲地区，如

今这一比例上升至 40%。除此之外，前瞻性科技是 ABACE

的另一看点，我们希望通过 ABACE 向行业不断塑造安全、

专业的航空文化。

如何在中国逐步推动航空文化的建立？

How do we build up aviation culture in China ?
我认为，持续性是第一位的。我们每年都在上海举办

ABACE，这其中就包括了重要的沟通交流环节。其次，是

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对行业的认知程度的提升。我们不断鼓

励各类人群参与到ABACE中来，借此推动航空文化的发展。

如今，我们能看到很多人不仅希望了解航空产业，更希望通

过自己对行业的热情，走到行业中去，扎根于行业之中。

航空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我们希望通过长期国际经验的输入，帮助中国市场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航空文化。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希望通过各

类 经

验的分享，让中国市场自主选

取适合己用的操作方法，最终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国市

场的体系与文化。

Jason: 每年ABACE的“学生日”都会将学生带入展会，

让他们零距离接触飞机，为他们开设教育课程。这些活动都

将提升大众对商务航空的认知，同时推动航空文化的形成。

这些年我一直强调，中国如果想要成为航空大国，而不是一

个简单的购买飞机使用飞机的国家，那么，航空文化的普及

不可或缺。所以，包括展会、交流论坛、采访、学生开放日

等形式在内的活动必不可少。

Ed: 中国与美国航空产业发展历程不同。在美国，航空

产业发展由私人飞行员和小型飞机开始，一些飞行员甚至自

行建造自己的飞机。基于这种对航空的热爱与激情，从私人

飞行到航空运输、固定航班、航空公司等市场元素的形成，

逐步推动了美国航空产业由小至大的发展历程。

而中国不同，这里从大型商用航空开始，由大至小的逐

步向通用航空发展。我们希望在这一革命性的发展过程中，

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大家对航空产业的激情。不仅是商务航空，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燃起大家对航空产业各个板块的激情，

最大程度的参与到行业发展过程中去。

您 第 一

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此后多次来中国给您

留下的最大印象是什么？对于行业发展又有哪些担忧？

When was your first visit to China? What is 

the biggest impression after you have come to 

China for so many times? What is your concer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viation 

industry in China?
那我就来谈一谈对我影响深刻的前三次中国之行吧。

1993 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我代表美国参议

院来华参与一个交换项目。那个时候，北京上海等地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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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众多，在街上却很少见到汽车的影子，那个时候的中

国也正在孕育未来发展的大计划。

一次与代表团前往上海参观的旅行让我印象深刻。站在

外滩，导游告诉我们，我们将在未来十年内，在河对岸浦东

新区建设世界最大的机场之一，浦东与浦西地区将通过高速

轨道相连接，届时，河两岸将充斥着各类现代化的办公大楼。

那时，我认为这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2003 年，做为美国未来航空航天系统委员会成员之一的

我再次来到上海，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后，我们搭乘高速轨

道交通来到浦西地区。在高楼林立的上海自由穿梭后我发现，

十年前我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一切，在那一刻变为现实。

2005 年，我因第一届 ABACE 来到上海。虽然当时我

们认为商务航空在中国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也希望通过

NBAA扶植该市场的发展，但当时的发展环境却不尽如人意。

运营商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拿到飞行许可，政府对商务航空的

认知力度不足，大部分空域都受到限制。

2015 年，仅用几小时就可以完成十年前需要数周才能办

理的飞行许可，各个世界主流商务航空企业进驻中国市场，

政府部门也将商务航空和通用航空发展置入十二五发展规划。

从 1993 年到 2015 年，我们走过了很长却又不可思议的一段路

程。明年，中国即将发布十三五发展规划，我们希望通用航

空和商务航空还会被囊括其中，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发展。

我想，中国商务航空发展最令我的担心的是公众对商务

航空的误解。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商务航空作为一种有

效的商业工具，为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就业岗位的创造、飞

行时间到商务时间的转变等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

将商务航空产品视为奢侈的玩具，掩盖其作为生产力和商业

价值提升的工具这一根本属性，这将影响大众对商务航空的

认知与接受能力、法规的制定，最终影响商务航空在中国的

发展。我希望大家认识到，全球各大领先企业都将使用公务

机作为开拓业务、提升效能的商业工具；全球多地都在极力

建设机场，借此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商务来访，为当地创造更

多的就业岗位。

NBAA 如何帮助中国行业参与者走

进国际活动当中去？

How could NBAA help local industry players 

get into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Ed：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沟通与交流。通过

ABACE 及其中文网站等多种渠道，我们希望向大众传达商

务航空文化及普及的相关信息，使他们在这里能够看到、接

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更专业的行业人士。美国商务航空

产业已走过 100 多个年头，因此，在美国我们不仅举办例如

NBAA 的大型展会，也举办例如调度员与签派员会议、国际

运营商会议、乘务员会议等更有针对性的会议。随着中国市

场逐步发展，各类专业会议将随之涌现，但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做好ABACE这样更大众化的展会，做好宣传和普及工作，

逐步推进市场的发展。

对于航空爱好者或者业内人士来说，全球各地每年有

多场航展，观展者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这其中进行甄选。

NBAA 仅介入通用航空和商务航空类别的展会，并对相关飞

行器进行展示。例如巴黎、范堡罗、新加坡等大型航展，商

务航空和通用航空仅是其中一个部分，这类航展还是以军事

和商业航空为主的。

我每年都会参加大家所熟识的美国奥什科什EAA航展，

在那里你能看到各类小型飞机，有很多是飞机拥有者自己建

造的，十分有趣。所以，去哪里、看什么航展，完全取决于

观展者的需要。我想，无论是何种类型，航空的魅力在于一

种内在的“对所有飞翔的东西的爱”，这是一种不可触摸却

又实实在在、极富感染力的东西。

如何将潜在客户变为最终客户？

How to turn potential customers into final 

buyers?
飞机是一种工具，客户越是发现这种工具的多样性，越

会更加大力度的使用它。在美国，我们见到各类不同的公司

通过不同的方式使用公务机。一些公司使用公务机运送客户

至公司所在地，向客户展示公司实力和业务流程；另外一些

则使用公务机运送员工团队，到不同地点展开工作；还有一

些则使用公务机运送零部件等设备。公务机使用范围极广，

但这是建立在对其工具属性的认知之上，加之对自己公司需

求性质进行分析，结合公务机工具属性后的结果。

很多美国成功人士告诉我：“我通过使用公务机这个商

业工具走向成功。使用公务机使工作变得更加有效、更具竞

争力。”我想，这是对“公务机不是奢侈品而是商业工具”

最有说服力的辩护。这与大众所了解的“先成功，再买公务

机”的理念完全不同。这是我们一直希望向大众传达的理念，

公务机不是在某人成功后对自己进行奖励而购买的产品，而

是帮助某人走上成功之路的商务工具。

推动中国商务航空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W h a t  i s  t h e  p o w e r  t h a t  p u s h e s  t h 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industry?
我想，推动中国商务航空发展的动力不会是一个单一的

元素，肯定是多方面的。比如航空从业者人数和对航空业激

情的增长，政府政策的放宽，基础建设的支持等，所有这些

集合到一起，才能推动行业的发展。中国发展速度之快，让

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即使我每年会来中国很多次，每次我还

是对所见到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

对于成功人士来讲，他们的一大特点是能在别人看到机

遇前看到并抓住它。中国的航空产业发展同理，为了更好的

推动产业的发展，机场、飞行员和维修人员储备、燃油、飞

机等基础建设不可或缺。有些地方看到了这一机遇，并着手

建设，抓住了这一机遇，这将逐步推动产业的发展。虽然我

们所处不同的大陆板块、历史不同、市场不同，但我相信，

中国的商务航空市场将会走上成功之路。

这些年中，我们看到大家对行业的热情与理解程度的提

升；政府和商业层面，以及大众层面对商务航空和通用航空

给与了更多的认可与肯定。我之所以会认为中国商务航空产

业将快速发展，正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们见证了以

上各个领域不同程度的改善与提升，这更坚定了我们对于中

国市场发展的信心。

越来越多的商务航空运营商进入中

国市场，NBAA 除了举办 ABACE 外，还能为这些

运营商提供哪些其它的东西？

More and more business aviation operators 

are coming into China market, except ABACE, 

what else can NBAA provide for the operators?
Ed：如我之前所说，每个商务航空业内人士都变成了商

务航空的代言人，当他们与其他人分享对航空的激情、受益

之处和感激之情时，这就是对推动商务航空发展做出的最有

力的工作。所以，我们总是在告诉前来参加NBAA展会的人，

不要仅仅来开个会，看个展览，我们鼓励他们回去和更多的

人分享经历和激情，与更多的人谈一谈商务航空。当更多人、

外企、甚至中国企业参与到航空产业中来时，我们希望他们

能够结合当地特点，与更多的人分享航空的激情。

在某种层面上，NBAA展会将安全、技术、事业发展等

各类信息进行打包，向大众进行展示。我们希望观展者在这

三天的展会后，能够与更多的人分享他们在展会中的所见所

闻所学，成为商务航空的代言人。

 

清谈一谈机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What kind of role is airport playing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d：中美两国发展历程截然不同，在某些层面上却又惊

人的相似。芝加哥机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同是世界上最繁

忙的机场，前者从一片兰花花圃开始，逐步成为通航机场，

再到民用机场，最终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民用机场之一。后者

则是根据北京及周边的交通运输需求，直接建成的大型民用

机场。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发展历程截然不同。但是两国

在前瞻性、对商贸、科技的兴趣与追求方面，对航空产业价

值的认可，以及对“航空运输是 21 世纪的运输方式“这一

理念的认同，又是如此的一致。

在美国，机场所有制有所区别，但由于航空产业是为了

在短时间内进行长距离旅行所设置的，所以这其中不能缺少

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的参与。同时，由于很多航班要进行跨

境飞行，所以国际化合作也很重要。美国一些机场所有权属

于机场，一些则属于私人，但向大众开放使用。我想，中央

政府的介入最直接的作用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机场网络

的建设。过去 10-15 年，中国每年建设 15-20 个机场，这也

使中国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机场增长速率最高的国家。国际航

空界为这一成绩喝彩，同时，我们希望这一发展势头可以持

续下去。

Jason：一个国家应该建立集高铁、高速、航空等于一

身的多元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当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

运送大批人员到指定地点时，高铁成为人们的首选。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高铁造价极高，这也就将高铁的应用限制到

了大型城市之间。但通用航空或公务航空机场的造价相对低

很多，两公里的机场跑道能将你带至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

是两公里的高铁或高速公路无法做到的事情。我认为，一个

综合的通用航空或区域航空运输系统的规划，对中国发展速

度较慢的地区来讲尤为重要，也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Ed: 中国近些年大力推动西北地区的发展，如何抵达较

为偏远的地区，如何将西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连接起来，

成为投资者和当地政府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机场的建设能

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问题。道路交通是线性的，每条道路的

价值只有在一个庞大的系统支持下，才会变得更有价值。然

而机场的建造，却能将大量区域在短时间连接到一起。

您认为商务航空能为中国经济增长

做出那些贡献？

How can business aviation help and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我们同处于一个世界市场中，有些情况是可以肯定的：

时间宝贵，人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虽然我们

可以通过电脑的协助完成很多工作，但是，面对面的交流始

终是不可或缺的沟通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各地每年都会

举办各类展览、会议、论坛的原因。但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

我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人们希望在短时间内，更

有效的、更快速的实现面对面的交流。

过去二十年中，我们通过对不同行业中使用公务机和不

使用公务机企业的对比，对商务航空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

用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无论在哪种经济环境下，无论企

业规模大小，除了极个别的个案外，同行业中使用公务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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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给股东的回报更多。用另一句话讲，使用公务机的企业

比其它企业市场表现更好。

在美国，我们对一些知名商务杂志推出的类似于 “最

佳雇主”和“最佳品牌”的名单进行分析，试图找出这些最

佳企业中使用公务机的企业比例。不出所料，90% 的企业会

使用商务航空帮助他们提高企业生产力及有效性。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看到，无论是企业规模大小、宏观

经济情况如何，使用商务航空的企业并没有花冤枉钱，更没

有浪费时间或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而是通过商务航空的介

入，帮助企业在极富竞争的环境中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也再

一次证明了公务机并不是奢侈的大玩具，而是一个高效的商

务工具这一理念。

Jason：我想，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模式不同，造成了机场、

公务机使用方式不同这一结果。3 年前，美国一本著名航空

杂志主编在聊天中提到，中国公务机所有者更倾向于使用公

务机进行休闲旅游飞行，而美国机主则更倾向于将其用作商

务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跟他解释到，中国企业都较新，并没

有太长的历史。谈生意时的第一要务就是展示实力、建立信

任。所以，在双方进行商务合作前，公务机协助他们建立信

任和友好关系，为将来的商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

你注意到生意在中国的谈成方法，你就会发现，很多生意是

在餐桌、高尔夫球场上敲定的。公务机在中国不仅扮演了交

通工具这一角色，它更是一个生意谈判和签订的场所。

利捷公务航空的进入，将为中国市

场带来什么？

What will Netjets bring to China market?
Ed：利捷航空是在一个很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的市场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其代表产品产权共享产品是他们的特色。

我想，该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说明世界大型公务机运

营商对中国市场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市场巨大

的潜能。利捷航空的到来，将带入他们在公务航空运营领

域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带动一批中国公务航空运营企

业的成立与发展。

Jason: 我想，利捷公务航空的到来，向我们展示的商

务航空的多样性，同时，满足了各类客户的不同需求，逐

步降低购买门槛，让更多的人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享受公务

机的服务。西方国家在公务机运营方面已经积累了多年的

经验，他们的进入能为我们的市场注入新的血液。在进入

市场的同时，他们需要结合中国市场特点，开发适合中国

市场的产品。

Ed：在航空领域，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最适合的选择。

利捷公务航空的到来，为客户呈现了更大的选择性。在购买、

选择服务或飞机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需求，才能选到最

适合自己的产品。不同的产品在其最适用的领域或环境下

是最棒的，所以，我们在 ABACE 为大家呈现从直升机到

远程公务机的全系列机型，让大家结合自己的需要，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使用者在众多机型与不同的运

营商中进行选择、组合，最终或许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产品和服务。

当然，宏观经济情况也是决定使用哪种机型的重要因素

之一。当企业仅在本国或周边开展业务，他只需要购买中短

途公务机或相关服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更多的

人要到新的大陆与从未谋面的新客户见面交流，这个时候，

远程或者超远程公务机就成为他们的不二之选。

都市旅游的最后处女地—直升机空中游览
The Last Untouched City Tour Sector: Helicopter Tour 

作者：刘彦鹏

 By Liu Yan Peng 

乘坐民航大飞机在近万米高空翱翔，感受蓝天白云，这

种情景对现代人来说已经越来越熟悉了。但乘坐直升机，在百

米左右的低空“兜风”，近距离俯瞰你所在这座城市的别样美

景，这对于大多数人就是既新鲜又陌生了。事实上，从全球来

看，除交通运输外，空中观光游览已成为直升机的第二大应用，

全世界通航飞行小时数的 45%都是由空中游览创造的。

全球许多著名城市都设有直升机空中游览项目，例如东

京、巴黎、纽约、迪拜、约翰内斯堡、里约热内卢等。在这

些城市中，空中游览使用的主要机型大多为单发涡轴式直升

机，也有少部分使用双发涡轴和轻型活塞式直升机。大部分

航线设计为 15-40 分钟一个架次。

首次去纽约通过空中游览感受这座“世界之都”的人都

会惊叹，这里的空中游览价格低廉（15 分钟航程一般 150 美

元左右），选择范围大而且服务周到。纽约市甚至专门设有

直升机空中旅游集散中心，有多家直升机旅游公司的数十条

航线可供选择。乘客在直升机上戴耳机可以听到导游讲解，

旅游公司还会为乘客拍照或录像留念。这里的很多直升机旅

游公司都获利颇丰，这进一步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另一个例子是邻国日本，早在 2005 年或更早，日本就

已经推出直升机俯瞰东京的空中游览项目，每架次飞行 15

分钟，非节假日成人票价约 240 美元，在机上能看到东京鳞

次栉比的城市建筑和壮丽夜景。

在加拿大边境的尼亚加拉瀑布城，直升机旅游已成为当

地诸多旅游项目中的“王冠”。每年约 1900 万游客源源不

断来到这里欣赏大瀑布壮美的景色。1984 年，直升机空中

观光公司用一架贝尔 407 将旅客带到瀑布上空。1994 年，该

公司累计载客 11000 人。2000 年，公司机队增加到 5 架贝尔

407，共运载游客十万多人，达到 6 年前的 10 多倍，经济效

益非常可观。

执飞厦门空中游览项目的豪华直升机——阿维

AW109SP
在过去数年中，中国也有很多企业或个人曾尝试进行空

中游览项目，但大部分都因为各种原因或取消、或搁浅、或

草草收场。目前国内真正在进行常态化运营的空中游览项目

并不多，由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执飞的厦门空中

游览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项目不仅是福建省首个直

升机旅游项目，也是华东地区目前唯一的直升机空中游览项

目。而且与目前国内其他空中旅游项目不同的是，该项目依

托的厦金湾机场，是国内首个专门为直升机旅游度身定制、

精心配套的旅游服务和运行保障基地。

厦金湾空中游览航线图
厦门空中游览采用的是意大利阿古斯特·韦斯特兰的

AW109SP 双发涡轴直升机。游览航线为厦金湾直升机场—

环岛东路观光大道—香山—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椰风寨—太

清宫—珍珠湾—胡里山炮台—厦门大学—南普陀寺—鼓浪屿

等，全程约40公里，飞行时间20分钟。如选择包机方式飞行，

折合单人票价约 950 元。自 2013 年 2 月航线开通以来已累

计接待游客约 2800 人。

执飞厦门空中游览项目的飞行员
其实，上海的空中旅游资源和纽约、东京具有一定可比

性，高楼林立，夜景璀璨，绝对是空中游览的绝佳都市。但是，

按现行法规，在上海运营空中游览必须使用安全系数更高的

双发涡轴式直升机，这对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我国的低空空域目前还比较紧张，禁飞区很多，以上海

为例，类似陆家嘴等地的区域空域都需要经过特批，这导致

在上海大都市的上空乘直升机观光难上加难。

目前，我国一个空中游览项目在真正落地之前，至少要

经过政府、空军和民航的三重审批，项目审批的专业性和难

度都较高。同时，作为审批主体的空中游览运行单位，至少

需要具备 CCAR-91 部运行资质，只有符合 CCAR-91 部运

行合格审定的运营人才能从事空中游览的飞行作业。许多企

业因不具备相应的审批资源或运行资质，要么铤而走险违法

违规经营，要么打擦边球误导舆论，将某一次个别申请的俱

乐部飞行体验活动个案夸大宣传，让人误以为其已具备了进

行常态空中游览的项目审批许可和运行资质。事实上，这只

能算是一种企业内部行为。能不能进行常态化航线运营，对

外接待游客并公开销售门票才是空中游览项目是否正式获批

和运行的标志。

虽然，上海至今还没有空中游览的成功案例，但基于厦

门的成功运作经验，相信距离“上海黄浦江空中游览项目”

正式获批也已为时不远。该项目正在由上海金汇通航稳步推

进，目前已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并进入起降点选址、

航线规划、环评测试等实质性筹备阶段。该项目一旦获批，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其现代化、立体化的城市形象必将

更加全球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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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旅

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分解表”。《分解表》规定，

2015 年 6 月底前，国家发改委、民航局、交通部等部门要出

台涉及邮轮游艇旅游、低空飞行旅游的具体措施。顶层设计

将会出台，低空旅游或将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蓝海。

近年来随着人们旅游观念的提高，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

已远远不能满足大多游客的旅游需求，更多的游客希望通过

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甚至触觉等全方位的参与体验，充

分理解旅游地的内涵特色。而低空旅游因其独特的“新”、

“奇”、“特”、“高”特征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开展低空旅游不仅是体验经济时代下的必然要求、产品升级

下的必然要求，更是各景区各城市寻求旅游突破的必然要求。

低空旅游，在不影响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利

用低空领域资源，不仅开通了“低空观光旅游”这一通用航

空产业的典型商业化项目，更是推开了通用航空产业大发展

的一扇窗。目前通航前景广阔，国家低空政策的支持，不少

航企推出低空旅游航线，不仅为人们提供出行休闲新方式，

更是为推动大众通航文化作贡献。

从全球范围看，直升机旅游起步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随着世界旅游事业的发展，直升机旅游呈现出了持续高速发

展的态势。但由于中国低空开放时间较晚，直升机旅游发展

尚处于起步阶段。 当前我国低空旅游试点已在陕西、北京、

山东、江苏等多个省市展开。海南三亚方面更是提出建设“三

亚国际水上飞机中心”。三亚国际水上飞机中心将航空功能、

旅游功能与三亚市旅游产业完美结合，成为三亚市经典和功

能完备的旅游活动场馆，它是飞行与航空举办高端活动和赛

事的场所，将促进三亚旅游业发展和提升旅游品质。低空空

域放开试点大大推动了通用航空相关产业如航空器制造、运

营和维修以及物流等的发展。低空旅游直接推动的或许是“国

内航空热”，而间接推动的则是中国的通用航空产业的“破

冰之旅”。随着低空空域的开放，从通用飞机的硬件维修、

管理人才培训、飞行员培养，到运营基地建设、低空旅游市

场开发，一个新产业链将在中国形成。

低空旅游开启通航新视窗

Low Attitude Tourism Presents News Sights for GA

霍尼韦尔公布未来五年直升机需求报告
日前，霍尼韦尔公司公布了第 17 份《民用涡轮直升机

采购预期》年度报告。该公司预计，在 2015-2019 年间全球

将交付 4,750 至 5,250 架民用直升机。

总体而言，随着新直升机采购计划的公布，今年涡轮式

民用直升机的五年需求相对于 2014 年的五年预测而言，相

对稳定。这抵消了低能源价格及汇率不断波动情形下大型机

队运营商的短期不确定性。

纵观全球各地区未来五年的直升机需求份额，美国和加

拿大占全球的 34%，这与之前相比增长了 8%，足见北美地区

购买力的增强。若再加上拉丁美洲，那么西半球占53%。此外，

欧洲的需求份额率为 24%，亚太地区为 14%，非洲和中东地

区则为 9%。

计划在未来五年内购买直升机的运营商指出，当前飞机

（相关维护成本、抗腐蚀性及安全性能）机龄、更换周期以

及保修期等情况都会左右他们的决定。调查显示，影响他们

机型选择的因素有航程、机舱尺寸、技术性能升级及品牌体验。

“尽管 2014 年直升机交付量有所下滑，但其短期需求

还是稳定的”，霍尼韦尔航空公司国防与空间部副总裁Mike 

Madsen 说道，“在培训、旅游、消防和执法领域，受直升

机利用率及更换周期的影响，直升机购买需求呈上升趋势。

现在，这些领域仍能促进直升机市场的短期需求。在未来几

年内，若干新机将投入使用，以便提升直升机的整体需求”。

各地区概况
调查显示，北美直升机购买量预计上涨 7%，并成为轻

型单 / 双引擎直升机强大的交易平台。本次调查中北美购买

需求的变化可谓重大发现，这有利于北美整体的发展。

虽然俄罗斯市场持续疲软，但欧洲的直升机购买量也有

所增加。2014 年，一俄罗斯运营商称俄罗斯市场已降至非常

低的水平，这无疑增加了欧洲整体的不确定性。当前，欧洲

对轻型单引擎和中型双引擎机型较为青睐。

拉丁美洲强劲的机队更换量令人充满期待，远超世界平

均水平，但与 2014 年相比，购买量略有下降。该地区将成

为全球直升机需求第三大地区（前两名为北美和欧洲）。目前，

拉丁美洲调查对象表示倾向于购买轻型单引擎以及轻型 / 中

型双引擎机型。

中东和非洲地区“生机勃发”，高达 32% 的调查者准备

替换或添置新的直升机。

金砖四国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整体的直升机购

买量继续衰退，只有印度呈上升趋势。调查中，巴西和中国的

购买量适度下滑，这也反映了两国近期经济增速放缓的局势。

不过，这两国的新直升机购买率仍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各类别直升机购买意向调查
在 2015 年直升机购买意向调查中，几乎一半的调查者

选择了轻型单引擎直升机，这使它继续成为最受欢迎的直升

机类别。在该类别中，经常提及的机型是：空客 EC130 / 

AS350 系列、贝尔 407、贝尔 505 和罗宾逊R66。

在调查中，中型双引擎直升机位列第二，选择该类别

的调查者占总数的 31%。而最常提到的机型是 AW139、

AW169、贝尔 412、EC145T2 和西科斯基 S-76 系列。

选择轻型双引擎直升机的调查者占 18-19%，最常提到

的机型为 EC135、贝尔 429 及 AW109。

根据 2015 年新直升机采购计划，重型多引擎直升机如

EC225、AW101 和 S-–92 等的采购需求较小但相对稳定；

然而，大型油气机队运营商的需求没有包含在此次调查中，

尽管这一产业的一些近期更换活动可能被推迟，但该产业的

需求将继续提升重型直升机的需求量。由于在 2015 年调查

中俄罗斯运营商的有限响应，Mi-8/17 购买计划还没有完全

呈现。

顾客最满意十大机型
今年的调查中，顾客最满意的 10 大机型是 AW139、

罗宾逊 R66、贝尔 407、贝尔 429、贝尔 412、贝尔 206L、

EC135、EC145、AS350B 系列以及西科斯基 S-76C。

调查者中，有超过 70% 以上的人选择了以上机型（虽然

客户的满意度一直在变化）。目前，许多处在生产阶段的机

型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并没有列入榜单。

直升机使用情况
今年直升机使用率有望增加，具体数据如下：

北美：27%的运营商计划增加，仅 6%的运营商计划减少

欧洲：10%的运营商计划增加，仅 4%的运营商计划减少

拉丁美洲：45% 的运营商计划增加，仅 4% 的运营商计

划减少

中东和非洲：18% 的运营商计划增加，仅 3% 的运营商

计划减少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14% 的运营商计划增加，仅 6% 的

运营商计划减少

调查中，所有根据最终用途而划分类别的飞行活动量均

有增长。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最高（每架飞机每年飞行小时数

约为 850 小时），紧随其后的是旅游业（将近 700 小时）、

执法行业（600 多小时）。而紧急医疗服务、培训、消防和

通用行业大体相似（400 - 450 小时）。飞行小时数最低的

则属企业运输，每架飞机每年只稍高于 360 小时。

（高博通航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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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航产业新东方崛起在即 
China Flight Training Industry is about to take off

访飞行学院重庆通用航空培训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耘耕

Interview with Chongqing GA Training Co. Ltd. General Manager Xu Yun Geng 

本刊记者 钱思音

CGAD Writer Elaine Qian Siyin 

许总，您好！请您谈一谈重庆飞院从成立到现

在的基本情况。
许耘耕：2012 年 7 月，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公司携手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共同组建飞行学院重庆通用航空培

训有限公司。重庆通航产业集团是从事直升机（轻型飞机）、

其他航空器及零部件项目的投资；从事直升机（轻型飞机）、

其他航空器及零部件的研发、销售、咨询、培训服务；从事

直升机（轻型飞机）、其他航空器及零部件的进出口的综合

性航空产业集团公司。培训公司是以培养通用航空私、商照

飞行员和机务维修人员为主的甲类通航公司。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获得经营许可证；2014 年 1 月获得 CCAR-91 部运

行合格证；2014 年 2 月与民航飞行学院联合取得恩斯特龙

480B/280FX 机型维修培训资质；2014 年底，取得 CCAR-

61 部培训资质。公司将立足重庆、面向全国，致力于打造中

国通航人才培训基地，支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为更广阔的

航空市场服务。

学校设施设备以及师资情况如何？
许耘耕：公司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两江航空产业园内，学

校占地 300 余亩，已有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等一期工程

建筑面积 4 万多平方米，有标准运动场、停车场、机库、机

场等配套设施，有恩斯特龙 280 教练飞机 5 架，有相应的机

务专业各类设施设备。现有教职工 50 多人，其中飞行教员 9

人，机务维修保障团队人员 15 人，理论教员、航务、航医、

航空安全等相关专业人员 10 人，这些人员都拥有正规的行

业背景和丰富的从业经验。

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
许耘耕：我 16 岁当兵，19 岁任飞行教官，一直在部队

的飞行院校从事飞行教学、飞行指挥及管理工作，曾任飞行

教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团参谋长、副团长、训

练处长、团长、学院副院长，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官训练基

地副主任，主管训练与作战。48 岁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年龄

上限，退休后，我选择进入通用航空产业，继续实现飞行梦想，

为通航发展出一份力。

您认为重庆飞院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许耘耕：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技术。基于与民航飞

行学院的紧密合作，我们从师资、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到训

练机制、训练课件与方法，都可以说是行业内最专业、最先

进的，是其它一般企业或学院无法比拟的。二是平台。我们

依托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这个大的平台，在直升机与固定

翼飞机研发、制造、运营、维修、服务、机场建设等各方面

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三是管理。我们有专业的管理团队，

我们的运行负责人为海军特级飞行员，曾任某师副师长，机

务负责人曾任某大型民用航空公司维修工程部总经理和安全

质量管理部总经理，安全负责人是一位飞行时间超过 25500

小时、具有多种机型飞行经验的老机长，从运营层面来讲，

领导团队力量还是很强的。

您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打算？
许耘耕：我院前三批学员均来自重庆本地及周边省市，

三批学员共有 35 人。今年飞行员培训规模达到 30—50 人，

明年预计达到 80-100 人的规模，十三五末年培训能力提升

至 400-500 人。在飞行员培训方面，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飞

行员培养比例按 6:4 进行规划。除飞行员培训外，我们还会

开展机务、空乘、航务等其他民航相关专业培训，预计 2020

年达到年培训 3000 人的目标。我们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中

国通航产业的新东方”，通过与中小型培训机构的合作与整

合，逐步占领重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其它地区的通航培

训市场。随着规模的扩大，待时机成熟，公司不排除上市的

可能。

请您介绍一下你们的特许代理机构。

许耘耕：成都偌特通航是我们的第一家特许招生代理，

通过与偌特通航的合作，结合他们在直升机销售、招生和飞

行员人力资本运作方面的能力，我相信我们未来的道路一定

越走越宽。接下来，我们计划在云南、贵州、湖南、湖北、

广东等地成立相应的招生代理机构，更好地支持重庆飞院市

场扩张工作。我们对招生代理的审核制度是相当严格的，首

先，对方必须是合法合格的通航企业。其次，信誉良好。第

三，必须具备极强的服务意识与市场拓展、宣传公关的能力。

以此为基础，在保证招生数量的基础上，确保学员质量。特

许招生代理主要完成面试、体检等前期工作，为学员提供一

系列相关服务。在为学员节省时间的同时，也简化了学院的

招生流程。

您认为现在通用航空飞行员的就业情况如何？

未来的趋势如何？
许耘耕：现在的总体情况是老飞行员“吃不饱”，新飞

行员无法上岗。目前，我国通航市场还太过弱小，2014 年通

航飞行量 59 万小时，其中飞院就占据 27 万小时，全国通航

飞行量也才不过 30 几万小时。另外，企业一味地使用老飞

行员，忽略年轻飞行员的培养，加上作业量小，才会出现老

飞行员“吃不饱”，新飞行员无法上岗的情况。未来，在高

收入人群的带动下，通航板块尤其是飞行员的市场需求将成

几何倍数增长，不仅飞行员需求量将有增长，相应的就业情

况也将得到改善，如今的培训机构数量远不能满足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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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应如何培育我国通航市场？
许耘耕：我们希望通过对成功人士的培训，逐步引领他

们学飞机、玩飞机、用飞机、买飞机，认识了解通航，推动

通航产业发展。与汽车产业发展之路同理，通用航空的发展

应以个人飞行为主体，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玩起来，逐步带

动市场发展。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走“培训市场是龙头、

高端人群是先驱，国营企业打头阵，私营企业渐跟进”的路子。

您如何看待西南地区未来通航市场的发展？ 
许耘耕：从整个中国来看，我看好西南地区通航发展。

西南地区人口众多，道路拥堵，较全国其它地区，该地区交通、

地理条件更为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通过各种空

中交通方式进行补充。同时，西南地区对支线、商用、救援

飞行等板块的需求也很巨大。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落后于较

为发达的地区。以重庆为例，地形复杂，配套交通不足，因

此通用航空的市场需求巨大。结合市场需求，西南地区通航

发展一旦进入正轨，其发展速度应该是很可观的。反观北京

等大城市，虽然高端人士聚集，但高铁、高速公路、民航班机

等交通配套充足，通用航空发展可能以私人飞行为主，但紧

张的空域又会限制飞行活动。另外，华北地区一马平川，较

西南地区航空旅游景点少，缺少看点。西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

看点颇多，无论是乌江画廊，还是重庆的各个山谷，都会呈献

给旅游者各种不同的景致。未来随着政策的推进，机场的兴建，

我相信西南地区通航产业会在国内占有重要位置。

作为企业负责人，您认为应如何看待飞行员

培养？
许耘耕：现有飞行员培训体系与通航发展之间存在一些

矛盾，一是飞行员培养跟不上企业发展需求，二是培训出来

的新人无法马上投入使用，三是市场规模有限，无法马上提

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我认为，通航企业应摒弃急功近利的做事风格，转变对

飞行员的审视角度，视飞行员为企业的重要资产。作为通航

企业的负责人，应树立培养飞行员的正确态度，前期舍得对

飞行员进行投入与培养，才能保证未来教学、运营的安全与

质量。通航产业现在还处于各环节断裂的状态，作为企业领

导，更应具备长远的眼光，断中取稳，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制

定正确的人才培养战略，逐步进入新老更替、新老有序的健

康科学的循环状态。

您对年轻人学飞行有什么建议？
许耘耕：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抱着对飞行盲目的爱，就

是抱着就业或上军校的目的入伍，一旦遇到困难或是挑战，

很容易打退堂鼓，这就造成了部队从选、招、训过程中资源

的极大浪费，导致了飞行技术和空军战斗力的减退。如果未

来某日他们决定入伍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我希望这些年轻

人在这之前就有过飞行体验，对飞行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作

为一名飞行员，只有将对飞行的爱扎根于内心深处，才会有

更远大的追求。我想，这种情况在欧美国家空军招飞中极为

普遍。他们空军招飞上来的年轻人均已是经验丰富或具有飞

行经验且热爱飞行的飞行员，这些年轻人抱着对飞行的热爱

加入到空军中去，会更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从而用一

生的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长远目标，每个人

都会珍惜身体、调整饮食、钻研业务、提高技术。所以说，

现在年轻人面临的更多的可能还是事业心、理想与追求的问

题。所以，我认为针对青少年开展航空教育、航空知识普及、

飞行体验等工作极其重要。

作者 倪光辉

By Ni Guang Hui 

依托优质高中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 招生计划单列

近日，教育部、公安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制定印发《空

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建设实施办法》。确定从2015年起，在河北、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

陕西等空军招飞生源主要省份，依托优质高中建设空军青少

年航空学校，每年招收 1000 名应届初中毕业生。

学校怎么招生？空军招飞局局长彭军霞接受了记者采

访，解释了五方面政策。

招生计划单列，不影响报考其他高中
《办法》明确，空军与地方教育部门建立军地合作、各

司其职、共同负责的招生机制，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在全省

范围内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实行计划单列。

彭军霞介绍，空军招飞机构将对报名考生组织政治考核、

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三方面考查。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具

体审批录取办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未被录取的学生

不影响报考其他高中。

多措并举，保证选拔公平公正
《办法》也明确审批录取要保障公平，学生参加招生选

拔的检测、食宿等费用也都由空军承担。

体格检查方面，一是实施背靠背“盲检”，工作人员仅

了解学生体检代号，对其姓名、学校等基本信息完全屏蔽。

二是实行“双检双签”和“三级审核”。每个项目都由两名

医生检测并分别签字，每名学生的检测结果都经科室主任、

主检组、专家鉴定组三重审核。三是实施分权限管理，各类

人员按权限录入和使用学生体检信息，修改需提高一级审批

权限，系统全程记录修改过程。四是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实

时掌握检测场所情况。

心理测试也是全程“盲检”，参照空军招飞心理选拔标

准实施，检测内容包括个性特征考查和能力测试。如考生对

结论有异议，可向专家鉴定组提出申诉，并由专家鉴定组给

出最终结论。

专项经费支撑，吃穿住学有保障
航空实验班学生实行单独编班，模拟营连管理模式，统

一着装，在校食宿。彭军霞表示，空军将为学生提供伙食费，

发放具有空军特色的特制校服，按月发放生活津贴；承办中

学将减免部分学杂费、住宿费等费用；成绩优异、表现好的

学生还将获得空军提供的专项奖学金。

资源倾斜，夯实文化基础
随着空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对飞行员文化素质要求

越来越高，空军招飞文化起点已提高到一本线。《办法》将

“办学水平、教育质量较高”作为遴选承办中学的基本条件，

明确承办中学选派业务精湛、责任心强的优秀教师担任航空

实验班班主任和学科教师。从空军试办飞行少年军校情况看，

承办中学均是所在省份知名高中，学校普遍配强了师资力量，

学生文化成绩提升较快。

飞行训练考核计入招飞选拔成绩
彭军霞介绍，学生在校期间，在完成国家规定高中课程

学习的基础上，还将针对飞行学员素质要求，进行订单式培养。

飞行训练将安排在高二寒暑假，训练期间飞行及交通、

伙食、保障等费用均由空军承担，学生不花一分钱。飞行训

练结束后对学生进行飞行潜质评定划档，划档成绩作为飞行

训练考核结果。毕业生高考志愿应当根据培养协议首先填报

空军飞行院校航空飞行与指挥专业，并参加招飞选拔检测。

其中，心理选拔和飞行训练考核结果作为招飞选拔专业成绩。

对招飞选拔检测合格的考生，按照考生高考成绩和招飞选拔

专业成绩折算形成的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对未录取为飞行学

员、但符合军队地面院校招生条件，志愿报考军队地面院校

或普通高校国防生的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来源：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

Air Force Youth Aviation Schools Will be Built in China Soon 

我国将建一批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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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 一场全民参与的时尚运动
访四川偌特通用航空公司董事长 张雨斌

General Aviation: A National-Wide Fashion Movement for Everybody 
Interview with Si Chuan Rotor GA CEO Zhang Yu Bin

本刊记者 钱思音

CGAD Writer Elaine Qian Siyin 

热爱汽车、极限运动，曾经尝试过各种不同东西的 80 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认识通用航空后，决定进入

这个行业。极度恐高的他，每次乘坐航线飞机都会掌心冒汗。但作为具有冒险精神、敢想敢干的 80 后，他决定到吉

尼斯世界纪录保持地，全球第一高商业蹦极的澳门电视塔，战胜自己的恐高症。成功地从 233 米高空一跃而下，更

加坚定了他“一定要将通航搞起来”的信念。他希望通过一个经市场验证过切实可行的切入点，结合 80 后的创新冒

险精神，让通航落地开花。

关键词：全民参与 航空文化 科技创新 多元素结合 自主研发模拟机

背  景

请您介绍一下偌特通航的情况，为

何选择进入通用航空市场？ 

张雨斌：一年半前一个巧合的机会，我们了解到国家

宏观政策的走向与低空改革开放信号的发出，得知通用航空

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偌特通航

决定正式进入通航产业。由于通航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公

司定位尤为重要，异想天开的布局全产业链不太现实，必定

造成公司走入无法盈利的困境。我们了解到，从全国范围内

看，无论是成熟的还是新成立的通航公司，前五年恐怕都是

极其困难的阶段。

公司成立之前，我也多次前往四川地区两家知名通航企

业取经，他们均表示，只做运营的通航企业最多能够满足公

司运营成本的需要，实现利润增长十分困难。中国通航在我

眼里还是个孩子，而这个孩子需要很多喜欢他、爱护他的人

一起抚养、培育他。也许，5 到 10 年后，这些真正扎根在辛

勤培育过程中的人，才会得到收获的喜悦。

偌特通航在市场调研过程中，认识了重庆通航航空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旗下直升机品牌恩斯特龙。相比国内市场

比较熟悉且已有一定销量积累的贝尔、罗宾逊等品牌，恩斯

特龙是一个全新的直升机品牌，加之重庆通航的雄厚实力，

我们认为这一品牌未来在国内的潜力巨大。我们也更乐于与

直升机厂家进行点对点的直接沟通，这为我们顺利开展工作

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通过民企与国企合作的模式，结合双

方优势实现市场化运作，更进一步的打造恩斯特龙的品牌形

象，丰富其销售模式。第一，我们将打开恩斯特龙在四川及

西南地区的销售局势，树立品牌形象。其后，我们在未来也

会考虑成立通航运营公司，以恩斯特龙直升机投入运营。

本人的背景虽与航空没有太多关联，但热爱汽车、极限

运动，曾经尝试过各种不同的东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

认识通用航空后，决定进入这个行业。其实，我极度恐高，

每次乘坐航线飞机都会掌心冒汗。但作为具有冒险精神，敢

想敢干的 80 后，我决定到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地，全球第

一高商业蹦极的澳门电视塔，战胜自己的恐高症。成功地从

233米高空一跃而下，更加坚定了我“一定要将通航搞起来”

的信念。我希望通过一个经市场验证过切实可行的切入点，

结合 80 后的创新冒险精神，让通航落地开花。

直升机文化体验馆”是一个全新的

切入点，请您介绍一下这一理念的设计初衷与未来

发展方向？在航空文化打造方面，偌特通航将有哪

些动作？

张雨斌：品牌的树立一定要以文化的推广为基础。我

一直有一个“通航全民参与”的理念，我们工作的职责不仅

是销售业绩、品牌推广，更应该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了解

通用航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通用航空产品，为产业发展

奠定基础。多年前，一位通航老大哥告诉我：“在欧美国家，

你随便问一个小朋友什么是通用航空，他们都能清楚地讲出

其应用领域、相关机型等一系列基础知识。”由此可见，通

航的发展还是要以文化的普及为基础。我认为，国家低空改

革是为未来更好的“全民国防”部署而做准备。所以，我们

更应该让更多的青少年接触这个行业，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

最终实现全民国防这一宏伟目标。

我们的展厅中除了一架真机展示外，还有两台自主研发

的模拟机。与市场上现有专业模拟器产品相比，我们的产品

以“上手快、机型多、价格低”为特点，为广大普通市民提

供丰富、愉快的飞行体验。如今，产品已走过漫长的 7 年的

软硬件开发阶段，正式迈上了舱体研发的台阶。未来，我们

计划以偌特科技为平台，打造 50 万元级别的入门娱乐级全

民娱乐飞行模拟器产品。同时，这一系列产品将把娱乐与专

业相结合，通过寓教于乐的科普形式介绍给广大青少年朋友

们。我们已与当地教育部门就中小学生通航兴趣班事宜展开

洽谈。届时，我们将为成都的中小学在校生提供免费的模拟

器飞行理论与其它飞行相关知识的培训，让他们全方位的接

触飞行、认识通航。

西南地区通航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为何将体验馆选在成都而非重庆？您较看重哪些通

用航空板块的发展？

张雨斌 : 成都自古以来都是天府之国，历史悠久。被很多

人认为是悠闲、慢节奏的成都，其实是极富活力和激情的城

市。虽然不比上海、深圳等城市，但成都的生活节奏也是相

当快的，加之超前的消费理念，使成都成为我们的不二之选。

成都的豪车保有量进入全国前三，奢侈品品牌数量在北京、

上海之后，排名第三。成都人极富生活情调，热爱时尚。结

合以上几点，我们才决定将体验馆开设在新成都的中心 CBD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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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也是偌特通航主打特色之一，

为了契合这一特点，我们将域名选定

为“rotorvogue”。之所以选用 vogue

一词，一是因为它本身就有时尚的意

思，二是因为它同时也是一本知名国

际时尚杂志的名字，更容易让大家理

解我们的品牌特点。时尚是一种理念

和生活方式，我们希望将通航科技、

偌特通航打造为一个时尚品牌。

讲到科技与创新，我们正在寻找

3D 打印与通用航空产业的结合点。我

们希望通过对 3D 打印技术在通用航空

领域中应用的探索，让更多的人认识

理解这一技术，最终与我们“全民化、

普及化”的目标契合。初步设想，我

们将会把 3D 打印与模拟机云平台产品

相结合，用户在购买产品后，可现场

打印自己心仪的飞机模型。虽然，这

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想法，我们还在摸

索当中，但我们最终还是秉承多元素

相结合的初衷，将更多高新技术、时

尚元素融入到通航中来，带到百姓中

去。

随着通用航空逐步发展，其在应

急救援、防火、反恐防暴等领域的功

能性就会体现出来，我们也比较看重

这一板块未来的发展。国内现有通航

运营公司大部分都视航空旅游为其主

要经济来源，反观国外通航发达国家

及地区，航空旅游业的繁荣是建立在

通用航空产业发达、航空器保有量较

大的成熟基础之上的。而国内行业基

础还不稳固，一味的开展应以行业成

熟为基础的业务，也是我国通用航空

发展现阶段的矛盾点。航空旅游产品

定价也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定

价过高，老百姓不认可；定价过低，

无法支付运营成本。所以，我并不是

特别看好航空旅游现有市场的发展。

您谈一谈对西南

地区直升机培训市场的看法，并

介绍一下即将推出的“飞行员培

训金融产品”。 

 

张雨斌 : 飞行员培训业务也将是偌特通航的业务板块之一。

虽然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国飞行员市场的潜在能量，

也认识到未来全国各板块对飞行员的需求量巨大，但全国各

地现有的很多飞行员培训机构却经营惨淡，入不敷出。我认

为，主要是由于民众缺乏对飞行的基础性理解，对未来就业、

安全性、薪酬收入、发展空间等问题都抱有不确定性，这也

大大降低了他们对学飞的积极性。未来 3-5 年，飞行员培训

市场的刚需肯定是存在的，但如何培养扩大这一市场，就是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为了更好地培育这一市场，我们与五大银行其中的两家

合作，率先推出了“飞行员培训金融产品”，以助学贷款的方

式，为家庭困难或资金困难的学员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

我们也和银行从创新项目的角度进行深度合作，银行会对其私

人银行客户及大众存储客户推荐我们的飞行培训产品。

我们可以为学员提供两种不同的培训产品：学历教育及

执照培训。学历教育方面，我们与美国的安博瑞德航空大学

澳洲分校区安迪博迪安航空学院建立合作，成为中国区域的

授权代理招生机构，致力于培养航空科学及航空工程科学领

域本科生专业型人才。这样，我们不仅能够满足客户完成学

历教育的需求，同时，也帮他们完成了专业执照的培训课程。

这也是偌特通航未来主要的产品板块。

飞行员驾照培训方面，我们与飞行学院重庆通用航空培

训有限公司展开合作，于 2015 年 1 月成为该公司的特许授权

招飞机构。飞行学院重庆通航培训有限公司具有 CCAR-91

部运行合格证，主营直升机私用、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及

机务维修执照等业务，为川内飞行爱好者提供了实现梦想的

捷径。

除这一板块外，我们考虑在四年后开展例如森林消防、

救援、反恐防暴等 70 多项的专业飞行员培训。通过培训，我

们希望飞行员在掌握基础飞行技能外，还能具备专业飞行素

养。我们希望通过引进国外相关专业飞行培训模式，与国内

的武警、消防、公安等部门形成合作，推动特种领域的飞行

员培训发展。

四川地区文化特殊，川人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吸

收快，有利于新兴行业的发展。本地区起步较早的西林凤腾

与驼峰通航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从全国来

看，西南地区通航公司数量增长速度较其它地区更快，发展

也更快。我们希望在前进的路上，能够逐步加强我们创新与

科技这一核心竞争力，将全新的理念带入到通航产业中来，

做一家与众不同的通航公司。在这条路上，能与这些前辈们

共同促进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地区的通航产业发展，是我们

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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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将对停飞转业飞行员实施

《推荐函》制度

作者：李辉 

By  Li Hui 

日前从权威人士处获悉，继空军、海军之后，自2015年起，

陆军也将对停飞转业飞行员转入民航系统全面实施《推荐函》

制度。就此，军方与民航局已达成共识，具体实施规定有可

能在近期出台。这将对国内通航公司特别是以直升机运营为

主的通航公司接收军转民飞行员产生较大的影响。

根据民航局《对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的人员办

理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有关问题的说明》（AC-61-FS-

2014-02R2），对于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的人员（包

括我国空军、陆军、海军、警察、海关部队的航空器驾驶员）

在退出现役后申请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的，申请执照和等

级前24个日历月（私照）或12个日历月（商照）仍在飞行的，

经航空经历认可，体检、理论考试合格后，可免除实践考试，

直接领取相应型别等级的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这其中最

难取得的，就是“航空经历认可”。由于防止军队飞行员非

正常流失及飞行经历造假等原因，自2005年、2007年起，空军、

海军对停飞转入民航系统的飞行员相继实施《推荐函》制度：

其飞行经历由军方在《推荐函》中予以确认；空军、海军停

飞飞行员必须持《推荐函》，民航方可予以办理民用航空器

驾驶员执照。而陆军航空兵由于成立较晚，一直未实施此制

度。近年来，随着陆军飞行人员的增多，每年停飞转入民航

的飞行员也不断增加。加之陆军停飞飞行员原驾驶机型多为

直升机，故深受以直升机运营为主的通航公司青睐。据不完

全了解，部分通航公司中陆军停飞飞行员占到了 50%以上。

之前，陆军停飞飞行员转入民航时，由民航局飞标司根

据其原始飞行档案向其原单位主管部门确认其原飞行经历。

据了解，陆军实施《推荐函》制度后，其飞行经历由军方确

认。另外，《推荐函》的获得也绝非易事。据透露，《推荐函》

可能只是优先推荐达到停飞转业控制年限的停飞飞行员，间

断飞行时间较长、飞行总时间不够及按自主择业方式转业的

停飞飞行员将不予推荐。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具杀伤力的

一点，有可能就是：推荐人员列入当年转业计划；批准转业后，

按照部队转业干部工作现行政策，办理转业手续报到。

陆军对停飞人员实施《推荐函》制度后，给通航公司带

来的影响可能有以下几点：

1、军转民飞行员数量将减少。空军、海军停飞转业飞

行员，原飞机型多为歼击机、轰炸机和运输机等固定翼飞机，

其目标大多为 121 部航空公司。陆军停飞转业飞行员，原飞

机型多为直升机，只能进入以直升机运营为主的通航公司。

实施《推荐函》制度后，一方面，军方会以此控制每年停飞

转业飞行员数量；另一方面，一部分停飞转业飞行员也可能

因得不到《推荐函》而无法获得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

2、军转民飞行员薪金成本将进一步提高。目前的现状是，

陆军达到停飞转业控制年限（47-52 岁）或按自主择业方式

转业的停飞飞行员，由于仍享有军队退休工资（自主择业金）

及社保、医保，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及个税，故与通航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时，一般不再要求交纳“五险一金”。而通航

公司也乐意顺水推舟，减少用人成本。实施《推荐函》制度

后，军转民飞行员全部列入部队转业干部行列，军队退休工

资（自主择业金）全无，“五险一金”一样不能少，羊毛出

在羊身上，通航公司用人成本将大为提高。（来源：民航资

源网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China Air Force About to Launch “Reference Letter System” for Pi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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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我国有 164 家实际在运行的

通用及小型运输航空公司（见表1），从业飞行人员2191名（含

中国籍飞行员2043人，外籍飞行员148人），航空器1177架。

基于运行特点，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A 类：仅按照 CCAR-91 运行的公司，主要从事航空作

业；

B 类：仅按照 CCAR-135 运行的公司，主要从事小型

运输，包括通勤和商务包机；

C类：A+B混合运行；

D 类：按照 CCAR-91 部运行，依据 CCAR-141 部训

练的飞行学校；

E 类：同时具有 CCAR-91、CCAR-135 和 CCAR-

141 运行的公司。

经统计，已获得运行合格证且实际在运行的公司，A 类

119 家，B类 9家，C类 23 家，D类 12 家，E类：1家。

2014 年通用和小型运输运行概况

前言
作为中国民用航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用航空和小型运输航空发展形态多样，运行模式各异，不同的

运行要素变化不均，部分蓬勃增长，部分持续萎缩，同时随着航空文化的日益普及，飞行表演和私用飞行

等航空活动日趋频繁。为准确反映 2014 年度通航及小型运输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飞行标准司经过核实运

行规范相关数据，同时对近几年积累数据进行横向对比，编制本信息通告，从公司分布、飞行人员、运行

种类和状态、航空器等方面全面、直观地予以数据呈现。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属于中国民用航空局直属事业单位，不属于通用航空运营人范畴，

其规模较大，年飞行小时数较多且主要针对运输航空实施飞行员训练。为避免对通用航空和小型运输运营

人发展形势的误判，本通告单独列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相关数据，同时也将救捞局和校飞中心等事业单位

的相关数据单独列出。

编 号：IB-FS-2015-02

下发日期：2015 年 2 月 9 日

编制部门：FS

批 准 人：胡振江

信 息 通 告

（一）通航及小型运输公司概况

运行合格证编号 合格证、运行规范持有人中文全称 91H 91K 135 141 飞机 直升机

G-0071-ZN 爱飞客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 ■

G-0039-HD 安徽鼎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53-HD 安徽蓝天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司 ■ ■ ■

G-0007-ZN 安阳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

G-0017-DB 白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1-DB 北大荒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41-HB 北京搏翼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G-0065-HB
C-063-HB

北京大白熊商务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G-0025-HB 北京泛亚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73-HB
C-067-HB

北京汉宇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75-HB
C-035-HB

北京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G-0043-HB
C-082-HB

北京华彬天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

C-079-HB 北京京城国际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HB
C-003-HB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公务机） ■ ■ ■

G-0033-HB
C-057-HB

北京首航直升机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 ■ ■

G-0039-HB 北京天鑫爱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91-HB 北京翔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5-HD 常州江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33-XN 成都大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3-DB 大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G-0035-XN 德宏南亚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5-DB 东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C-060-HD 东方公务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 ■ ■

G-0021-HB
C-010-HB

东方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

G-0045-ZN
C-052-ZN

东海公务机有限公司 ■ ■ ■

G-0005-XB 敦煌飞天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G-0005-HB
C-070-HB

鄂尔多斯市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G-0031-XN 飞行学院重庆通用航空培训有限公司 ■ ■

G-0065-HD 福建省新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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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合格证编号 合格证、运行规范持有人中文全称 91H 91K 135 141 飞机 直升机

G-0021-ZN 广东白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79-ZN 广东海天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63-ZN 广东聚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G-0001-ZN 广东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69-ZN 广西广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31-ZN 广州穗联直升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31-HB 国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35-ZN 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 ■ ■ ■

G-0061-ZN 海南三亚亚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5-ZN 海南亚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67-HB 海直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C-016-DB 汉华公务机航空有限公司 ■ ■

G-0071-HB
C-069-HB

汉能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 ■

G-0049-HB 河北遨司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83-HB 河北地平线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G-0077-HB 河北翔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G-0047-HB 河北致远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G-0055-ZN 河南飞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57-ZN 河南贯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5-ZN 河南蓝翔通用航空公司 ■ ■

G-0073-ZN 河南永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G-0059-ZN 河南中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3-DB 黑龙江凯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63-HB 呼伦贝尔天鹰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C-080-HB 呼伦贝尔中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1-ZN 湖北楚天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G-0025-ZN 湖北同诚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33-ZN 湖北蔚蓝国际航空学校有限公司 ■ ■ ■

G-0041-ZN 湖北银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65-ZN 湖南华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75-ZN 湖南九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81-ZN 湖南翔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C-050-HB 华彬亚盛通用航空（北京）有限公司 ■ ■

C-066-HB 环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9-DB 吉林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运行合格证编号 合格证、运行规范持有人中文全称 91H 91K 135 141 飞机 直升机

G-0047-HD 江苏华西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3-HD 江苏华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7-HD 江西长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7-ZN 荆门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G-0083-ZN 荆门中航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 ■

G-0023-HB 精功（北京）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C-071-HD 精功（浙江）公务机有限公司 ■ ■

C-081-ZN 利捷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3-DB 辽宁鹏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35-DB 辽宁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5-DB 辽宁世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49-ZN
C-075-ZN

美亚旅游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19-HB
C-004-HB

民生国际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G-0041-HD 南航艾维国际飞行学院（南京）有限公司 ■ ■ ■

G-0049-HD 南京若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C-059-HD 南山公务机有限公司 ■ ■ ■

G-0027-DB 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1-DB 齐齐哈尔鹤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31-DB 齐齐哈尔昆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37-HD
青岛九天 -- 斯巴腾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
司

■ ■ ■

G-0069-HD 青岛翔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2-HD 青岛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5-XB 青海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55-HB 青山绿水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61-HD 山东凤凰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 ■ ■

G-0045-HD 山东高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59-HD 山东海若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55-HD 山东南山国际飞行有限公司 ■ ■ ■

G-0051-HD 山东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19-HD 山东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 ■ ■

G-0063-HD 山东翼龙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 ■

G-0045-HB 山西成功通用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 ■

G-0015-HB 山西三晋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G-0009-XB 陕西凤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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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合格证编号 合格证、运行规范持有人中文全称 91H 91K 135 141 飞机 直升机

G-0007-XB 陕西精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7-XB 陕西欧博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9-XB 陕西天驹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G-0015-XB 陕西天颖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

G-0023-XB 陕西中俄飞行学院有限公司 ■ ■ ■

G-0029-HD 上海东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23-HD 上海豪海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5-HD 上海和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7-HD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C-033-HD 上海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57-HD 上海启德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1-HD 上海中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5-HD 上海中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47-ZN 深圳金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67-ZN
G-0085-ZN

深圳市星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07-DB 沈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81-HB 石家庄爱飞客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 ■

G-0009-HB 石家庄冀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G-0003-XN 四川奥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G-0029-XN 四川美联华邦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05-XN 四川三星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G-0023-XN 四川驼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13-XN 四川西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1-XN
G-001K-XN

四川西林凤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37-XN 四川宇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43-XN
C-064-XN

四川纵横航空有限公司 ■ ■

G-0059-HB 唐山联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1-DB 天津杰普逊国际飞行学院 ■ ■ ■

G-0061-HB 天津拓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35-HB 通辽市神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9-ZN 武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77-ZN 武汉新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1-XB 西安海直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3-XB 西安航空基地金胜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运行合格证编号 合格证、运行规范持有人中文全称 91H 91K 135 141 飞机 直升机

G-0011-XB 西安直升机有限公司 ■ ■

G-0003-XB 西安中飞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 ■ ■

G0001-XJ 新疆开元通航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3-XJ 新疆天山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7-XJ 新疆天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 ■ ■ ■

G-0002-XJ
C-078-XJ

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C-065-HD 星联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27-ZN
C-051-ZN

亚联公务机有限公司 ■ ■ ■

C-076-ZN 懿丰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9-XN 英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7-XB 榆林波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29-DB 榆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39-XN 云南凤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7-XN 云南和谐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5-XN
C-068-XN

云南瑞锋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15-XN 云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1-HD 浙江东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71-HD 浙江华翊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01-XB 中飞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

G-0009-DB 中国大庆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5-DB
C-001-DB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 ■

G-0023-ZN 中国衡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G-0003-ZN
C-032-ZN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有限公司珠海直升
机分公司

■ ■ ■ ■

G-0067-HD 中欧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9-ZN 中山雄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13ZN
C-031-ZN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 ■ ■ ■

C-040-DB 中一太客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 ■

G-0041-XN 重庆申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27-XN 重庆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G-0053-ZN 珠海龙翔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

G-0051-ZN 珠海中航飞行学校有限公司 ■ ■ ■

G-0039-ZN
C-085-ZN

珠海中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 ■

表 1 实际在运行的通用及小型运输航空公司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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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终止运行的通航及小型运输公司概况

表 2 暂停或终止运行的通用及小型运输航空公司列表

*注：该公司大型航空器退出运行，现仅运行小型航空器，无需持有运行规范。

运行合格证/规范编号 合格证、运行规范持有人中文全称 运行状态
暂停/

终止日期

G-0017-HB 呼伦贝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暂停运行 2014 年 

G-0027-HD 山东黄河口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暂停运行 2014 年 

G-0005-XJ 新疆天翼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 暂停运行 2014 年 

G-0019-ZN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 * 终止运行 2014 年 

G-0043-ZN 珠海瀚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暂停运行 2014 年 

G-0037-HB 河北金雁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3 年 

G-0011-HB 天津市塘沽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暂停运行 2013 年 

G-0031-HD 浙江新洲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暂停运行 2013 年 

G-0003-HB 北京华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13-HB 北京首都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27-HB 北京中恒飞行俱乐部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01-HB 泛美飞行学校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09-XN 贵州双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07-XN 华西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03-HD 山东彩虹公务机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11-HD 山东三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02-XB 陕西腾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09-HD 上海东方航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43-HD 上海豪海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37-ZN 深圳鲲鹏国际飞行学校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07-HB 锡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11-XN/C-002-XN 云南英安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G-0001-XN 重庆三峡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终止运行 2012 年及以前 

图 1 实际在运行的通用及小型运输公司分布图

图 4 各地区A类航空公司概况

（三）作业类通航概况（A 类公司）

图 5 A类航空公司分布图

图 2 通用及小型运输公司飞行员分布图 图 3 通用及小型运输公司航空器数量统计

70 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712015.2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POLICY & REGULATION POLICY & REGULATION
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

（四）小型运输类公司概况（B、C 类公司）

（五）训练学校概况（D、E 类公司）

图 8 C类公司分布图

32 家实施 CCAR-135 部运行的公司中，有 23 家

同时实施 CCAR-91 部运行，其中 5 家以直升机业务

为主。

图 9 D、E类公司分布图 图 10 D、E类公司分布图

图 6 各地区 B、C类公司概况 图 7 B 类航空公司分布图

（六）E 类公司

二、飞行人员

（一）A 类公司

E 类公司为飞龙通用。

图 11 公司数量变化对比统计图

图 12 A类公司飞行员分布图 图 13 A类公司飞行员持有驾驶员执照情况统计图

A 类公司多为实施工农业作业的飞行，总体规模较小，目前驾驶员 835 人，其中商用驾驶员 802 人、航线驾驶员 33 人。

有 23 家同时实施CCAR-91 部运行，其中 5家以直升机业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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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A类航空公司驾驶员年龄结构图

B、C、E类公司驾驶员 1103 人，其中商用驾驶员 602 人，航线驾驶员 501 人。

图 15 B、C、E类公司驾驶员分布图

图 16 B、C、E类公司驾驶员执照情况统计图 图 17 B、C、E类公司驾驶员年龄结构图

（二）B、C、E 类公司

我国共有14家飞行学校，除飞行学院外，我国CCAR-141的航校13家。共有飞行教员253人，其中华北9人，华东70人、

中南 102 人、东北 27 人、西北 28 人、新疆 17 人

图 18 D 类公司教员分布图 图 19 D 类公司教员年龄结构图

（三）D 类公司（训练学校）

（四）通用及小型运输公司直升机驾驶员概况

图 20 通航及小型运输公司直升机商业驾驶员年龄结构图

图 21 飞行员数量变化对比统计图 图 22 各类公司飞行员数量变化对比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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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空器
从运营人统计口径获取的航空器数量信息与局方使用困难报告系统（SDR）内记录的数据匹配度较高，反映出本信息通

告航空器数据接近实际情况。

（一）A 类公司
按航空器种类划分，实际用于 91 部运行的通航公司，其飞行作业的航空器主要为飞机类、直升机类等。飞机 342 架、直

升机 251 架、飞艇 1架、运动类 14 架，共计 608 架航空器。

按照航空器种类，对各地区通用航空公司拥有航空器的数量进行统计。

图 23 A类公司航空器数量统计

我国小型运输类公司航空器共计 319 架，其中飞机 222 架、直升机 97 架。航空器数量如下图：

图 24 B、C、E类公司航空器数量统计

（二）B、C、E 类公司

四、运行种类
（一）A类公司

通航现有的运行种类包括一般商业、农林喷洒、旋翼机外载荷、训练飞行、空中游览、私用大型、航空器代管业务等。其

中从事农林喷洒的比重最大、其次是训练飞行和空中游览。

图 26 通用航空运行种类统计图

（三）训练学校（D 类公司）
除飞行学院外，国内CCAR-141 部训练学校共有航空器 247 架，其中飞机 241 架、直升机 6架。

图 25 D 类公司航空器数量统计

图 27 通用航空运行种类统计图 图 28 A类公司各运行种类（在运行）比重变化对比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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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C 类公司
我国小型运输类航空公司现有的运行种类包括通勤和包机，其中包机业务所占比重较大。

图 29 小型运输航空运行种类统计图

五、航空器代管业务
按照 91 部 K 章分类，航空器代管业务分为 2种。一种是小型航空器代管，主要用于作业飞行；另一种是大型航空器代管

业务，主要用于私用远途飞行。

目前我国从事航空器代管业务的公司19家，其中从事小型航空器代管业务的8家。从事大型航空器代管业务的12家。（注：

中信海直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既有大型代管又有小型代管运行资质）。各地区通航公司代管业务统计如下图。

图 30 2014 年代管航空器数量统计图 图 31 代管航空器数量统计图

图 32 各地区航空器代管业务分布图 图 33 大型和小型航空器代管业务公司数量对比图

（三）私用飞行
目前我国注册私用航空器 145 架，其中飞机 114 架，直升机 31 架，2014 年度飞行小时总数 13507 小时，大部分采取航空器代

管的形式进行运行。

表 3 飞行学院、救捞局、校飞中心概况

六、其它

（一）本信息通告上述部分仅包含商业类和代管类数据，飞行学院、救捞局、校飞中心等单位数据见下表：

单位名称 飞行员人数 航空器数量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372 220

救捞局 40 14

校飞中心 40 14

（二）飞行表演
《飞行表演》咨询通告下发以来，飞行表演和竞赛活动日趋频繁，2014 年度共举办飞行表演 11 场次，飞行 1624 小时。

表 4 飞行表演概况

名称 时间 地点 小时数
全国滑翔锦标赛 5月 山西大同 12

2014 第六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5.25 - 5.27 河南安阳 38

2014 第八届海口热气球节暨H1中国热气球巡回赛 6.13 - 6.16 海南省海口市 2

2014 AOPA 国际飞行大会 7.18 - 7.20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草原 33

第三届沈阳法库国际飞行大会 8.27 - 8.31 辽宁沈阳法库财湖机场 65

2014 中国雪野航空嘉年华 9.27 - 9.28 山东莱芜 20

2014 武汉黄陂热气球全国精英赛 10.7 - 10.10 湖北武汉市黄陂 180

2014 中国（宁海）通用航空运动表演暨飞行体验活动 11.1 - 11.3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2

中国热气球公开赛（常州站） 11.7 - 11.9 江苏省常州市西太湖 15

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11.11 - 11.16 广东省珠海市 19.67

2014 年全国热气球锦标赛 11.22 -11.26 河南省安阳市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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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私用航空器数量统计图

飞行小时数 飞行小时数
6090 6090

7383.9 7383.9

33.5 33.5

- -

- -

- -

- -

表 5 私用飞行统计概况

无人机驾驶员管理分为三类，分别是无需证照管理，由行业协会实施管理以及由局方实施管理。2014 年，民航局委托中

国私用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AOPA）负责为在视距内运行的空机重量大于 7 千克的无人机驾驶员以及在隔离空域超视

距运行的无人机驾驶员颁发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数量统计见下表：

关于无人机驾驶员各类数据统计，请参考中国民航驾驶员发展年度报告（2014 年版）。

随着无人机系统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陆续出台，其应用正在迅速扩展，必将对航空业乃至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深

远的影响，同时不可避免的对商业类通用航空和小型运输市场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我们将持续评估其影响程度，相关机构应

做好研究分析，应对航空业即将到来的深刻变革。

本通告下载地址：http://pilots.caac.gov.cn/tongjiinfo.asp

意见及建议请反馈至：zengming@caac.gov.cn

表 6 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数量统计表

合格证种类 2014 年
固定翼 驾驶员合格证 64

合计 64

旋翼 直升机驾驶员合格证 55

多旋翼驾驶员合格证 122

合计 177

飞艇 驾驶员合格证 3

合计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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