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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ABACE 第二天，我有幸结识了梦翔天下集团创始人兼CEO Jane F. McBride 女士。由

她成立的Angel Jet Network ( 亚洲天使慈善组织 AJN）联合多地慈善机构，致力于为贫困地区病

患提供免费公务机转运服务。在对她进行采访前，那个始终盘绕在心头的问题显得更加清晰：“公务

航空到底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在这个公务航空饱受诟病、得不到正确解读的年代，公务航空如何为

自己正名，向整个社会传达正确认知，是每个业内人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I interviewed AVICUS Group Founder & CEO Mrs. Jane F. McBride on the second 

day of ABACE. Angel Jet Network (AJN) is an charity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by Jane. 

Together with NGOs in Asia region, AJN aims to provide free biz jet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to unprivileged patients to get proper treatments.  The question of “ What can biz aviation 

do for the society?” came into my mind before the interview. It is an age of criticism 

and misunderstanding for Biz aviation. What biz aviation can do to correct its’ name and 

convey the right perception of the industry to the society,  is the question that everybody 

should consider. 

我想，慈善事业是千万条道路中的一种。这不仅能够将公务机价值最大化，也能为那些有需要

的人提供他们所需的帮助。我相信，自身价值是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实现的。如何扩展业务范围、扩

大用户群是每个公务机运营商每天思索的课题之一。当市场潜力未被充分开启，客户对产品认识不足

的时候，如何在短期内有针对性的广而告之，吸引更多终端使用者的关注，逐步改善大众对公务航空

的认识？也许，产品的多元化更贴合客户需求的个性化产品设计，以及对专业及大众媒体有效的运用，

是众多可选方式中的一些选项。 

I think that charity is one way among the thousands. It helps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biz jets, meanwhile provides the necessary help needed by the patients. I believe self 

value is achieved through helping the others. How to expand business scales and the size of 

customer groups, is one of the subjects every biz jet operator consider everyday. Currently, 

the market potential is not fully released and the customers do not perceive the industry in 

an appropriate way, how do we attract more target audiences’ eyes and promote ourselves 

effectively in a short term , while improving the cognition of the industry of the public in 

the long run?

各家行业发展统计报告向来是每年 ABACE 参观者的关注点。运营商、制造商、航空服务机构

和专业统计机构等结合自身的信息库及对行业的认识，每年都会推出专业的各类行业发展统计报告。

我想，各发布者应对于报告内的饼图、数字、甘特图表等信息尽力做到客观、准确和充分。而作为阅

读者，则应对多个报告做客观的交叉比较，提炼各统计数据背后的潜台词，让隐藏在数据下方的信息

为我们服务。

Various industry development reports are the focus of every year’s ABACE exhibition. 

Operators OEMs, aviation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professional statistics and data providers 

release annual repor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industry. Their tasks is to provide the most 

accurate objective and sufficient info. for the readers; and the readers should cross-reference 

the reports and abstract the subtext and make it work for us. 

公务航空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What Can Biz 
Aviation Do for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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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西安斯迈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所载明的内

容如下：

企业名称：西安斯迈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西安阎良航空产业基地蓝天路 5号

基地机场：蒲城内府机场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何琼

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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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用或商用飞行驾

驶执照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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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农业病虫害、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许可证编号：民航通企字第 271 号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1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 月 28 日

西安斯迈通用航空获颁经营许可证

应辽宁亿家通用航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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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批准颁发辽宁亿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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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号；企业名称为辽宁亿家通用航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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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刘守涛；经营项目为航空探矿、空中游览、通用航空包机飞行、航空摄影、空中 广告、空中巡查、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许可有效期限为 2015 年 2 月 26 日至 2018 年 2 月 25 日。

东北管理局批准颁发辽宁亿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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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4日，民航华北局向五环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环通航）颁发CCAR-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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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北京辖区内已有 11 家经审定并通过的按照 CCAR-

91 部运行的企事业单位。

华北局向五环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发运行合格证
中国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4 月 22 日，西亚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亚航空运行合格审定小组代表新疆管理局为西亚航空颁发了运行合格

证与运行规范。

西亚航空主任运行监察员宣读了《西亚航空CCAR-91部运行合格审定报告》，新疆管理局给西亚航空颁发了《运行合格证》

和《运行规范》。

西亚航空是一家提供直升机商务飞行服务的通用航空企业，2014 年 2 月公司经中国民航局核准筹建，同年 11 月民航新疆

管理局正式向公司颁发了经营许可，可开展旅游观光飞行、航空拍摄、空中巡查、航空器销售、商务飞行、空中广告、工业飞

行等 20 多项通用航空业务。

目前，该公司购置了 2 架美国贝尔 429 直升机。未来，西亚航空将在乌鲁木齐市周边设置一个主运行基地，在全疆布局

10 个副基地，打造覆盖全疆的直升机飞行运营网络。

新疆管理局为西亚航空颁发运行合格证
中国民航新疆管理局

经民航甘肃安全监督管理局批准，同意李青富、李凯筹建甘肃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建认可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如下：

拟筹建单位名称：甘肃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拟从事：航空探矿、空中游览、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器代管业务、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气象探测、科学实验、

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肥、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筹建期限：自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你们应在筹建期限内完成规定要求的各项筹建工作。筹建期内，如筹建负责人、资本构成以及其他与企业运营相关事项

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备案。

在取得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之前，你单位不得开展通用航空经营活动。

关于同意甘肃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建的公告
中国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经民航陕西安全监督管理局批准，同意汪峰、潘文忠、宋红、贾建中筹建西安市航空基地西云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筹建认可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如下：

筹建单位名称：西安市航空基地西云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拟从事：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公务飞行、人工降水、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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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消防、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喷洒、航空护林。

筹建期限：自二○一五年四月九日至二○一七年四月八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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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同意西安市航空基地西云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筹建的公告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经民航陕西安全监督管理局批准，同意魏子钰、严建设筹建陕西金昊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筹建认可通知书所载明的

内容如下：

筹建单位名称：陕西金昊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拟从事：陆上石油服务、海上石油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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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用或商

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直升机引航作业、航空 器代管业务、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海洋监测、渔业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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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四月九日至二○一七年四月八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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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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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4 月 9 日，民航河南监管局副局长焦建新向河南大地通航公司颁发河南大地通航 CCAR-91 部运行合格证与《运

行规范》，河南大地通航公司董事长王洪杰与河南监管局签订《安全责任书》与《运行规范》，河南大地通航公司联合美国邓

肯公司与内蒙古企业家李光伟先生签署《航空器销售合约》，河南大地通航与韩国著名人士金东年，上街区企业家倪建中、张

占平签订《飞行培训协议》。

河南大地通航公司是河南省内第七家获得民航局颁发运营合格证的通航企业。该企业位于郑州通航试验区。

河南大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获 CCAR-91 部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合格证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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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太空鹰公务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所载明的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太空鹰公务机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咸阳市秦都区咸北大道路西马庄镇土地所院内

基地机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徐宝平

经营项目：医疗救护、空中游览、公务飞行、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器代管业务、出租飞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1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 月 28 日

证书编号：民航通企字第 270 号

太空鹰公务机有限公司获颁经营许可证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

西安海直翔通用航空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陕西天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西安海直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变更后的通用航空企业经营

许可证所载明的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西安海直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西安航天基地航拓路汇航广场B座九层

基地机场：西安西杨万村临时起降点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山水库

经营范围：陆上石油服务、人工降水、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器代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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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护林。

有效期限：自 2013 年 6 月 8 日至 2016 年 6 月 7 日

证书编号：民航通企字第 186 号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陕西天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变更后的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

可证所载明的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陕西天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3号唐延国际中心第一幢 21003 室

基地机场：西安西杨万村临时起降点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勇

经营范围：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公务飞行、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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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巡查。

有效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 月 13 日

证书编号：民航通企字第 171 号

陕西祥跃通航获颁经营许可证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陕西祥跃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所载明的内

容如下：

企业名称：陕西祥跃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渭南市卤阳湖开发区

基地机场：蒲城内府机场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康延安

经营项目：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公务飞行、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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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巡查、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航空护林。

许可证编号：民航通企字第 272 号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1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 月 28 日

西北管理局同意榆林波罗通航变更经营许可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榆林波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变更后的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

可证所载明的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榆林波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陕西榆林市横山县体育西巷

基地机场：陕西蒲城内府机场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柒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崔嵬

经营项目：医疗救护、空中游览、公务飞行、出租飞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人工降水、航空器代管业务、航空探矿、航空摄影、

空中广告、气象探测、科学实验、城市消防、空中巡查。

许可证编号：民航通企字第 160 号

有效期限：自 2012 年 9 月 28 日至 2015 年 9 月 27 日

敦煌市福来德航空俱乐部换发经营许可证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敦煌市福来德航空俱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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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所载明的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敦煌市福来德航空俱乐部

企业地址：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村

基地机场：敦煌鸣沙山临时起降场

企业类别：俱乐部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佰陆拾玖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何彦生

经营项目：使用限制类适航证的航空器和轻于空气的航空器从事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运动训练飞行、航空运动

表演飞行、个人娱乐飞行。

许可证编号：民航通企字第 063 号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3 月 30 日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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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友通航获 CCAR-91 部运行合格证 四川监管局对宇翔通航进行补充运行合格审定

湾流林肯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维修许可证

3 月 30 日，山东大友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CCAR-91 部运行合格审定颁证会在济南召开，按照华东局授权，山东监管局向

山东大友通航颁发了CCAR-91 部运行合格证。

山东监管局按照华东局要求成立了合格审定工作小组，展开对山东大友通航 CCAR-91 部运行合格审定工作。审定工作

从 2014 年 8 月份开始，经历了运行合格审定的五个阶段。

日前，四川宇翔通用航空公司正式向四川监管局提出了增加旋翼机外载荷与空中游览两个项目的补充运行合格审定申请，

四川监管局即刻组织检查组对其进行了审定。

四川地区作为旅游观光大省，通航的发展对推动地方旅游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宇翔通航航空公司自 2014 年成立以来严格

按照局方各项规定，积极拓展 公司业务。根据西南地区地形复杂、传统交通相对落后以及在应急救援、国防建设等方面有待

加强等现况，宇翔通航针对目标市场，决定在现有 P2006T、P92-JS 两架固定翼飞机的规模下，增加 AS350B3 旋翼机。并正

式向局方提出了增加旋翼机外载荷、空中游览两个运行项目的申请。

四川监管局对宇翔通用航空的此次补充运行合格审定十分重视。及时组织相关专业监察员对宇翔通航的各方面审定材料

进行了初审，认为宇翔通航符合补 充运行合格审定要求，可以进入下一阶段工作。该局将严格按照审定工作流程，确保高效

完成此次审定工作，保障辖区通航安全运行，促进通航企业稳步发展。

湾流宇航公司 2015 年 4月 13 日宣布，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林肯市的部件维修设施已获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批准，

可以为在中国注册的湾流飞机提供部件维修服务。

经 CAAC 许可，湾流林肯可以维修湾流 G550、G450、G280、G200、 GV 以及 GIV 机型的 150 多种零部件。中国的湾

流机队规模已经从 2009 年的 15 架飞机增至 2015 年的约 100 架。湾流产品支持部总裁Mark Burns表示：“无论是在湾流林肯进

行部件维修，还是在湾流长滩服务中心进行机身维修，总之，在美国西海岸向中国的运营商提供产品支持对其更为便利。因 此，

我们将继续扩大林肯设施的维修能力，满足客户的需求。”

湾流林肯设施面积近 50，000 平方英尺 /4，645 平方米，员工超过 55 名，并拥有众多原始设备制造商的维修授权。该设

施库存价值 3，400 万美元的零部件，包括交流发电机、转换器、航电、机轮和刹车，对支持湾流的全球库存策略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湾流林肯现有的维修能力涉及 1000 多个获得 批准的件号。

湾流林肯位于林肯地区机场附近，可在加州的凡奈斯（Van Nuys）、伯班克（Burbank）和卡马里奥（Camarillo）等通

用航空机场提供机轮、刹车和其它部件的取 /送货服务。

江西首家民营通航企业获颁 CCAR-91 部运行合格证
3 月 26 日，江西省第一家民营通航企业——江西天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获颁《CCAR-91 部商业非运输航空运营人

运行合格证》。

江西监管局根据授权于 2014 年 12 月开始对天祥通航进行运行合格审定，审定过程采取了优化方案、简化程序、截弯取

直等多种措施，压缩了审定时间，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企业审定成本。

福建天裕通用航空公司获得经营许可
日前，福建天裕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裕通航）的经营许可申请正式获得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的批准。在

天裕通航的筹建过程中，福建监管局大力予以支持，及时沟通、协调和把关，指导相关人员完善资料、办理相关手续。

天裕通航是福建辖区第二家获得经营许可的通用航空公司，也是福建竹岐直升机场建成运营以来首家以该机场为主运营

基地的通用航空公司。

贵州首家通用航空公司正式运行
3 月 20 日，民航贵州监管局向贵州红都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发 CCAR-91 部规章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标志着贵州首

家通用航空公司顺利正式进入运行。

贵州红都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主运营基地设在贵州毕节飞雄机场，目前拥用两架罗宾逊R44II 型直升机。

江西监管局颁发辖区“第一张”筹建许可通知书
自民航局行政执法职责下沉以来，江西监管局根据职责制定了《民航江西监管局通用航空行政许可工作程序》，2 月 10

日在华东局的指导帮助下顺利完成了对江西直投赣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的筹建许可工作，并向行政相对人颁发了《筹建

认可通知书》。这是江西监管局自行政执法职责下沉以来“独立”完成的第一起通航行政许可。

华北局向领航通用航空公司颁发运行合格证
3 月 3 日，民航华北局向领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发 CCAR-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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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北京辖区内已有 10 家经审定并通过的按照CCAR-91 部运行的企事业单位。

湘军通用航空获得运行许可 2015 年中南区首家
湖南湘军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3日取得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颁发的《商业（非运输）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

成为 2015 年中南地区首家新获得运行许可的通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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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CAAC GA Work Group Leaders Meeting Held in BJ 

驼峰跳伞落户中航通飞石家庄基地
Tuo Feng Skydive Club Lands in AVIC Shi Jia Zhuang Base 

4 月 24 日，

在中航通飞华北飞

机工业有限公司石

家庄栾城机场举行

驼峰跳伞石家庄基

地开业仪式。石家

庄市栾城区党委、

空军石家庄飞行学

院、空军石家庄场

站、河北中航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中

航通飞华北公司机

场管理中心、石家

庄爱飞客俱乐部等

领导出席并观摩了

双人跳伞及单人跳

伞表演。最精彩的双人跳伞，就是由一名经过专业培训并取

得国际双人伞带跳资格证书的双人跳伞教练，把游客利用背

带系统和自己固定在一起。游客在接受简单培训后，和教练

一起从 3000 米左右的高空跳下飞机。在双人伞带跳教练的

帮助下，无需高强度训练或自己负责打开降落伞，即可享受

自由下落的刺激感，可以任性的大叫，释放你的恐惧，惬意

地感受飞翔在蓝天上的喜悦。为了让更多的爱好者能够体验

到跳伞的乐趣与价值，

云南驼峰跳伞俱乐部

把高空双人跳伞项目

引入中国，已在全国

拥有云南普洱、重庆

黔江、广东阳江、河

北石家庄四个跳伞基

地。带跳教练均为美

国跳伞协会会员，拥

有数千次跳伞体验。

从 2013 年底至今，约

有 800 人次在驼峰体

验了高空跳伞的快感。

云南驼峰跳伞俱

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斌对各位来宾和自

己的团队表示衷心地感谢。他祝愿广大跳伞爱好者通过体验

跳伞，让自己变得坚强，通过急速下坠的速度，获得勇敢和

更多的快乐。希望石家庄跳伞基地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地区及

周边省份的跳伞爱好者。

河北中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辉代表公司致词，

热烈祝贺驼峰跳伞落户中航通飞石家庄栾城机场，对双方的

合作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华北局调研河北平泉县通用航空发展情况
North China Bureau Surveyed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of PingQuan 
County in HeBei Province

近日，应平泉县政府邀请，华北局通航处和运输处组成

调研组，对河北平泉县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从调研中了解到，河北平泉位于河北省东北部、承德东

部，地处冀辽蒙三省交界，是一个面积 3296 平方公里，人

口 48万的塞外山区县。这里区位独特，距北京三小时车程，

距承德五十分钟车程。县内有平泉黑山口机场，位于平泉县

城正南 11.5 公里处，占地面积约 2159 亩，有一条主跑道

（2400*45）、一条滑行道（2400*15）、两个停机坪和一个

加油坪以及油库、机库、通信导航气象等相关设施。该机场

为军用机场，随着通用航空的快速发展，军方给予当地政府

大力支持，总参已同意该机场开展通用航空业务，北京军区

已与平泉县政府签订了使用空军平泉机场的协议。

平泉县县委、政府从 2009 年开始致力于发展通用航空

产业。2010 年委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完成了产业规划，在平

泉会州开发区内，规划了面积为 23平方公里的通航产业园，

确定了通航产业重点在通用航空器组装及零部件制造、通用

航空的运营、维修和保养、培训及通用航空旅游等方面。目

前，产业园已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包括建设航空学校

和通用航空飞行训练基地；与中航通飞华北飞机工业有限公

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等。调研组认为：当地政府在发展通航

方面积极性较高，可以利用平泉为省管县的区位优势，尝试

开通石家庄至平泉的通用航空低空航线，开展通用航空短途

运输业务。华北局将积极支持平泉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帮

助更多辖区内通航企业落户平泉机场，充分发挥机场的作用，

为通航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

5 月 6 日，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京

召开，研究进一步加快通用航空发展的工作思路，部署近期

重点工作任务。民航局局长李家祥出席会议并强调，要在发

展好运输航空的同时，积极促进通用航空发展；要在发展中

进一步规范通用航空管理，通过规范促进通用航空发展。民

航局副局长李健、周来振、王志清出席会议并提出要求。

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李家祥说，我国通用航空的发展

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中国民航的发展历程相符。

发展好通用航空，首先要解决好认识问题，更加明确通用航

空定位，要在发展好运输航空的同时，进一步促进通用航空

发展。

李家祥分析，当前制约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矛盾主要表

现在通用机场、供油等保障设施滞后，法规体系尚待完善，

专业人员短缺以及空域资源使用受限等方面，总结起来就是

“想飞起不来、想飞落不下、想飞无保障、想飞缺人才、想

飞管得严”。他强调，当前，我们必须理清发展思路，要先

在进一步促进通用航空发展上下工夫，在发展中进一步规范

通用航空管理，通过规范促进通用航空发展。

李家祥要求，发展好通用航空，民航局要重点做好两件

事：一是制定出台《民航局关于进一步加快通用航空发展的

若干意见》，立足自身工作范围，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做好

政策支持、产业引导工作，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二是要站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统筹谋划通用航空发展，努力

将通用航空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李健表示，通用航空产业是国家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之

一。特别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促进通

用航空发展恰逢其时。他要求转变安全管理思路，管住该管

的，放开能放的，形成既满足监管要求，又符合通用航空发

展实际的、松紧适度的监管体系，降低通用航空企业运行的

制度成本。同时，发挥好政策和投入在促进通航发展方面的

引领作用。

周来振表示，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是适

应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民航强国梦的需要。他要

求将通用航空作为民航“十三五”规划的重头戏，下放通用

航空机场的审批权限，进一步调研支持加快通用航空发展的

财经政策，加强人才培训和科技支撑力度。

王志清表示，通用航空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更加关

注通用航空的社会属性，认识到其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

献，不仅体现在通用航空产业链本身，更在国家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注意

把握好发展中的新特点、新问题。

会上，民航局运输司作为领导小组工作办公室，介绍了

当前通用航空发展情况，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促进通用航空发

展的工作建议。民航局政法司、计划司、飞标司、适航司、

机场司、空管办等相关司局以及其他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别立足自身职责，介绍了近期重点工作，

提出了发展通用航空、突破瓶颈制约的具体意见建议、思路

和举措。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我国通用航空产业近年来取得了长

足发展，且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应建立科学适用、衔接紧密、

系统性强的通用航空法规体系；加强管放结合，创新管理方

式，丰富监管手段，利用信息技术提升监管效能，打造面向

通用航空全链条的准入和监管机制；推进通用航空机场、飞

行服务站、航空汽油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通用

航空保障能力；加强对通用航空急需的飞行员、机务维修、

市场管理等人员的培养力度。

会议要求，在今后发展通用航空的过程中，要做到凝聚

共识、系统谋划、协调配合、扎实推进、务求实效。

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于 2013 年成立，李家祥

任组长，李健、周来振、王志清任副组长，民航局相关业务

司局、空管局、航科院、民航大学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小组

成员，下设通用航空发展办公室。小组的主要职责为协调落

实国务院关于发展通用航空的阶段性任务，研究、部署通用

航空重点工作，督促、检查通用航空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指

导民航各地区管理局通用航空领导小组的工作。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发展通用航空产业的日益重视，民

航局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行业促进政策，通用航空行业规模呈

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我国现有

通用航空企业 246 家，较 2013 年净增 57 家，增幅 26.5%；

至 2014 年底，通用航空机队总数达 1987 架，较 2013 年增

加 333 架，增幅 20.1%；从业人员总数达 1.3 万人，较 2013

年增加 1006 人，同比增长 16%。（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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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事隆航空正式启动“Top Hawk”高校合作项目
Textron Launches “Top Hawk” University Program

霍尼韦尔与厦门太古私人飞机设计整装方案
Honeywell & Taikoo(Xia Men) Works on Private Jet Design 

中国公务航空集团与英国顶级设计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CBA & British Top Design Company Collaboration 

照片从左到右：Josh Colton（德事隆航空）；Cody 

Honeyman（德事隆航空）；Don Dubuque（北达科他大学）；

Doug May（德事隆航空）；Kenneth Byrnes（安柏瑞德航

空航天大学）；Dave Young（利伯缇大学）；Barney King（堪

萨斯州立大学）

德事隆航空于 4月 21 日在 Sun ’n Fun International 

Fly-In and Expo 上启动了 Top Hawk 美国航空高校合

作项目。通过 Top Hawk 项目，学生可以接触到业内顶

尖的飞机，也可以获得宝贵的 2015 年夏季实习机会。初步

合作的高校包括安柏瑞德航空航天大学（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堪 萨 斯 州 立 大 学（Kansas 

State University）、利伯缇大学（Liberty University）以

及北达科他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通过 Top Hawk 项目，赛斯纳允许合作高校在今年下

半年全权使用标志性的赛斯纳 172（Cessna Skyhawk 172）

用于飞行训练、招生或者推广活动。另外，每个学校都将有

一名学生参与德事隆航空与德事隆航空员工飞行俱乐部合办

的实习项目。在暑期实习期间，学生们能够接触商务运营、

参与地面培训课程，还可以通过飞行课程和探索飞行累积飞

行小时数。暑期结束后，实习生将参与飞行竞赛，获胜者将

被授予Top Hawk 荣誉称号。

“对于公司和合作高校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德事隆航空活塞飞机副总裁Doug May 表示，“作为全球公

认的飞行教练机首选，赛斯纳 172 为学生和预备生提供了拥

有最先进技术的飞行培训平台。我们与这四所大学的航空学

院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关系，并希望通过 Top Hawk 这个项

目加深合作，培养新一代飞行员。”Doug May补充道：“对

于航空业来说，至关重要的是鼓励年轻人发展航空事业，加

入飞行员、技术员和管理员的职业队伍中来，而以最好的设

备提供专业培训则会为他们的未来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各合作高校的代表和赛斯纳一同出席了项目的启动仪

式。在为期一周 Sun ’n Fun 活动中，带有安柏瑞德航空

航天大学、利伯缇大学标志的赛斯纳 172 飞机将与比奇和赛

斯纳的其它机型共同参与静态展示。

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日前与厦门太古私人飞机设计

整装方案开展合作，双方致力于借助最新的卫星通讯网络

SwiftBroadband 升级，为公务机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提供更

快速的网络连接体验。SwiftBroadband 由霍尼韦尔升级版

卫星通讯系统（SATCOM）提供，能够通过国际海事卫星

组织的卫星网络提供高速、稳定且覆盖全球的网络连接。

通过将此前版本的卫星通讯网络服务（低于 64Kbps）升级

至 SwiftBroadband（速度可达 432Kbps），每通道的带

宽将至少提高五倍，从而大幅提升机上网络速度。此外，

SwiftBroadband 作为一种“时刻在线”的网络连接，能够

显著提升网络服务的可靠性、可用性以及整体用户体验。 

厦门太古私人飞机设计整装方案的商务副总裁陈明璋

表示：“我们非常荣幸顺利完成霍尼韦尔升级版卫星通讯系

统（SATCOM）的安装，并且成功获得 FAA STC 证书，

该系统升级到 SBB 将使 BBJ 的机上乘客在空中旅行过程中

也能体验高速网络所带来的便利。厦门太古私人飞机设计整

装方案也证实了我们能为客户提供更高效、更高性价比的服

务。”

SATCOM系统这一性能强大、多用途的机载通讯系统，

能够为机组人员提供空中交通管制语音通讯以及驾驶舱数据

安全服务。对于公务机运营商和乘客而言，机舱网络连接已

不仅仅是奢侈品，而是提高生产力必备的商务工具。与空对

地通讯系统不同的是，卫星通讯系统能够在从地面到一万英

尺高度的范围内提供无缝、高速，并能覆盖全球的网络连接。

借助霍尼韦尔卫星通讯系统，公务机乘客们不论在哪里飞行，

都能像在家中或办公室一样浏览网页、用移动设备收发电子

邮件、召开视频会议等。

Andrew Winch Designs 公司今日宣布与中国公务航空

集团 (CBAJET) 建立合作关系 , 共同致力于 Mayfair 项目 

(Project Mayfair), 旨在推出一系列全新的飞机设计方案。

这些设计都深受伦敦顶级奢华酒店设计风格的影响。 

“我们与中国公务航空集团进行合作 , 为客户设计独

一无二的专属飞机 , 客户可以任意选择其所钟爱的装修及装

饰 , 同时也与 BBJ 或 ACJ 公务机固有的内饰设计理念保持

一致。”Andrew Winch 评论称。“Mayfair 项目的主要优

势在于 , 不仅可以为客户提专属设计方案 , 而且费用更省 ,

设计周期更短。”Andrew 说道。 

“中国公务航空集团非常高兴能与 Andrew Winch 

Designs 公司就 Mayfair 项目达成合作。Andrew Winch 

Designs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 提供高质量的公务机内饰

设计方案 , 并与公务机的原有配置形成完美的融合。这些

特质使得我们可以用更短时间 , 将专属的豪华公务机呈现在

客户面前。”中国公务航空集团 CEO 廖学锋称。“此次与

中国公务航空集团建立伙伴关系 , 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 希

望未来可以一起创造更多更好的公务机内饰设计方案。” 

Andrew 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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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JET 华龙航空接收莱格赛 650 布局自有机队 
SINO JET Receives first Legacy 650 

庞巴迪和天津空港经济区举行中国大陆新公务机维护中心奠基仪式
Bombardier and TAEA Break Ground on New Business Aircraft 
Maintenance Facility in Mainland China Bombardier 

赛斯纳以奖状 XLS+ 560 新增订单迎来 ABACE 开门红 
XLS+ 560 New Order Marks ABACE for Cessna 

2015 年 5 月 7 日， SINO JET 华龙航空接收首架全新

交付的莱格赛 650 大型公务机。此架飞机是华龙航空全新品

牌亮相以来接收的第一架飞机。华龙航空大中华区总裁张强

先生 ,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关东元

先生 , 哈尔滨安博威飞 机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尤里·卡比

等出席了隆重的交付仪式。未来一年内 , 巴航工业及哈尔滨

安博威飞机工业有限公司还将陆续向 SINO JET 华龙航空交

付两架莱格赛 650,为华龙航空自主运营机队再添中流砥柱。 

全新投入运营的首架莱格赛 650 将成为 SINO JET 华龙

航空旗下全资品牌 GEOSTAR 中国企业家飞行俱乐部的专属

主力机型。作为 SINO JET 华龙航空的“引擎”, 中国企业

家 飞行俱乐部是国内首家集“公务机飞行”、“无国界环

球旅程”、“精英俱乐部”三位于一体的俱乐部 , 领先开创

了一个乘坐公务机体验环球旅行的非凡时代。俱乐部广纳业 

界精英 , 不仅为企业家和行业翘楚出行提供“天地一体化”

的专属服务 , 更设计以高端参访、文明追溯、极地探险等为

主题的公务机环球旅游产品 , 引领更多各界人士亲身体 验

公务机旅行。华龙航空大中华区总裁张强先生表示 :“这批

莱格赛 650 的加入 , 对于华龙商务航空现 有机队规模扩张

以及构建完整的战略蓝图具有重大意义。巴航工业公务机产

品一向表现卓著 , 特别是其安全、高效与舒适与华龙航空一

直秉承的服务承诺不谋而合。敬请期待 SINO JET 华龙航

空产品与服务的全新形象。”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关东元先

生表示 :“莱格赛 650 拥有同级别机型最宽敞的客舱和行李

空间、最低的运营成本 , 同时 , 依托公司商用飞机成熟的平 

台 , 飞机的高效及可靠性备受全球用户赞誉。这些品质均有

助于公务机运营商开展包机业务并获得赢利。相信本次加入

华龙航空机队的莱格赛 650 能够助力其新业务的发展。” 

秉承为社会履行企业责任 , 凝聚向善力量 ,SINO JET

华龙航空也将此架莱格赛 650 的运 营纳入其一直以来支持

的“中国微笑行动”, 将每一程飞行与微笑行动同行 , 按照

全年总飞行里数的比例作出捐款 , 为贫困家庭唇腭裂及头面

部畸形患儿提供免费救助治疗 , 期望他们能重塑尊严 , 未来

能像飞机一样 ,展翅高飞 ,翱翔万里。 

庞巴迪和天津空港经济区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宣布，双

方已经正式签署协议确定成立合资公司，并启动位于中国天

津的庞巴迪公务机维护中心的厂房建设。双方领导出席正式

奠基仪式，庆祝合资公司的成立。维护中心在 2017 年开业，

面积为 8,897 平方米（95,766 平方英尺），包括机棚、办公

区和车间工作区。此维护中心将为庞巴迪公务机客户提供公

务机维护、修理、大修及其它相关活动和服务支持。根据合

资协议，维护中心将采用与庞巴迪全球自有服务中心相似的

运营管理流程和程序。 

“中国，尤其是天津，是庞巴迪公务机的战略要地，”

庞巴迪公务机飞机项目和客户服务副总裁Michel Ouellette 表

示，“我们期待与天津领导层密切合作，在我们客户的家门口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厂商维护服务。”“我们很高兴我们和庞

巴迪的合资企业奠基动工仪式今天举行，”天津市长黄兴国表

示，“我们相信，双方的合作在推动天津航空产业发展的同时，

也必将为庞巴迪公务机在中国的客户带来实惠。”

新维护中心将进一步增强庞巴迪在国内的客户支持网

络。庞巴迪在华客户服务网络目前包括一支驻场服务代表团

队、客户支持服务经理、四个授权服务中心、位于上海和香

港以及邻近国家新加坡的区域支持办公室、位于北京和香港

的两个零备件仓库。此外，庞巴迪将继续寻求机会，在战略

位置增加客户支持网点。目前，庞巴迪在大中华区运营的公

务机超过 120 架。

2015 年 4 月 13 日 , 赛斯纳飞机公司喜获奖状 XLS+ 

560 商务机新增中国订单 , 以此拉开 2015 年亚洲商务航空大

会和展览会 (ABACE) 的序幕。此宗订单的订购方——上海

富泰公务机有限公司正在筹划为中国市场提供包机业务 , 奖

状 XLS+560 的航程和效能恰可以满足其客户的商务出行和

私人旅游需求。飞机预计于今年年底前由珠海中航赛斯纳飞

机有限公司交付客户 , 该公司是赛斯纳与中航通飞共同组建

的在华合资企业。 

作为赛斯纳在中国不断成长的中型商务机市场的长期投

资 , 珠海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今日于上海主办了首届面

向中国客户的奖状 XLS+ 560 商务机运营商大会。此次大会

广泛汇聚了赛斯纳产品和售后服务专家 , 以及私人和包机运

营商 ,共同分享中型商务机的最佳实践。 

奖状 XLS+560 是畅销的 Excel-XLS 家族的最新机型 ,

于 2014 年上半年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 (CAAC) 的认证 , 并

于同年11月由珠海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完成首批交付。 

赛斯纳与中航通飞于 2012 年在珠海签约组建了合资公司 ,

意在为中国客户组装和交付奖状 XLS+560 商务机。合资公

司的在华业务包括总装、喷漆、测试、内饰安装、客制化服务、

飞行测试和交付国内客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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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鹏成功挑战 8150 米高空无氧翼装飞行破世界纪录
Zhang Shu Peng Breaks Windsuit World Record 

赛斯纳在华喜获多宗 172 订单 
New Orders for Cessna 172 

西锐飞机签订 68 架飞机订单  G5 进入中国 
Cirrus New Order for 68 Aircrafts  G5 Enters China 

2015 年 4 月 14 日，西锐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霍克太平

洋中心举行 68 架飞机签字仪式。西锐公司中国区域总监蒋

力先生介绍道：“参加此次西锐签字仪式的分别有2个用户 ,

他们签订了这次大额的确定订单。其中包括中国市场的首架

第五代 SR22 飞机。这标志着西锐第五代飞机 (G5) 将正式服

务中国用户。”

“SR22 是全球市场该级别中最受欢迎的飞机 , 目前已

经发展到第五代。”蒋力说道 ,“我们感到十分荣幸这款机

型的价值受到中国市场用户的认可。”西锐飞机是当今市场

上单发活塞飞机的传奇经典。其最显著特点是闻名的整机降

落伞系统。“随着西锐在中国市场的储备订单逐步增加 , 我

们可以看到未来几年的交付将进一步稳步增长。”西锐飞机

公司新兴市场经营总监 Ian Bentley 介绍道 ,“随着通用航

空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 我们坚信西锐 SR22 飞机将成为机

队的主流。” 

根据用户孙寅贵介绍 , 这是他第二次购买西锐飞机。正

是西锐飞机的优越表现和之前完美的购买体验 , 包括亲自到

西锐美国明尼苏达州工厂考察 , 让他对西锐飞机充满信心 ,

并决定再次进行 60 架机的采购。爱飞客俱乐部是此次签约

的另外一家用户 , 其主要业务涵盖娱乐飞行、私照培训、飞

机销售、飞机托管及其它航空服务。爱飞客俱乐部在 2014 

年成为西锐飞机 的国际销售中心成员。 

赛斯纳飞机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宣布，喜获 4 家中

国企业对赛斯纳 172 的订单 , 进一步显示了该款飞机在飞行

培训领域的领导地位。新增订单包括 :

湖北蔚蓝国际航空学校 ,141 部飞行培训机构 , 订购了 5

架赛斯纳 172, 扩充了其目前服役的 18 架 172 机队。该校目

前提供私人飞行执照(私照,PPL)、商用飞行执照(商照,CPL)

和航线运输飞行执照 (ATPL) 的培训项目。

上海中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91 部通航运营商 , 订购

了一架标准配置的赛斯纳 172 和一架加装浮筒的水陆两栖型

172, 计划用作私照和商照的培训。该公司的现役机队中还包

括一架赛斯纳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通用型单发涡桨飞机 , 用

以支持航空测绘作业。

浙江东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浙江省内合规通航企业 ,

订购了 2 架赛斯纳 172 用于飞行培训 , 以及 2 架赛斯纳涡轮

增压T206H 用于旅游观光。

山东海若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91 部通用航空运营商 , 已

确认 2架赛斯纳 172 订单 ,将用于 141 部飞行培训。

最近 , 德事隆航空还将山东海若通航有限公司和湖北蔚

蓝国际航空学校授权为其单发飞机的认证销售代表以及认证

客户服务与支持机构。

SINO JET 华龙航空正式亮相亚洲公务机展
SINO JET Debut on ABACE 

SINO JET 华龙航空在 2015 亚洲公务航空会议和展览

会 (ABACE) 上宣布正式成立 , 并发布了全新的品牌标志。

这是继去年 11 月在珠海航展上华控基金宣布全资收购 SINO 

JET 之后 , 由总部位于香港的 SINO JET 与总部位于北京

的大白熊商务航空强强联合推出的全新品牌。品牌标识的设

计灵感源自古老中华的传奇图腾龙与凤 , 寓意两家商务航空

公司龙凤和鸣般的完美结合。SINO JET 华龙航空大中华区

总裁张强先生、华龙航空香港 CEO 兼大中华区副总裁刘畅

女士及华控基金董事李远锋先生均出席了此次活动 , 并与到 

场媒体嘉宾分享了资源整合后的华龙航空极具变革与创新的

未来战略展望。 

全新合并的 SINO JET 华龙航空将以飞行安全作为领航

之光 , 将“安全”作为深入企业血液的核心精神。华龙航空

每年经第三方严格审计 , 持有公务机运营领域的两项最高级

认证——国际公务机运营标准 (IS-BAO) 与国际公务机评审

公司 (ARGUS) 铂金五星认证。与此同时 , 华龙航空在全球

范围内筛选拥有丰厚飞行经验的精英飞行员与专业空乘 , 为

其执行系统的培训与考核制度 , 全面保证每一次飞行都完美

无瑕 , 每一次服务都精准专业。托管机主亦可亲 自挑选自

己的机组人员 ,享有最安全私密的空中旅程。 

此次与 SINO JET 华龙航空一同亮相此次亚洲航展的还

有其旗下全资子公司“GEOSTAR中国企业家飞行俱乐部”。

中国企业家飞行俱乐部是国内首家集“公务机飞行”、“无

国界环球  旅程”、“精英圈层概念”三位于一体的顶级俱

乐部,领先开创了一个乘坐公务机体验环球旅行的非凡时代。

俱乐部的广纳业界精英 , 不仅为企业家全球出行提供“天地

一体化服务”专属服务 , 更设计以高端参访、文明追溯、极

地探险等为主题的公务机环球旅游产品。也通过这一平台 ,

让更多的精英人群体验公务机飞行。 

2015 年 4 月 26 日，“亚洲翼装

飞行第一人”张树鹏在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乌日图塔拉成功挑

战海拔 8150 米高空无氧翼装飞行，创

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张树鹏的成功挑

战，刷新了瑞士人雷莫·朗去年创造

的 8000 米无氧翼装飞行世界纪录。此

次挑战也是“红牛中国无动力飞行极

限挑战计划”的第三个项目，也是迄

今为止中国人最具勇气和想象力的一次高空探险。

6 时 22 分 55 秒，热气球驾驶员刘翔通过无线电向地面

播报：“大鹏已经跳出了！”此时热气球的高度为海拔8150米。

张树鹏在垂直俯冲了 100 米之后，改用盘旋姿态下降了 2000

多米的高度。盘旋飞行是普通翼装飞行员很少采用的一种方

法，这正是得益于张树鹏曾经获得滑翔伞世界冠军的经验。

在低于海拔 6000 米高度后，张树鹏改为直飞的形态，并在

距离地面 800 米的高度打开了降落伞，最终于 6 时 27 分 33

秒顺利降落。整个飞行距离超过 5 公里，翼装飞行时间 3 分

26 秒，开伞降落时间 1 分 12 秒。张树鹏成功完成挑战，同

时也达成了他的目标—“我想证明，中国的翼装飞行员也有

能力去做一些有想法、有挑战的事。”

尽管在前往内蒙之前已经在海军总医院高压氧科做了乏

氧耐受测试，但高空中氧气的稀薄度还是超出了张树鹏的预

期。虽然意识十分清醒，但他的双手在飞行过程中已经有点

不受自己的控制。直至降低到海拔 4000 米的高度，张树鹏

的缺氧症状才得到相应的缓解。不过用他的话来说，“自己

当时整个反应还是慢了不少，连之后降落伞开伞都感觉是一

个慢动作的过程”。高度的急剧变化，还带来了耳压的剧痛。

“由于是急速的下降，耳压特别大，反应很严重，感觉整个

耳朵都要炸了，”张树鹏说，“在上面试过用鼓气的方式来

解决问题，但根本一点效果都没有。直到在距离地面 800 米

左右打开降落伞、进入降落伞飞行的状态后，我赶紧摘掉防

寒面罩，捂住鼻子，鼓了几口气，耳压的问题才得以缓解。”

 （驼峰通航）

华彬航空集团需要你
Reignwood Aviation Group Recruit

职位描述：拓展直升机运营业务

华彬航空集团将在西南数省区开展直升机运营业务，以

Bell直升机机队为主，进行91部及135部运营，包括电力巡线、

救援、商务、旅游等。热忱欢迎直升机运营副总、飞行副总、

机长等航空专业技术人才，热忱欢迎财务总监等职能保障人

才。欢迎关注华彬航空，欢迎联系：微信号 humingHYH，

邮箱：huming@reignw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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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雅航空成立北上广三地分公司开启全国战略布局第一步
Astro Air Establish Established Network in B.J. S.Z. & S.H.

2015 年 4 月 14 日，深圳市星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在上

海亚太公务机展 ABACE 正式宣布在国家工商总局完成法定

名称变更，新法定名称为“星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同时

宣布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公司正在陆续成立中，多地分公司

的成立标志着星雅航空正加快全国战略布局，提升品牌覆盖

区域，彰显建设集团化企业的战略目标。

星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Astro Air Co., Ltd, 简称

“星雅航空”），注册在深圳市前海深港综合服务区，主运

营基地设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是国内少数同时运营固定翼

公务机和直升机的民营私人飞机运营商，具有 CCAR-91、

CCAR-145、CCAR-135 全资质，主要开展航空器托管、

包机飞行、通勤飞行、空中体验、地面固定设施建设、医疗

转运、空中作业、航空培训等相关业务。星雅航空是国内首

家通航全产业链运营商，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我公司致力

于成为通用航空领域新名片，以通航运营服务为平台，致力

完善便捷快速、私密高端的公务飞行交通体系，逐步建立连

接全球的服务联盟。

为更有效地布局全国发展战略，星雅航空于 2014 下半

年引入总部位于上海的国内人居水处理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开能环保、总部位于深圳的全国性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大百汇

集团以及总部位于北京的维世达医疗机构等三家战略投资机

构，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实力。

星雅航空以成为一流的通航公司为目标，一如既往地致

力于打造顶级的公务航空体系以及直升机立体交通模式，为

全球一流企业与顶级商务、政务人士提供安全、高效、尊贵、

专享的公务航空服务。星雅航空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分

公司，是星雅航空全国发展的良好开端，也是星雅航空优化

资源配置、实现规模化战略发展的重要步骤，标志着星雅航

空将在经济发达、人口流动性强的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

地区发挥便捷立体交通的积极作用，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的高端商务人士提供一个更广大、更专业、更高效的商务平

台，对扎根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地区的通航事业及增强

我国大中城市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厦门太古私人飞机客舱整装中心与亚翔航空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
Taikoo (Xia Men) Private Jet Cabin Decor Center Signs 
MOU with ASG

厦门太古私人飞机客舱整装中心 (HAECO PJS) 与亚翔

航空 (ASG 值此 ABACE2015 航展之际宣布签署合作谅解备

忘录 , 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该理解备忘录的签订使双方能

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 , 为私人飞机的潜在购买者提供优

质服务。HAECO PJS 与 ASG 的合作能更好的为购买者提

供覆盖飞机评估, 购机选型乃至工业设计、工程设计、适航

取证以及 VIP 客舱改装等提供一站式服务。

厦门太古私人飞机客舱整装中心的商务副总裁陈明璋

表示 :“该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意味着厦门太古私人飞机客舱

整装中心和亚翔航空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 , 双方的优势整

合最终将使飞机的购买者受益 , 双方公司的合作使得我们能

为购买者提供从构机评估乃至私人飞机客舱整装的一站式服

务。有了双方优势共享 , 我们相信能在亚洲公务机市场增长

最强劲的地区更好的把握机遇。”亚翔航空总裁罗世杰表

示 :“亚洲地区的公务机购买者越来越倾向于本地化的服务

和支持 ,而HAECO PJS 在公务机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 ,是

亚洲地区业界公认的行业先锋。而 ASG 主要也服务于亚洲

地区客户 , 双方的合作能为亚洲的客户带来巨大的价值 , 特

别是来自大中华区的客户。”

中国第一航空小镇通航嘉年华正式启动 
General Aviation Carnival Officially Launched In China First 
Aviation Town

5 月 16 日，由北京利世鸿亚置业有限公司与利世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联合国内外飞机厂商、民用航空公司举办的拉斐

水岸航空小镇“通航嘉年华”在京北官厅湖畔举行。此次嘉

年华以“中国梦、冬奥梦、通航梦”为主题，观众不仅可以

近距离参观机场和飞机，还可以观看飞行表演以及参与模拟

飞行等活动，体验飞行的刺激与乐趣。

活动现场，观众可乘坐飞机低空游览官厅水库与周边美

景，近距离参观美国“海王”（Searey）水陆两栖运动飞机

等民用飞行器，观看飞行特技表演，也可由专业人员指导进

行模拟飞行体验。此外，为了能让观众体验通用航空的乐趣，

嘉年华还特意设计了新奇刺激的互动体验活动。

作为中国首个航空小镇，拉斐水岸嘉年华活动邀请了包

括美国泊鹭飞机公司、飞虎雄鹰（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北京云天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国内外知名民用航空

公司参与，目前已有 4家正式入驻拉斐水岸航空小镇，双方

将合作开展飞机驾驶员培训、旅游观光、飞行管理等升级项目。

近年来，伴随中国的通用航空和低空飞行领域管理改革

的推进，低空空域通航产业发展环境逐步宽松，包括私人飞

行、公务飞行、旅游、农业、海洋开发等在内的低空飞行应

用市场将逐步打开，低空出行的便利也引发主打航空元素房

地产细分市场的出现。

“目前较多大城市交通拥堵、空气质量下降的客观现实

不容忽视，但很多山清水秀的地方受制于交通等因素，房地

产项目推动较为困难，低空飞行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

北京利世鸿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子强调，房地产配套

民用飞机将有效的缩短城市距离，弱化大城市第一居所的概

念，有利于缓解城市发展压力。河北晨鸣中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俊侠说：“航空小镇包含的航空旅游、航空

博物馆等航空文化，更会使航空小镇成为地方的一种特色，

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据了解，拉斐水岸航空小镇辐射北京中心城区与河北的

航空走廊，将有利于形成低成本、大容量、快速连通的交通

体系，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发展要素

真正流向功能发展区。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执行秘书长柯玉宝表

示，近年来国家经济实力整体提高以及飞标、试航、空管等

系列改革的稳步推进，民用航空市场空间得到进一步释放，

北京等一线大城市和地区目前已经具备发展的优势条件。

除了主打航空元素之外，拉斐水岸内部规划有 5 万平米

欧式风情商业街、10000 平米主酒堡、5万平米中央景观区、

13 万平米运动走廊、葡萄采摘园，涵盖商业、超市、酒店、

餐饮、各类生活服务店及银行终端等，将成为服务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的有利载体。

西门子研发“超级”电机 大型混动飞机将成现实
Siemens “Super” Electric Motor 

西门子公司研发出了

一款新型电动机。这台电动

机仅重 50kg，能够提供约

260kW的可持续输出功率，

功率质量比达到 5kW/kg，

是同级别电动机的五倍。西

门子的研究人员相信，由于

这台电动机的出现，起飞重

量高达 2 吨的大型飞机将能

够采用混合动力进行飞行。

据西门子介绍，公司的研究人员仔细地分析了之前的

电动机，并采用新的仿真技术和先进的轻质结构进行优化，

最终研发出了这款功率质量比创下纪录的电动机。目前，飞

机制造业实际应用的同级别电动机的功率质量比一般小于

1kW/kg，电动汽车使用的约为 2kW/kg。此外，由于转速

仅为 2500 转 / 分，这款电动 机可直接驱动螺旋桨，不需要

传动装置。西门子认为：“这台电动机使得制造四座以上的

串联式混合动力飞机成为可能。”

这台电动机将于今年内开始飞行测试。接下来，西门

子的研究人员还将进一步提高电动机的功率，并表示公司

下一步的目标是帮助 50 到 100 座的支线飞机采用混合动

力。2013 年，西门子公司、空中客车公司和钻石飞机公司

首次在 DA36 E-Star2 电动滑翔机上测试了一个串联式混

合动力驱动系统，并取得了成功。这架测试机的输出功率

为 60kW。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18 2015.3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192015.3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经国家商务部

同意，第三届中国

天津国际直升机博

览会将于 9 月 9 日

至 13 日在天津滨

海新区空港经济区

举行，其中 11 日

下午至 13 日上午

对公众开放。4 月

28 日，天津市政

府、中航工业集团

公司、解放军总参

陆航部在天津空港

经济区联合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第

三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总体安排和有关筹备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50 多家媒体的百余名记者参加发布会。

据悉，第三届天津直博会展区面积 16 万平方米，其中

室内展馆面积与上届相比增加一半，达到 3 万平方米。参展

企业主要涉及国内外先进的直升机整机、发动机、机载设备、

无人机、模拟器、零配件、地面设备和配套服务等。本届天

津直博会将以“科技、创新、未来”为主题，进一步突出专

业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特色，重点打造“新亮点”，包括国产、

欧美、俄制直升机将同台竞技，部分直升机装备首次公开亮

相，众多无人机首次登上直博会舞台，直升机体验飞行和飞

行员面对面活动首次推出等。同时，还将举办各类专题论坛、

新品发布、项目签约、商务洽谈、知识竞赛、飞行员见面会

等 200 余场活动。

据主办单位介绍，备受瞩目的直升机飞行表演届时将上

演“蓝天交响”。第三届天津直博会飞行表演将继续由总参

陆航部领衔，在上届直博会中第一次亮相就引起轰动的“风

雷”飞行表演队正在抓紧训练，将向社会公众呈现更加精彩、

绚丽的高超飞行技术。此外，交通部救助打捞局、北京市政

府航空队、中航工业直升机公司、东方通航等，也将围绕医

疗救护、海上救捞、抢险救灾、治安反恐等进行主题情景表演。

据了解，第三届天津直博会面向全球直升机及配套行业

招展，届时将有国际知名直升机制造企业以及国内外配套企

业近 350 家参展。中航工业集团、总参陆航部将整体参展，

天津滨海新区也将重点展示航

空产业发展成就。目前，展会

招展工作顺利推进，已有包括

欧直、俄直、贝尔、阿古斯塔、

西柯斯基、罗宾逊、霍尼韦尔、

上海正阳等近 200 多家全球知

名主机、发动机、零部件厂商

和服务商报名参展，覆盖直升

机制造、维修、销售、租赁、

培训和服务等。通过举办天津

直博会，将进一步为全球直升

机厂商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

台，促进国际直升机产业合作

与发展，推动我国直升机产业

科技进步，提升我国航空产业

的核心竞争力。

作为目前我国唯一的由国务院批准的国际直升机专业

展会，也是国际上唯一进行飞行表演的直升机专业展会，天

津直博会每两年举行一届，逢单年举行。经过前两届的探索，

天津直博会搭建了一个合作平台，也成为了一张城市名片。

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和总参陆航部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天津发展

正面临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一带一路”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等五大国家战

略叠加机遇，为国内外航空制造与服务等高端产业聚集提

供了新的广阔空间。

近年来，作为天津直博会永久承办地的天津空港经济

区航空产业迅猛发展，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航空产业基地之

一。在空客 A320 总装线、中航工业直升机公司研发制造基

地等龙头项目带动下，西飞机翼、庞巴迪公务机维修、古德

里奇发动机短舱、佐迪亚戈航空座椅、索纳卡缝翼、泰雷兹

雷达、海特维修等一批配套企业加速聚集，初步形成了以大

飞机、直升机为龙头，涵盖研发、部附件组装、零部件制造、

机载设备、飞机内饰改装、飞机和发动机维修，以及航空金

融、航空物流、航空培训、航空会展等航空产业全产业链。

2014 年，该区实现航空产业产值 510 亿元，航空相关产业营

业收入 163 亿元，预计到“十三五”末，航空产业规模将达

到 1200 亿元。

自由飞行  燃放激情
Free Flight   Releasing Passion

华彬天星及飞吧俱乐部介绍
Introduction Of Reignwood Star & Flying Club

北京华彬天星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是国内致力于通航产业

运营管理的国际化企业。也是

华彬集团蓝色航空板块中最耀

眼的飞行服务机构。高度秉承

华彬集团的精神文化与服务理

念，缔造国内顶级会员制飞行

服务平台，坚持 “高品质通航

服务、畅享空中正能量”的运

营理念。以与时俱进的市场开

拓和无微不至的服务基准，为

全球精英提供飞行培训、商务包机、航空旅游、医疗救援、

航空婚礼、空中拍摄等多元化的通航飞行服务。以专业化、

专注化的行业主旨，勇作通航事业先行者、开拓者。

飞吧俱乐部是集直升机运营，酒吧，餐厅，客房，健身

等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中心。这里不仅提供飞行更讲求体验，

作为一个综合的娱乐度假场所 , 这里既邻近城区又远离闹市

的喧嚣。拥有设计清新高雅，内部设施齐全的客房，别具一格，

放松减压的酒吧，安静优雅的茶歇区以及配套的健身器材，

更有美味丰盛的中西餐，专属便捷的洗衣服务，华彬天星本

着以周全成就服务质量，以细致铸就品牌形象的服务理念，

全心全意为客户考虑。带给客户更舒适的体验。 

其次我们紧邻华彬旗下的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让您随

时随地驰骋马场，给您一次及时的神经舒缓和身心抚慰。

“自由飞行，燃放激情”。由华彬天星打造的孙河飞吧

俱乐部，经历4个月全力建设，于4月18日正式宣布对外运营。

飞吧俱乐部首创国内顶级会员制飞行服务平台，以与时

俱进的市场开拓和无微不至的服务基准，建立起距离北京城

区最近具有直升机机场功能的飞行生活俱乐部，同时也是国

内第一个以航空文化为主题的飞行俱乐部。

据了解，飞吧俱乐部是集直升机运营，酒吧，餐厅，客

房，健身等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中心，这里不仅提供飞行更

讲求体验。

作为一个综合的娱乐度假场所 , 这里既邻近城区又远离

闹市的喧嚣。拥有设计清新高雅，内部设施齐全的客房，别

具一格，放松减压的酒吧，安静优雅的茶歇区以及配套的健

身器材，更有美味丰盛的中西餐，专属便捷的洗衣服务，其

次飞吧俱乐部紧邻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即可随时随地驰骋

马场，相信如此极具个性化的优质服务，无论是久居还是小

憩都会得到如醴的享受！

据华彬天星通航市场运营总监吕刚先生介绍，华彬天星

本着以周全成就服务质量，以细致铸就品牌形象的服务理念，

将全心全意为客户考虑。带给客户更舒适的体验。未来，俱乐

部内部还将迅速开展飞行员理论培训服务，并结合黄港FBO

和密云机场，依托已有 30 余个起降点及 13 余条航线，提供

商务包机，航空旅游，空中婚礼，医疗救援等各项服务，努

力架构起北京城区、华北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的空中高速。

近年来，华彬天星，不断取得多个行业第一，从完成

华彬航空国内首次纵贯中国完红牛京港直升机拉力飞行活动

到成立国内首支民间特技飞行表演队再到成功举办首届北京

航空嘉年华等等，都在通航历史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并

且华彬天星在自身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还多次在空中医疗救

援中做出重要贡献，2014 年 04 月，完成失事飞机的救援任

务。 2014年 05月，完成中国首例直升机转运活体器官案例，

2014 年 08 月，参与心梗患者的医疗救援转运任任务等。这

不仅仅是华彬天星通航在履行一个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更

是为国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挽救生命的空中通道。

纵观通航发展历史，前瞻通航极具潜力的发展市场，通

用航空产业链化发展极有可能成为通航产业新的发展趋势。

华彬天星将成为通航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开拓者和见证者。

华彬天星飞吧俱乐部的建立，也将创建现代服务行业一个新

的里程碑！

第三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 9 月在津举行
China Helicopter Exposition 2015 Will Be Held in TianJing in 
September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20 2015.3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212015.3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无人机“抢滩”大战   一触即发
The UAV  war is triggered at any moment

无人驾驶飞行机器，俗称“无人机”。随着近年的发展，

无人机早已冲出军用走入民间，在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上，

中国更是占据主导地位。据有关数据统计，十架中有七架是

由中国制造，由此看出无人机市场在中国的发展势头相当迅

猛。

据了解，当前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应急救援、环境监测、

航拍测绘等多个领域，近期有向互联网、物流等新领域发展

的趋势，前景广阔。因而不少无人机行业巨头正“磨刀霍霍”

向其进发。

素有“无人机中的苹果”之称的无人机制造商——大

疆创新，近日正展开融资谈判，估值或高达 100 亿美元。来

自硅谷的加速合伙公司与凯鹏华盈等数家风投已准备注资大

疆，但细节尚未敲定，本轮融资规模可能为数亿美元。如消

息准确，大疆将跻身全球科技初创企业估值前十之列。目前

全球估值最高的科技初创公司仍是 450 亿美元估值的小米科

技。除大疆以外，国内其他无人机公司也开始发力，其中代

表有零度智控、极飞和亿航。

今年 2 月 1 日，零度智控联手雷柏科技推出消费级无人

机产品——Explorer。据临云行记者获悉，2014 年以来，消

费级无人机市场持续升温，以航拍为代表的多种无人机应用

场景逐步走进大众生活。为无人机行业的领航者，零度智控

在无人机研究领域已经拥有 8 年的历史了，积累了深厚的飞

控、云台、相机和图传方面的技术。零度此次进军消费级市场，

不仅是顺势而为，更是对其丰富的经验把握，希望向大众传

递更好的无人机科技概念。

4 月 19 日，在北京第六届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上，极飞

科技推出了智能农业植保无人机产品“农飞 P20 植保无人机

系统（XPlanet）”。该系统的研发让人们刷新了对无人机

的认识，除了航拍，还能给农业造福。极飞团队还希望将更

多的技术应用到农业中去，比如说多光谱传感技术，通过航

拍的光谱信息分析被病虫害感染的区域，然后调度无人机进

行点防点治的精细化作业。

不久前，亿航与高德地图宣布展开深度合作，通过该合

作，Ghost 无人机增加了一个新功能，使得傻瓜式操作的无

人机更加贴近人们。

　　

ABACE 2015：中国公务机市场增长放缓
ABACE 2015: China Biz Aviation Market Development 

Slows Down 
4 月 16 日，为期 3 天的亚洲公务机展落幕。此次展会吸

引国内外 180 余家参展商参展 . 本届展会共吸引 183 家参展

商。据了解，今年的展会上亚太地区参展商占 40% 以上，创

历届新高。这意味着亚洲公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已经成为了

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亚洲特色的国际展会。

但在今年的亚洲公务机展上，中国的租赁公司和买家

的公务机订单明显减少。根据近期多家公务机制造商、咨询

机构等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公务机的数量增速仅增加

 宁波踏入私人飞行“新时代”
Ningbo into a New Era of Private Jet 

2015 年 4 月 8 日，浙江宁波新开一家大型直升机展示销

售店。这家大型直升机店位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隶属于上

海捷德航空公司，集直升机展示、销售、飞行演示、维修、

代管、航材供应等于一身。随着低空空域政策的破冰，以及

随着低空开放试点的逐渐扩大，捷德航空在宁波市各级政府

特别是梅山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于 2014 年初在宁波梅山

岛启动捷德航空·易达中心的建设，并于2014年底投入使用。

目前，捷德航空·易达中心（GD Aero E·Store）已经正

式对外营业，接受预约私人飞行和预定私人飞机等服务 . 捷

德航空·易达中心以飞机演示体验和销售为核心，配套提供

维修、代管、运营支持、航材供应、金融保险等全方位服务，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通用飞机 /私人飞机解决方案。

宁波经济发达，周边海岛多，低空空域放开后，私人直

升机将有不小市场。自己驾驶直升机去海岛休闲游，不再是

不可能的事。捷德航空·易达中心正式开业后，捷德航空将

为宁波市民及其他用户提供私人飞行、娱乐飞行、包机服务、

商务飞机、空中婚礼、飞行培训、飞行体验、空中巡查等飞

行服务，让市民更便捷、更安全、更经济的享受飞行。

4月15日，华东地区通用航空协调发展研讨会在沪召开，

多位通航业内人士和专家出席会议，共谋通用航空行业发展

愿景。随着通航的不断发展，一些瓶颈问题逐步显现，如空

域资源使用受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专业技术以及经营管

理等人员短缺等，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通航发展。中国民用

航空局副局长王志清在会上透露改革路线图正在绘制，今年

中国低空空域的开放一定有突破。民航局将在近期下发通用

航空审批管理办法，全面下放通用航空审批权限，行业管理

信息系统也将在今年投用。同时，我国正在沈阳、海南等地

进行真高1000米以下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希望尽快全国推开。

王志清还表示，发展通用航空，低空领域开放只是其中一步，

相关产业与基础设施配套更重要，“目前我们也在改善基础

环境，加快飞行服务站、汽油配送站等建设，同时也要完善

标准制定与衔接，再辅以监管、协调能力的提升，才有可能

迎来通用航空真正的发展。”

华东地区通用航空协调发展研讨会在沪召开
Eastern Region GA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ummit Held in Shang Hai 

16%，与 2013 年相比，增速下滑了将近 10%。预计 2015 年

增速或只有 10%。而此前 5 年，中国公务机的增速每年都维

持在超过 20% 的高速增长。

对于市场目前的萎缩状态，有业内人士表示，国内的公

务机市场也将进入一个“新常态”，从去年行业进入新一轮

的调整阶段开始，未来一年还都将处于调整期。对未来的市

场也应谨慎偏乐观地看待。全球商务航空业者仍表现出对中

国及亚太市场发展前景的长期看好。包括湾流、巴西航空、

空客、波音、汉莎科技、德事隆航空在内的飞机制造商、运

营商都携其最主流的公务机型参展亮相展会，并宣布未来还

将有新机继续交付给中国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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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时间 地点

（第三届）2015 年中国天津直升机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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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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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国内外航空展览信息 Inform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viation Exhibitions 2015

名称 时间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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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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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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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企业展示专栏”说明“通航企业展示专栏”说明

免费

亲爱的读者

《中国通航博览》杂志为了更好服务于通航产业相关企

业，搭建通航展示平台，为企业打开一个专业、高效、多渠

道的展示窗口，现免费开设“通航企业展示专栏”。

有意在该板块进行展示、发布信息的企业，请按照以下

要求提供完整、真实的企业信息。编辑部将根据信息内容真

实性、完整性等方面综合考虑，酌情安排发布。

如您需要安排专题报道，请与我刊编辑部联系，我们将

安排专人进行采访报道。

请发送以下信息至 bianji@criga.org

企业信息收集表（发邮件至以上邮箱索取）

宣传用高清照片

现有机型照片

LOGO

其他相关信息

注：发送信息时，请注明联系人姓名、岗位、手机电话，

以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愿通航人携手，共同为我们自己的未来出一份力。

Dear Readers

In order to provide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nd open 

a professional efficient and multi-channel display window 

for Chinese GA industry related companies,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Magazine now Launches a free “GA 

Company Display Section”. 

Compan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displaying your 

info, please provide genuine and complete info. to u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equirements. We will screen the 

info. according to its’ completeness and authenticity, and 

publish it in our display sectio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having a special interview or 

series reports, please contact our staff at:bianji@criga.org , 

we will contact you ASAP. 

Please send the following info. to our mailbox: bianji@

criga.org

Info. collection form ( require from the email above)

Company LOGO

Pictures of aircrafts owned 

Other pictures with high resolution 

Other info. 

Free “GA Company Display Section”Free “GA Company Display Section”
企业名称 华龙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 135 部 91 部

业务范围

- 飞机采购

- 融资方案

- 飞机托管

- 尊尚包机服务

- 飞行安排及航道调配

- 航空顾问服务

- 飞机交付、修饰及改装

- 机组人员培训及调派

- 旅游细节安排

- 紧急外勤工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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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LFSTREAM 200 多于 2台

GULFSTREAM 450 多于 2台

GULFSTREAM 550 多于 2台

FALCON900LX 1 台

CHALLENGER 300 1 台

CHALLENGER 605 多于 2台

GLOBAL EXPRESS 1 台

Boeing Business Jet 1 台

基地机场
北京 :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货运路 5号 (100620)

香港 : 香港湾仔港湾道 18 号中环广场 2801 室

地址 北京 : 于海凤 /香港 : 赖敏怡

联系人 北京 : 于海凤 /香港 : 赖敏怡

联系电话
北京 :8610-84162583

香港 : 852-25887000

邮箱
北京 : sunny@sinojet.org.cn

香港 : alexia.lai@sinojet.org

华龙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通航企业展示平台
GA Company Showcase

通航企业展示平台
GA Company Showcase

26 2015.3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272015.3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SINO JET 华龙航空，是由主运营基地位于香港的中国商务航空管理有限公司（SINO JET）与主运

营基地位于北京的大白熊商务航空有限公司（BEAR JET）两家公司合并整合优质资源并全新更名组成。 

SINO JET 华龙航空主要大股东为清华控股华控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华控基金），基金旗下拥有一系列投

资于不同阶段和不同专业领域的子基金，目前管理资产近百亿。

全新合并的 SINO JET 华龙航空以“互联网思维”开创公务机领域全新运营模式，以“境内 + 境外”

双平台互补优势和协同效应，为注册在境内、境外的中国公务机客户以及包机客户提供“天地一体化服务”，

形成资源共享的“顶级俱乐部圈层平台”，为商务及休闲旅游的客人提供全面及卓越的私人飞机一站式服

务及解决方案。公司的业务发展策略主要从飞机采购及托管展开，为没有公务机购买经验的客人寻找适合

他们的机型，代表客户进行商业以及法律谈判，同时协助客户完成融资、注册、托管等一系列工作，真正

实现公务机一站式服务。

SINO JET 拥有公务机运营领域的两项最高级认证国际公务机运营标准（IS-BAO）与国际公务机评审

公司（ARGUS）铂金五星认证，证明SINO JET在各项运营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包括公务机航空安全、

持续适航管理、维护保养、飞

行计划与运行和机组培训与管

理。华龙航空预计至 2015 年

年底还将交付两架来自巴西航

空工业的莱格赛 650。至此，

公司在北京以及香港除托管近

20 架飞机外，并自主运营 4

架公务机。

国际化团队，经验丰富的

专家——熟悉国际和亚洲尤其

中国大陆市场和客户的需求。

除香港和北京总部之外，公司

在澳门、深圳及杭州设有分部。

中国第一家民营公务机公司。中一航空是中一太客商务

航空有限公司的简称，成立于 2005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正

式运营，是经国务院、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成立的中国第一

家全资民营公务机公司。中一航空主运营基地和飞机维修基

地设在中国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公司总部办公地点设在沈阳

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青年大街五星级酒店万鑫大厦内，面积

5000 平方米。

中一航空从 2009 年开始运营以来，业务快速发展，产业

链不断延伸，是国内能够为客户提供公务机包机、托管、引进、

维修定检、航材进出口、机库存放、五星级酒店住宿等完整

产业链、一条龙式服务的专业服务型公司。

中一航空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站点，为包机客户和托管

客户提供全方位、直通式、点对点、门对门服务。包机服务

方面，无论客户在何时何地提出包机需求，只要飞机能够到达，

中一航空可就近或调机提供包机服务，满足客户省时快捷便

利的包机需求。托管飞机方面，中一航空能够遵照客户意愿，

将飞机安置在就地就近的机场，为客户提供飞行机组、飞机

维修、航材保障和地面服务，帮助客户实现对自己飞机管理

省心省力省钱的初衷和坐自己飞机安心、放心、舒心的目的。

中一太客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一太客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经营许可证

业务范围 公务飞机、航空器代管业务、出租飞行、通用航空包机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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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者 850 4

挑战者 604 2

挑战者 605 2

环球快车 2

环球快车 5000 1

湾流 200 2

年飞行小时数 4000 小时

基地机场 沈阳

协议机场
（包含作业中的临时起降点）

国内机场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90 号万鑫酒店A 座 41 层

联系人 范  莹

联系电话 024-23537707

邮箱 fanying@lilyjet.com

通航企业展示平台
GA Company Showcase

通航企业展示平台
GA Company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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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航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控股）作为中航工业的板块公司，以舟山中航幸福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通航）为通航平台，开展以水上飞机运营为切入点，以航空商旅为主题的城际

通勤航空业务。幸福控股旨在结合基于地理信息、互联网络、移动支付等新兴科技，建立全国最大的全服

务性支线和通航运营公司，开创具有时代意义的通航出行方式。2015 年，幸福通航将购买 23 架 CESSNA

大篷车水陆两栖飞机和双水獭水陆两栖飞机，目前已开通舟山本岛（普陀山机场）至嵊泗水上飞机机场至

上海金山的金三角航线，计划开通舟山至杭州、苏州、温州、湖州等地区的区域航线，并依次建立华东地区，

海西地区、西南地区、环渤海地区的跨省通勤网络，结合当地中高端商务和旅游需求，进行旅游与通航、

商务与通航的深度融合，在五年内将形成覆盖全国的水上飞机交通网络。5 年内，幸福通航将实现机队规模

近 100 架，在热门景区和繁华地段设立近 200 个通勤起降点的目标，形成覆盖华北、华东、海西、环渤海、

西南及华南地区的城际通勤航空网络，惠及全国 70%-80% 的出行人群。

水上飞机作为一种经济性强、资源占用率低、飞行安全系数高，而且环境良好的便捷空中交通工具，

是加拿大温哥华、美国西雅图、马尔代夫马累

等国际化繁华都市和旅游胜地的宠儿。每一次

水上飞机的起降都让人们驻足观赏、目光聚焦，

机身广告也因此成为独一无二、创造性的企业

文化和形象的传播载体。

幸福通航以水上飞机点对点飞行服务为平

台，开展基于目的地旅游的航空旅游服务和城

际交通通勤航空业务，旨在打造具有互联网精

神的通用航空文化产业。幸福通航是中国第一

家运营点对点水上飞机飞行的公司，水上飞机

的每次飞行，都将书写中国通用航空事业的历

史。

企业名称 舟山中航幸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 CCAR-135 部《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

业务范围
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器代管业务、
航空摄影、空中广告、科学实验、城市消防、空中巡查、空中拍照，通用航空包机

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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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SNA208BEX 1 B-0405

CESSNA208BEX 1 B-0403

年飞行小时数

基地机场 普陀山机场 , 嵊泗水上飞机机场，金山城市沙滩水上飞机机场

协议机场
（包含作业中的临时起降点）

湖州，杭州，建德，淳安等

地址 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普陀山机场

联系人 张弛

联系电话 18969225649

邮箱 C_zhang@joy-ga.com

舟山中航幸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我公司现是一般纳税人，有自主进出

口权和良好的贸易渠道。而且现已取得中

国民用航空维修协会颁发的“航材分销商

资质”。

公司主要经营航空通讯和导航设备、

航空器材、机电产品的销售及进出口业

务。 目 前， 与 Becker、DavidClark、

Collins、Honeywell、MID、TEKNOL、

OTE、R&S 等多家知名航空设备及零配

件生产商，建立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同时我们是美国 GARMIN 公司在中国的

代理商。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一、航空通讯、

导航和应急设备：航空电台、机载航电设

备、二次雷达应答机、应急定位发射仪、

G1000 综合航电系统、ADS-B、便携式GPS 等；二、赛斯纳、罗宾逊、比奇、钻石、贝尔等系列机型的所

有零配件、耗材、机械、仪表等；三、飞行员用品：包括耳机、头盔、手写板、飞行员眼镜等；四、机场设备：

甚高频电台、滤波器、天线、避雷器等；五、测试设备、各型号的飞机电瓶、地面启动电源和充电电源、

拖车等。公司专注于向中国各大通用航空公司、航校、部队、机场以及维修单位，提供更优质的航空设备，

更专业的售后服务保障和全方位应用服务方案。依托全球领先技术的产品资源，徽帝公司几乎涉足所有与

卫星导航定位有关的应用领域，形成了大跨度、全方位的产品格局。凭借高品质的产品、高效率的专业服务、

良好的贸易渠道、有竞争力的价格及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我们已与国内众多知名通航公司、航校、机场

以及企业签订了代理采购合作协议或保持了长久的合作关系。

公司始终坚持“用户第一、质量至上、服务为先”的质量方针，已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规范化的采购、

服务及保障体系。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售一件产品，树一片信誉，交一群朋友”。更优质的产品、更高

效及时的服务、更便捷透明的采购、更安全可靠的售后保障，是我们核心竞争优势之所在，也是我们不变

的承诺。

我们的网址是：www.china-huidi.com，期待与您合作！

联系人：杨瑞娜电话：18509237087；QQ:455090431

电子邮箱：yangruina000@126.com；

传真：023-88166526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东原D7区 1期 5栋 1单元 25-6；

邮编：400021

企业名称 重庆徽帝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 航材、设备、工具等销售

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东原D7区 1期 5栋 25-6

联系人 杨瑞娜

联系电话 18509237087

邮箱 Yangruina000@126.com

重庆徽帝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Laversab, Inc. 
505 Gillingham Lane  

Sugar Land, Texas, USA 77478 
(800) 285-7337 Toll Free 

(281) 325-8300 Local 
(281) 325-8399 Fax 

Certificate of Authorization

Laversab, Inc. 
Here by Authorizes  

Chongqing Hui Di Aviation Equipment Co., Ltd. 

Address:#5-25-1,YuanJia Plaza, Dashiba, 
Jiangbei District, Chongqing, 400021, China 

Is the designated reseller of Laversab, Inc. for marketing, sales and services of 
Laversab Pitot Static Tester products in th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Chongqing Hui Di is authorized by us to participate in quotations for the 

project and to provide all required after-sale service and support.

Effective from June 1st, 2013 to May 31st, 2014 

Nandu Balsaver 
President
Laversab, Inc. 

通航企业展示平台
GA Company Showcase

通航企业展示平台
GA Company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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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钱思音

CGAD Writer   Elaine Qian Siyin 

公务机可以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

Angel Jet Network 助折翼天使重返天空
What can biz jet do for the disadvantaged?
Angel Jet Network helps the Wingless Angels Back to Sky 

关键词：公务机    贫困患病儿童                 非盈利      航空元老        杰出女性 

Key words:Biz Jet   Young patients in remote area   No-profit     Aviation Pioneer   Outstanding Woman  

她
成立美国第一家 121 部包机经纪服务公司

Launched the first Part 121 charter brokerage service in the US.

第一个在线包机服务系统开拓者

Pioneered the first online air charter system

开发了美国第一代包机卡产品

Introduced the first Jet Card in the States

成立中国第一家国际包机经纪及生活服务公司 - 梦翔天下

Established AVICUS Group, China's first international charter brokerage and 

lifestyle service

她是
翔天下 -创始人 兼 CEO     

AVICUS Group   Founder & CEO 

国际女子学院董事会成员      

International Women’s Academy Board of Governors 

“泰国女儿”慈善机构的创始人  

Friends of Thai Daughters  Co-Founder

“亚洲天使慈善组织”董事会主席 兼 联合创始人   Angel Jet Network   

Co-Founder

曾是美国第一家 121 部包机经理人公司 Flight Time Corp 的 CEO / 创始

人 / 董事会主席

Brokerage Company Founder & ChairmanFlight Time Corp First Part 121 

Charter Brokerag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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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2015 年 ABACE 是场充满惊喜的盛会，

与 Jane 的结识将 2015 年 ABACE 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Jane 是航空业的传奇、慈善家、艺术家。她结合自己所学所

有，多年来坚持通过任职于多家慈善组织，帮助各类需要帮

助的人群。亚洲天使慈善组织是她致力于帮助中国乃至整个

亚洲贫穷地区病患的平台。我想，她的坦诚、乐于助人和与

人分享的精神，将会陪我一直走下去，激励我尽自己所能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她说：“希望更多的媒体可以帮助我

们宣传亚洲天使慈善组织，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乐于为病患提

供帮助。”于是，有了以下的采访故事 ... …

2015 ABACE was an aviation feast full of 

surprises. Got to know Jane there Imprinted ABACE 

2015 deeply in my heart. Jane is an aviation legend,  

a philanthropist，and an artist. She dedicates to 

help various of people through the years with he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Angel Jet Network (AJN) 

is a platform that she formed in order to help patients 

from remote area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entire Asian 

region. I believe that her frankness and obliging nature 

will accompany and motivate me in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surge me to help more people in the future. She 

said: “I hope more and more media could help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make  more people 

get to know AJN and love to help with the patients.” 

And here it comes the interview… … 

CGAD: 请您介绍一下亚洲天使慈善组织（AJN)

的情况。

Please tell us more about AJN. 
受到 1981 年成立的美国慈善机构天使网络 (CAN) 的启

发 , 我们成立了亚太地区第一个类似的慈善机构—亚洲天使

慈善组织 (Angel Jet Network，以下简称 AJN)。她的使命

是利用公务航空 ( 私人飞机 ) 搭载经济困难的病人到达亚太

地区的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Inspired by Corporate Angel Network (CAN), 

Angel Jet Network (AJN) is the firs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whose 

mission is to leverage corporate aviation to transport 

underprivileged patients to medical treatment centers 

across Asia Pacific Region. 

一般来说，CAN 主要为癌症病人提供转运服务。按照

规定，转运病人必须具备接受服务的医疗证明和行政批准，

且需于离开时间前一小时到达机场。一般来讲，慈善机构提

出申请后的两周内，CAN 可安排好转运公司。同时，CAN

得到了多家 FBO 提供的燃油折扣，其合作的 500 家公司平

均每年会执行飞行任务 1200 次。

Gen e r a l l y  s p e a k i n g ,  CAN p r o v i d e s  j e t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to cancer patients. According to 

regulation, patients CAN transported must have medical 

certificate and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to receive the 

service, and need to arrive to the airport 1 hour before 

departure. Normally speaking, CAN could settle all 

the transportation issues 2 weeks after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filed a need. Meanwhile, quite a number 

of FBOs provides fuel discount for CAN. 500 companies 

that are partnering with CAN conduct 1200 flight tasks 

per year on average. 

与 CAN 模式相同，AJN 将与那些乐意贡献空驶航段、

空座或飞行小时帮助转运郊区或偏远地区病人到医疗中心的

航空运营商或拥有者合作。与 CAN 不同的是 ,AJN 不仅为

癌症患者提供这样的服务 , 还为其他的病人包括心脏病、肺

病、先天畸形以及其它的身体机能失调的病人提供同样的服

务。通过与帮助有危重医疗需求病患者的慈善机构合作,AJN 

可以将帮助更多的病人及家属，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航空运输

服务。 

Similar to the CAN model, AJN will partner with 

corporate aviation providers who are willing to donate 

empty legs, empty seats or flight hours to transport 

patients in rural or remote locations to medical centers. 

AJN will assist patients with a wide-range of medical 

conditions including cancer, cardiac and pulmonary 

disease, congenital deformities and other disorders. 

CGAD: 天使慈善组织组织架构？成员（公务机

运营公司、医疗救援组织等）都有哪些？整个机构

如何运作？

What doe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like 

? And who are the members\partners? How 

does the organization work? 
AJN 的合作方包括愿意将他们的资源提供给社会贫困成

员的私人飞机所有者、运营商和民航航空公司。合作的方式

包括无偿提供空驶航段 , 行程航段上的空余座位 , 安排运送

病人的飞行小时 ,以及其他形式的有益服务。

AJN’s aviation partners include business jet 

owners, operators and airlines that wish to share their 

assets to assist less fortunate members of society. Air 

partners can participate by donating empty legs, empty 

seats on scheduled flights or flight hours that can be 

used to transport patients or sold at market rates with 

proceeds donated to AJN.

AJN 从筹备成立至今短短一个多月 , 却已经收到了来自

航空、医疗、非盈利性组织,以及其它相关行业的大力支持,

其中包括美国公务航空集团 (NBAA)、Altitudes 杂志、Lulu 

Wang & Partners, 北京丽湾医疗集团 ,以及Roberto&Co

等。

From its formation date, AJN has received 

wide suppor t f rom av ia t ion, med ica l, non-

prof i t organizat ions, and many other related 

corporations’support, including NBAA, Altitudes 

magazine, Lulu Wang & Partners, Beijing Raybay 

Medical Group, and Roberto & Co. 

CGAD: 请您介绍一下 AJN 的各位发起人

Please tell us more about the Co-founders 

of AJN. 
AJN 共 有 4 位 联 合 创 始 人。Bill Schultz、Lydia 

Sheng、Abby McBride，以及我自己。

Bill Schultz
Bill 是德事隆航空中国业务发展副总裁。作为总业务发

展部门的领导者，Bill 负责将德事隆的解决方案带入中国持

续增长的公务航空市场。他曾任赛斯纳旗下 CitationAir 的

CEO。 

Schultz is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Textron Aviation China. As the leade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China, Bill Schultz is 

responsible for bringing Textron Aviation solutions to 

the growing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in the region. 

Before that, he was CEO of CitationAir by Cessna. 

盛思沄

盛思沄自毕业以来分别在公务航空各版块从事不同工

作。她对航空事业抱有一腔热血，并逐步在亚太地区建立了

庞大的公务航空网络。她自幼便开始涉足慈善事业，曾是多

个学生慈善机构的活跃分子。她擅长活动策划与执行、筹款

和品牌建设。

Lydia Sheng
Sheng has worked in various sectors of business 

aviation since graduation. She is passionate about 

aviation and has built a extensive network in business 

aviation across Asia Pacific. She has been involved in 

charity work since a young age.  Sh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several charitable student organizations. She 

excels at even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fund raising, 

and brand building. 

Abby McBride 
年幼时，自 Abby 当选美国国家慈善队（US National 

Charity League）的领导者后，她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从

那时起，她开始志愿为多个不同层别的慈善机构中提供设计、

市场、运营等多方面的服务。现在服务于公务航空市场的她，

更希望将自己的行业知识和对公益事业的激情结合起来。

Abby McBride
McBride's involvement in charity work began 

during her teenage years when she held leadership roles 

in the US National Charity League. Since then, she 

has continued to volunteer with multiple organizations 

on var ious leve l s, of fer ing des ign/market ing 

skills, strong operational abilities and much more. Now 

working in the business aviation industry, she is 

excited by the opportunity to combine her passion for 

volunteer work and her knowledge in aviation.

Jane. F. McBride 
我自己拥有在公务航空业超过 25 年的创业经验 , 并帮

助成立了美国第一家具有 121 部资质的包机经理人公司 , 

Flight Time Corporation。2002 年 , 她创办了名为“泰国

女儿朋友”的慈善机构 , 这是一家以保护亚洲儿童遭受人口

贩卖的非盈利性组织。2011 年 , 我创立了梦翔天下集团 ,

主营全球包机与航空咨询业务 , 并在波士顿、伦敦、香港 ,

以及上海设有销售公司和代表处。 

I have more than 25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aviation and hospitality industries. In 1985, I launched 

the first Part 121 charter brokerage service in the U.S, 

Flight Time Corporation.In 2002, I founded Friends of 

Thai Daughter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o protect 

Asian children from human trafficking. In 2011, I 

founded AVICUS Group, an aviation charter brokerage 

and advisory service, with offices in Boston, Londo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另外，作为美国慈善机构天使网络 (CAN) 的发起者与

创办人 Priscilla (Pat) Blum 将担任 AJN 顾问委员会的荣

誉主席一职。Pat 在 1981 年创办了 CAN, 并担任了 17 年

的 主席。她是利用公务机上空座位运送癌症病人的第一人。

感谢她的发起 , 在美国已经有超过 47000 多位癌症病人接受

了 CAN 的救助。2015 年 ,Pat 成为了国际航空女性先驱

名人堂的一员。

The co-Founder of Corporate Angel Network, 

Priscilla (Pat) Blum, has accepted the role of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Angel Jet 

Network. Pat co-founded and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CAN until 1998. Thanks to Pat Blum, the lives 

of more than 47,000 cancer patients 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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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tically changed. Many lives have been saved 

and others prolonged because it was Pat’s idea to fly 

cancer patients to specialized treatment in the empty 

seats of corporate jets. In 2015, Pat was inducted into 

Women in Aviation International Pioneer Hall of Fame.

CGAD: 怎样界定何种病患将得到公务机转运服

务？让病患与私人飞机拥有者或包机客户同时使用

一架飞机，会不会为使用者带来困扰？

How do you define which patient could 

receive your service? Will the patient on board 

bring any inconvenience or uncomfortable 

feelings to the owner or user of the jet? 
Jane: 我们会与各个慈善医疗机构合作，并不会自己去

寻找、界定哪些人需要被转运。我们的合作伙伴专注于贫困

地区急需转院治疗的患者，他们把客户交给我们，我们帮客

户寻找飞机。

We do not look for patient by ourself,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charitable medical service providers, 

we provide  the service to the patiences the 

organizations recommended. As our partners, thos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focus on the patience in the 

remote or rural areas, while we look for the jet for 

them. 

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在美国的上万个案例实践中可以找

到答案。随行医护人员或病患家属会为其提供飞机上的所需

服务。要求他们不得干扰或打搅客户或飞机拥有者。这样，

我们既满足了病患的转运需求，又保证了飞机使用者的权益。

We can find the answer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in the thousand of practices done in the States. Our 

patients will be accompanied by their family members 

or paramedics, they will provide the services required 

for the patient on board. They are required not to 

bother or disturb the clients or owner of the jet. 

In this way, we meet the need to the patient’s 

transportation, while guaranteed the user’s right 

simultaneously. 

CGAD: AJN 的运营资金从何而来？如何维持

运转？

In order to make the organization rolling, 

how does AJN get funded?
Jane: 现阶段，所有资金包括机构在香港注册经费以及

日常开销等等均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钱包。注册后，我们希望

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吸引亚洲甚至国际范围内的公务机运营

商、媒体等机构的关注。AJN 未来的运营资金将来自各个机

构的捐款。

Currently,  all the money including organization 

registration in Hong Kong, and daily work expenses 

and so on, are all come out of our own pocket. Upon 

registration,  through series of PR campaign, we hope 

to draw attention of business jet operators, media and 

other related organizations in Asia region as well as in 

the global scale. Donations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will support AJN’s operation in the future. 

CGAD: 现阶段国内公务机运营情况并不太好，

如何促使运营商或飞机所有者加入到这一运动中

来？

Currently, business aviation industry 

suffers in China, how could you motivate 

operators or jet owners to participate?
Jane: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我想，让运营商和飞机

拥有者加入到 AJN 当中来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在美国，我

们已经看到成千上万个成功案例。美国已有超过 47000 多位

癌症病人接受了美国慈善机构天使网络的救助。在中国，现

在还有很多人对公务机抱有成见，公务机交通工具这一属性

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航空媒体、大众

媒体能帮助我们传播这一理念，让更多的病患得到及时的专

业救助。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I believe this is a 

long-term task to bring operators and jet owners 

into the movement. In the U.S., we have seen 

thousands of successful cases in the past. 47000 cancer 

patients received CAN’s help in the past few years. 

Nowadays, lots of people still perceive business jet in 

the wrong way, it is not considered as a transportation 

tool in China. We hope more and more aviation 

media, mass media could join and help us to promote 

the idea, make AJN available for more patient so that 

they could receive professional treatment. 

CGAD: 公务机运营商或公务机生产商应如何参

与到社会活动中去？企业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How can operator or manufacturers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activities? What can 

those companies do for the society? 
Jane: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从业二十几年累计了一定财

富并且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人对金钱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

我想自己有能力也是时候去帮助更多的人。我希望我可以用

自己这些年在工作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和人脉，帮助更多的

人。对于运营商或制造商来说是一样的。一些企业已经加入

到了慈善活动的行列中来，而另一些正在转变观念准备加入

进来。企业应该回馈社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及

需要帮助的人做更多的事情。

From personal point of view, I have accumulated 

some fortune through the past 20 years, and have a 

wonderful life. I feel I am capable and  it is time to do 

little something for others who need help out there. I 

hope I could help more people through the knowledge, 

experiences and network I have accumulated in the 

past. It is the same for the operators or manufacturers. 

Some of the companies have already participating in 

the charity movement, while others are adjusting their 

mind preparing to jump in. 

AJN 首先在上海开始，目标是在整个中国搭建起针对贫

穷患者的航空医疗转运网络。此外，我们希望将这个网络扩

展到整个亚太地区。接下来，我们会把重点放在癌症患者及

那些有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等需要手术治疗的孩子身上。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无法经受长途旅行的劳顿，患有唇

腭裂的儿童则十分敏感，不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的缺陷。所

以，公务机转运便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我相信，离开了公

务机运营商和制造商的帮助，这一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AJN will start in Shang Hai first, and aim to 

build the aviation medica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for 

the less fortunate  patients in China. Furthermore, We 

hope to expand the network to the entire Asian Pacific 

region. Next step, we will put out emphasis on the 

cancer patients and kid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and cleft lip. Kids with CHD can not afford 

long distance travel, while kids with cleft lip are quite 

sensitive and require privacy. So, business jet are the 

best choice for them. I believe this past can not be 

done without the help of operators and manufa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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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博爱 CEO 薛一心告诉你

为什么幼儿病患需要公务机的帮忙

Chun Hui Children’s Foundation CEO Cindy Shueh Lin tells you:

Why Children Patients Need Help From Business Aviation 

本刊记者 钱思音

CGAD Writer   Elaine Qian Siyin 

关键词：

全球十七位“冉冉新星”之一   

儿童救助基金会    

公务机转运   

跨国企业女性领导人  

Key Words    

One of Seventeen Global “Rising Talents”  

Biz Jet Transportation   

Children’s Foundation          

Female leader in Multinational  Company 

为了帮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儿童病患为何需要公务航空

的帮助，Jane 介绍我认识春晖博爱儿童基金会 ( 春晖博爱）

CEO 薛一心女士。随即，2015 年 4 月 21 日晚，在北京和上

海之间的上空，薛女士给我讲了一个存在于残酷现实中的温

情故事。

In order to give me clearer view how business aviation can 

help with the patients, Jane introduced me to Cindy Shueh Lin, 

CEO of Chunhui Children’s Foundation. Right after that at the 

night of 21st May 2015, Cindy told me a heart-warming story 

hidden in the cruel world. 

薛一心  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首席执

行官
薛一心倡导并实践“目的驱动型领导力”。早年她曾在

台湾从事过金融、广告和房地产行业。1998 年在美国加入宝

洁公司。作为一名华裔，她渴望将自己的才智回馈给中国。

因此，她和丈夫 2004 年双双被美国服务的企业派驻到上海。

2005 年，薛一心加入百事公司，2007 年担任台湾总经理，从

建立高效职能团队，建立体制和程序，推出新产品，开拓新

的商业模式，扭转生意劣势，打造强大的团队文化，到 2011

年后被调回大中国区管理饮料事业，她和她的团队横扫食品

和饮料行业大奖无数。她并在南加州大学罗西尔教育学院和

台北美国商会兼任董事职位。2011 年被“全球女性论坛”评

为全球十七位“冉冉新星”之一。

2014 年 4 月她毅然离开从事了 20 年的企业界，投身非

营利事业领域，担任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

官。这是一个在北京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一千四百名全职

专业员工服务于全国 26 省 54 个城市的儿童福利院中。2014

年受邀演讲于玛氏 CEO 论坛（上海）、亚洲 CSR 峰会（香

港）、Barklay 女性领导力论坛（新加坡）、财经中国慈善

公益论坛（北京）等大型活动，同时开发春晖博爱的远景和

策略，以承接美国半边天基金会自 1998 年以来为中国孤残

儿童成就的事业。 她相信这是她对于“目的驱动型领导力”

最好的实践， 能有机会影响中国下一代成长，帮助社会培

养爱和建立信任感。薛一心在台北出生长大，曾获美国南加

大商学位，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工商管理学位。

C i n d y  S h u e h  L i n ,  C E O ,  C h u n h u i 

Children’s Foundation
Cindy advocates and leads by example what she 

calls “Purpose-Driven Leadership”. She started her 

corporate career in banking, advertising, and real estate 

in Taiwan. In 1998 she joined Procter & Gamble in the 

US and in 2004 the company brought her to Shanghai. 

She joined PepsiCo China in 2005 and has been in 

general management roles for Taiwan and Greater China 

Region since 2007 designing new products and business 

models, turning around businesses while building 

systems, processes, and strong team culture, managing 

licensees and franchisees, and working across foods and 

beverages sectors with numer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wards. Outside of work, she has served on the Board 

of Governors at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Taipei 

and the Dean’s Advisory Board for the Rossier School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he was also recognized in the 2011 Global Women’s 

Forum as one of seventeen global “Rising Talents”. 

In April 2014, she left her 20-year corporate 

career for the not-for-profit sector taking on the CEO 

role for Chunhui Children’s Foundation, a Beijing 

registered private foundation with 1,400 full-time staff 

working in child welfare institutions across 26 provinces 

and 54 cities in China. Since then she has been invited 

to speak at the Mars CEO Forum in Shanghai, Asia 

CSR Summit in Hong Kong, Barclay’s Women 

in Leadership Forum in Singapore, and China 

Philanthropy Forum in Beijing while crafting out a 

clear mission and strategy for Chunhui Children to 

continue the work its sister organization Half the Sky 

has done for Chinese orphaned children since 1998. 

She believes having this opportunity to work on 

China’s next generation and foster love and trust in 

the society is the best way to embody “Purpose-Driven 

Leadership”. Cindy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aipei, 

holds a BS degree in Marketing from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an MBA from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he is happily married to Richard C. 

Lin, a senior partner at KornFerry in executive search 

consulting with two lovely young children.

两位杰出女性的初识

First meet of the 2 outstanding l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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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和 Jane 同时被外籍女性网络（Expatriate 

Professional Women’s Society）提名“2015 女性领导者

大奖（Women’s Leadership Award 2015”, 又是最后两

位角逐奖杯的候选人。我们得以在当时的一场媒体课上进行

深度沟通，我很仰慕她，她也很认同我，从此，我们变为很

好的朋友。更多深度交流后，我们在双方众多的共同点中找

到了最为契合的一个：慈善事业。

Jane and I were both nominated by the Women’s 

Leadership Award 2015 from the Expatriate Professional 

Women’s Society. And we were the last two finalists 

to compete for the award.In the process, we met at a 

media course provided by the Society and got to know 

each other. The admiration was mutual. We became 

good friends since then. We found the most compatible 

field among all our common grounds after deeper 

communication: charity.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慈善事业

A foreigner’s charity task in China 
17 年前，春晖博爱由一位美国女士和一群领养了中国

孤儿的父母们在美国成立。2000 年初，中国政府开始允许境

外非盈利慈善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后，我们是进入中国

的第三家境外 NGO，名叫半边天（Half The Sky）。我们

是少数在中国运营历史久远的境外 NGO 之一。我们的创始

人采取了顺势而为的方式，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历时一年

研究中国福利院的现状问题，最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

法：与政府合作。她决定，运营初期在公立孤儿院采取试点

模式推进。17 年前我们由 2 个试点开始，今天，我们在全国

26 个省 56 个城市里的省级、市级、县级福利院中运行我们

的 6大福利项目。春晖博爱是中国最大的NGO，每天我们的

福利网络中共有 1400 多人在全国各地的福利院为那里的孩

子提供亲情般的抚育和先进的早教课程；全国每年共有 6000

多个儿童接受我们的帮助。通过亲情般的抚育，使这些孩子

能够正常健康的成长。

17 years ago, Chun Hui was founded by an 

American lady and a group parents who adopted 

Chinese orphans in the U.S.. At the year of 2000, 

China government started to allow foreign charity 

organizations to operate in China, we were the 3rd 

foreign NGO entered China at that time, and named 

Half the Sky. We are one of the few foreign NGOs 

which have quite a long operation history in China. 

Our founder chose the wise way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not did the work the way 

she wanted. As a foreigner, she spent 1 year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Chinese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s were facing, and finally launched 

the program with public orphanages as test.  17 years 

ago, we started with 2 test orphanages, today, our 6 

projects are running in hundreds of provincial,city and 

country level public welfare institutes  in 56 cities from 

26 provinces. 

Chun Hui is the biggest NGO in China, 1400 

people provide their care and early educational courses 

to the kids in our system everyday; 6000 kids receive 

our help every year. The kids can grow in the proper 

way only when they are raised as family members. 

起初，我们的救助对象都是一些正常的孩子，只不过因

为是女孩而遭遗弃，所以我们的机构叫做半边天。2010 年，

我们的基金会发展至全国范围的同时，也得到了民政部的认

可。2011 年，民政府正式与我们签订协议，要求我们同民政

部一起为全国范围内的福利院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并颁发认

证证书。没有认证证书的人是无法得到相关上岗证书的。正

是如此，我们帮助全国的福利院设计了专业、系统、科学的

培训教材，在帮助孩子成长的同时，也让很多下岗的妇女重

新找到人生的目标。

At the first beginning, the kids we tried to help 

were all normal kids. They were abandoned only 

because they were unwanted girls. So that’s why we 

named ourself Half The Sky. In the year of 2010, our 

foundation expanded into a national scale organiz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MCA） concurs 

to our vision and plan. MCF signed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with us, and assigned Chun Hui to train the 

employees in all the public welfare institutes in China 

and issue training certificate to the trainees. Those 

employees don’t have our certificate are not qualified 

to find a job in the welfare institutes. We designed 

professional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training courses for 

the institutes, and created bunches 

of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men 

who lost their jobs, and helped 

them to find their goal for life. 

救助对象结构发生变化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t h e 

receivers changed
随着社会的发展，孤儿的结构也发

生了改变。过去，孤儿基本上都是女孩；

现在主要以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为主。而

这些孩子中，很多都需要接受手术才能

康复。2004 年 5 月，我国推出了照顾孤

残儿童衣食住行的“明天计划”，用福

利彩票募集的资金为具有手术适应症的

残疾孤儿实施手术矫治和康复。这一计

划在硬件方面满足了孤残儿童的需要，

而春晖博爱在术前、术中、术后的照顾、以及平日的教育和

培养等软件方面为孤残儿童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大部分

患儿可以在当地得到治疗，对于一些身患重病的孤儿，我们

将他们统一送至位于北京的春晖中国关爱之家进行护理。在

那里，他们能够得到春晖妈妈 24 小时的照料，以及专业医

护人员的治疗。

As time pass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orphans 

changed too. They were almost all girls in the 

past; but now the abandoned or orphans are mainly 

consisted of kids require for special attendance. Most 

of them require surgery to get their normal life back. 

May 2004, China Launched a scheme called “ Plan 

Tomorrow”, which aims to provide daily need for the 

orphans. It uses the fund from welfare lottery to cover 

surgery and recovery expenses for disabled orphans. 

This scheme provide the hardware orphans needed, 

while Chun Hui provides the software required by the 

orphans, such as pre-and-post surgery accompany, 

daily education and other services. Most of the kids 

could be treated locally, for those who suffer from 

severe illness, we will send them to  our China Care 

Center in Beijing. The kids would receive 24 hours 

professional attendance by Chun Hui Mamas and 

medical crews in Beijing. 

公务机转运是最好的选择

Business jet is the best choice 
目前，我们很多位于南方的患儿很需要到北京接受治疗。

但因为我们的经费有限，这些孩子只能乘火车前往北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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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患重病的孩子来说，路途太远，时间太长，所以很多孩

子无法到北京就医。目前，全国每年大约有 300 名患儿前往

中国之家接受治疗。现阶段，全国范围内我们每年大概需要

30-40 次飞机转运服务。随着救助范围的逐步增大，我们对

转运服务的需求也会有所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有了亚洲天

使慈善组织 (AJN) 公务机转运的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就可以

得到及时、快捷、便利的转运服务，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得到必须的治疗。

Currently, we have lots kids needed to be 

transported from southern part of China to Beijing. But 

our budget is so strained that railway transportation is 

our only choice. Long distance travel seems impossible 

for kids with severe illness. We have about 300 

little patients receive treatment in the care center in 

Beijing every year. We need 30-40 flights per year to 

transport our patients to Beijing and back home every 

year.And of course, the need for transportation will be 

increased once more patients receive our service. With 

the help from AJN, we can transport our patients to 

Beijing more efficiently, and the patients could receive 

proper treatment timely. 

在此之前，民政部刚好与我们在商讨如何扩大“明天计

划”与北京中国关爱之家的合作范围。因为春晖博爱科学的

财务监管和系统管理体系，民政部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渠道进

一步扩大财政补贴力度，负担更多患儿的医疗费用，吸纳更

多的孤残儿童进入我们的福利体系。一方面，我们有民政部

为更多的患儿支付医疗费用；另一方面，我们有 AJN 提供

的公务机转运服务，这使春晖博爱帮助更多孤残儿童的愿望

成为现实。

Just before the meet of Jane and I, we were 

negotiating with MCA how to expand the collaboration 

scale between “Plan Tomorrow” and Beijing China 

Care Center.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ystematic  management 

procedure Chun Hui possesses, MCA hopes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the fiscal subsidies through our channels, 

which could help more children in China. On one 

hand, we have MCA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little patients; on the other hand, we we AJN 

to seek jet transportation for them. I believe this will 

make our wish of  helping more orphans and disabled 

children in China come true. 

【后记】
有很多人，中国人、外国人已经走在了中国慈善事业坎

坷的道路上。《中国通航博览》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

帮助像亚洲天使慈善组织和春晖博爱儿童基金会这样的慈善

机构广而告之。希望这两篇采访文章能够唤起更多人心中乐

于助人的大爱，为中国慈善事业伸一把手。

There are lots of Chinese and foreigner who are already 

marching on the bumpy road of charity in China. With our 

negligible help,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Magazine would 

like to help to promote the vision AJN and Chun Hui is trying 

to convey to the public. We hope these 2 articles could raise the 

love in your heart,and make you stand u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 

如果您希望帮助亚洲天使慈善组织或春晖博爱儿童基

金会，或成为慈善组织网络的合作伙伴，请与杂志社联系

18611831573@163.com，我们将会把您的信息转发至相关人

员手中。请您在来信中注明单位、业务内容、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谢谢。

If you wish to help AJN and Chun Hui, or want to be 

AJN’s partner, please contact us at: 18611831573@163.com with 

your company name, business scales and personal contacts. We 

will forward your request and info. to the person in charge.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翱翔在云天的 999

专访北京 999 急救中心航空救援中心

本刊编辑  钱鹏

摄影  陈肖

CGAD Editor   Qian Peng

Photography   Chen Xiao

Flying In The Sky 999

An Interview With The Air Rescue Center Of Beijing 999 

Emergenc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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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功能定位，依法履行职责，以

全面深化红十字改革发展为动力，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探索，

大胆实践。在学习借鉴国外空中医疗救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在全国率先推动空地一体化医疗救援体系建设。”这就是红

十字协会开展航空救援事业的初衷。

2014 年 10 月，在国家网球中心举办了“人道惠民生 共

圆中国梦”中国首架专业航空医疗救援直升机启航仪式。

999 急救中心航空救援中心相继创下了六个第一：引进中国

第一架专业航空医疗救援直升机、成立中国第一支专业航空

医疗救援飞行队、开通中国第一家空地救援网、成产中国

第一家创新发展空地救援合作联盟、获准中国低空开放改

革第一批航空医疗救援机降点推出中国第一个航空医疗保

险服务产品。

2015 年 4 月，《中国通航博览》采访小组来到 999 急救

中心，有幸对工作在一线的院长、医生、护士、飞行员、机

务进行采访。飞行员方琦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讲述了救援直

升机与一般直升机的区别，以及对飞行员的要求。EC135 是

空客直升机旗下的一款明星机型，它具有多任务设计的特点，

并配有满足各种任务所需的机载设备，同时在尾桨的设计中

也采用了降噪设计，在紧急医疗救援服务和空中执法领域被

誉为同级别机型的标杆。而 999 引进的这架专业救援直升机

更是精英中的精英，搭载经过中国民航局认证的专用医疗救

护设备和更加先进的机载设备，以满足必要的空中医护和全

天候救护飞行任务。安装配备有心电监护设备、呼吸机、专

用地板、专业照明等系统，使得专业救援直升机的载重量和

功率更大。

由于救援飞行具有很强的机动性，所以对飞行员的要求

也更加严格。目前共有超过 30 名飞行员作为保障，其中拥

有飞行时间超过 3000 小时的机长 17 名，他们具备丰富的低

空作业、外场着陆经验，同时对天气数据、临时航线都有着

良好的把控。就是这样，他们仍在不停的对山区、水面、高

海拔、恶劣天气等复杂气候、复杂地形条件下的特殊飞行进

行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在以往的任务中，有过沙漠地地区的救援、山区的搜救、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转运等。在飞行任务中，也存在着一些实

际困难，飞行员方琦也在采访的最后，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

法，“希望可以开通多条固定航线，节省时间对起降点进行

管控”。

“高质、高效、精准”，这是机务付展首先向我们传达

的概念。由于场地、时间的不确定性，要保证飞机在接到任

务后第一时间起飞，每次的飞行任务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除了一般性的维护以外，专业设备的日常检查与维护更是必

不可少。对维修人员的资质、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和安全意

识方面具有更高的要求。同时在中国民航规章、公司手册、

程序和经批准的飞机生产厂家的技术文件基础上，每年都要

对维修人员进行复训，以保证维修人员的技术状态符合中国

民航规章的相应要求。

“飞机的维修工作分为航线维护和定检两部分内容，航

线维修工作包括航前、短停和航后检查工作。定检维修工作

主要按照中国民航局批准的相应机型的《检查大纲》，对航

空器执行不同类别的飞行小时定检或日历定检工作。例如：

50、100 小时，12 个月、36 个月等。”

除去机载的医疗设备外，航空器机身、发动机及飞行操

纵、飞行控制、航电系统都是由机务人员进行维护、检修。

随机飞行的医生魏彦芳看上去精明、干练，一幅金丝眼

镜更加体现出了他的沉着、稳重。“空中 ICU 与地面 ICU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反而是空中 ICU 的设备更加先进。区别

主要在于更便捷、更迅速，为病人争取更多的时间。并不是

每一个病人都符合空中救援，在某些特殊病情下，病人需要

在地面进行处理之后才能进行转运，例如中毒患者，必需先

要在地面进行滤毒，然后再利用停滤的间隔进行转运；有气

胸症状的病人也要预先和地面的医生进行沟通，经过简单处

理后才可以进行转运。我们与一般的医生工作时间完全不一

样，我们要随时候命、随时准备出发。在飞行中进行抢救措

施本身也有一定的难度，同时飞行所带来的气压变化、机身

的震动、噪音等都会对病人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飞机上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来自于德国一个名为

BUCHER 的专业机构所生产的，并在飞机出厂前直接安装

到位，并经过中国民航局的认证。呼吸机、

监护仪、微量泵、除颤仪、起博器、吸痰器、

氧气一应俱全，完全可以将病人安全地转移

到所要去的医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监护

仪、除颤仪、起博器是三位一体，可整体使

用也可拆分开使用，同时三个设备的电池全

部通用，而且在中国是第一台。它更大的优

势在于无线传输，放在病人旁边就可以，医

生可以在一个不大的控制面板上了解病人的

病情。我们所有随机飞行的医生都是出自

ICU病房，有着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有十

几名医生护士轮流值班。上机前要去德国定

点机构进行培训，在工作中也要定期在国内

进行内部培训。现在在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

的为随机飞行的医生进行培训的机构，还是

一个市场空白。”

“做为一名护士，也是出自 ICU 重症

病房，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同时也要经过

严格的培训，熟悉相关的医疗设备，了解一

般的飞行常识。针对机载医疗设备要做定期

的检测，每次使用后，都要进行清洁、维护，

并从飞机上取下，存用设备间。”说到这里，

巩秀静护士面带微笑的说：“前几天还有同

事在向她询问，咱们以后还要增加新的飞机，

是不是还得要护士呀，你看我能不能去呀？”

一个简单的小玩笑也说明有更多的人想加入

空中救援这支特殊的医疗队伍。

采访进行到这里，记者向两位医疗工作

者问了一个看似是题外话的问题，“你们从

事着这样带有危险性的工作，家里人是什么

观点呢？”他们回答到：“最先进的飞机、

最优秀的飞行员，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家

里人对我们的工作都非常支持。为了中国的航

空医疗救援工作，我们也想贡献一份自己的力

量，把航空医疗救援工作做到最好。毕竟我们

是中国第一支专业的航空医疗救援队。”

999 急救中心的田振彪副院长向我们介

绍到，“999 急救中心隶属于红十字协会，

协会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救援组织，承担着求

助、救护、救灾的职能，在重大事件中有着

它独特的作用，我们要打造一个立体的救

援模式：A+B+C+D,A 代表救护车、B 代

表摩托车、C 代表直升机、D 代表固定翼。

999 从 2010 年起与亚盛、华彬、首航开展

直升机和固定翼合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航空医疗救援分为搜救类救援和纯医疗转运

类救援，严格来讲，我们主要是做医疗类救

援，而医疗类救援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一类

抢救任务，例如高速公路、雪地、山区的救援；

二类任务称为转运任务。现阶段，二类任务

多于一类任务。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一类抢救

任务多于二类任务，这时就需要保险公司的

介入。我们现在已经与中国人寿共同推出保

险业务，同时我们也在航空救援使用上建立

了严格的评估体系。在机队的建设上，我们

已经拥有了两架 EC135 的机型，准备增加

更大型的 EC145 和其它固定翼机型。现在

我们的指挥中心水平、救护车水平已经处于

世界前列，随着市场发展需求越来越明显，

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到了开展航空

救援的阶段。随着大众对直升机救援认知程

度的提高，航空救援也将象救护车一样，走

入常态化。我们也在不同的渠道进行宣传，

向大众推广航空医疗保险常识。国内现在的

航空医疗救援与先进国家相比，主要差距在

于保险的介入程度、大众的认知程度、同时

也需要政府能够有更多的支持。随着工作的

深入，我们也在制定一整套的规范制度。”

在简短的采访过程中，田院长对中国航空医

疗救援市场的表现出了很强的信心。

能有这样一次机会，近距离的了解 999

急救中心航空救援中心，心中的喜悦不言而

喻。让我们一起为中国航空医疗救援事业添

砖加瓦，共创辉煌。

Special Focus
特别关注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44 2015.3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452015.3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5 月的上海，天气明媚。上海大剧院 8 楼的望星空宴会

厅，聚集了正在从事航空医疗救援以及即将涉足航空医疗

救援的近 300 名专家、企业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航

空医疗救援大计。

继2014年第三届航空医疗救援国际会议精彩落幕之后，

2015年 5月，第四届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国际会议如期而至。

主办方再接再厉，一改以往会议以政策面议题为主的话题

讨论，而是邀请来了急救机构、通航运营企业、通航飞机

制造商、机载医疗设备制造商、保险公司等工作在第一线

的航空医疗救援精英们。

出席本届会议的演讲嘉宾有来自医疗机构的项晓培、

李金年、李宗浩、尹文、潘丙河；来自通航企业的钱嗣维、

周潇晓；来自救援协会的 Lydia Sheng、Martin Arkus、

徐震宇、陈东升；来自飞机厂商的 Marc Harrelson、吴景

奎、张维、顾成；来自机载设备制造商的关丽萍、Michael 

Mckenzie；来自保险公司的包先梅、李平、冯柳洋、王建平、

胡笳；

 “空中救援指以直升机及固定翼机为载体，多方位的

陆、空一体的医疗集群、救护技术方法和手段，应用于危

重病人、伤员的快速救治，途中监护、转运。开展空中救

援已成为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应急救援的重要部分，

以速度快、缩短时间、激动灵活、选择范围、救治存活率、

完成急救医学提出伤后“黄金 1 小时”的抢救概念。”李

金年副组长首先向大家阐述了空中救援的概念以及开展空

中救援的必要性，接下来又介绍了国外发达国家的空中医

疗救援的情况，以及中国航空医疗救援的现状与问题。

美国的特点：政府、保险双轨运行

1、空中救援执行机构：空军救援协调中心（AFRCC）

 联邦政府及各州搜救组织

2、空中医疗救护服务提供商（Air Methods）

3、有 40 个州拥有 237 个基地

4、直升机、固定翼机 320 架

5、每年救援转运 10 万人次

瑞士的特点：红十字会非盈利性慈善组织运行

1、专业瑞士航空救援服务队（1952 年成立）

2、200 万红十字会员以会费解决空中 2/3 的救援经费

3、直升机 19 架、大型固定翼机 3 架

4、每年救援转运 1.2 万人次

续写精彩再度辉煌

2015 第四届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国际会议

德国的特点：政府主导运行，属非盈

利性质

1、建立覆盖全国的航空紧急救援体系

（联邦政府国防部、军队、汽车协会

和航空救援组织 DRF）

2、欧洲最大、最现代化的平民空中救

援联盟

（已扩及到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3、直升机的基点位在50公里半径范围，

任何一点在 15 分钟内可以得到空中救援

4、有 42 个直升机紧急呼叫服务基地

5、直升机、固定翼机超过 300 架

6、每年救援转运 1.6 万人次

日本的特点：政府、民间双轨运行

1、政府主导，日本消防厅航空救援队

2、民间的航空飞行机构（在 36 个道、

县设立）

3、直升机 44 架

4、每年救援、转运近万次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国外的空中医

疗救援都会以政府为主导、军警民机构联

合并与保险公司开展深度合作，从而形成

一个有机的闭环运营模式，各司其职。

而在我国正在开展的空中医疗救援分

为政府主导、商业运作两种模式。前者以

警航、救助飞行队、上海急救中心为实例；

后者以 120 与华彬合作、999 急救中心为

实例。

我国空中医疗救援的发展面临政府支

持不明确、保险机制引入不完善、商业模

式不明确、运营成本虚高等问题。在近几

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中，我国都是以军队为

救援主体，民间机构很难进入，哪怕是在

多次请缨之后。其主要问题就在于没有一

个良好的救援机制来协调各方面的资源；

没有一个常设机构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反

应，并调动各方资源。

国家卫计委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卫

生工作中提出：“加强卫生应急工作，推

进紧急医疗救援基地网络，海（水）上和

航空医疗救援网络建设。”作为 2015 年重

点工作建立政府主导，体现公益性；建立

市场为导向，体现商业化；引入社会资本，

体现市场化；加快空中救援建立，尽快开

展标准制定培训工作。李金年副组长为中

国航空医疗救援做出了精彩的总结。

来自西京医院飞行医疗队、西京医院

急救中心的尹文就西京医院空中救援经验

与大家做出分享。尹文队长首先阐述的观

点就是时间等于生命，然而这样简单的一

句话真正实现起来却有很大难度。

西京医院建立了适合自身发展建设的

“西京模式HEMS（直升机紧急医疗服务）

构架 ”，将陕西省变成了全国第一个实现

HEMS 的行政省，以西安为中心，飞行范

围 300 公里内，目前起降点 169 处 。

西安市区--6 min、临潼-- 6 min、

咸阳-- 6 min、长安-- 7 min、铜川--15 

min、渭南-- 15 min、安康-- 15 min、

商洛-- 28 min 、宝鸡--35 min、汉中-- 

35 min、延安 -- 50 min、榆林 -- 122 

min，从而达到了覆盖全省，随时在陕西境内

救援 。并已从 2014 年至 2015 年成功处置了

5起医疗救援任务。

在保险机构如何促进空中医疗救援产

业发展的小组讨论中，来自各保险公司的

代表，纷纷发言。就保险条款的制定、与

通航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合作、现在面临的

问题，将来的发展方向等话题展开了探讨。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面向大众的航空医疗

保险会象雨后春笋一般，在保险市场中遍

地开花。

大会议程的第二天活动，主办方可谓

大费心思。在郭永钦主任的大力支持下，

安排了参观上海高升直升机场的行程。交

通部救助飞行队的 S76、上海警航的 H155

是这次观摩的主角。飞行员与机务人员向

大家详细介绍的两种机型的基础参数以及

用于救援的机载设备。在仔细聆听之后，

大家纷纷拿出相机与手机拍照留念。整个

活动在上海警航的直升机表演中达到高潮。

专业、高效、实用，是这次会议最大

的亮点。我们的报道，也只是所有环节中

的一小部分，未能在最小的篇幅中给大家

呈现更多的精彩。我们衷心希望大会越办

越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航空医疗救援的

事业中来。

本刊编辑  钱鹏

摄影  钱鹏

CGAD Editor   Qian Peng

Photography   Qian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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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机市场发展新方向：
                      天地一体化的跨界整合新产品
访华控基金董事李远锋
New Direction for Business Jet: Cross-Boarder Integration Product of   

                                                   Combination of Air and Ground Service

An Interview with Mr Li Yuan Feng  Director of Tsinghua Holdings Capital 

文刊记者 钱思音

CGAD Writer   Elaine Qian Siyin 

华龙航空大中华区总裁张强先生、华龙航空相关 CEO 兼大中华区副总裁刘畅女士、华龙航空香港

区总经理 Jim MARKEL 以及华控基金董事李远锋先生祝酒共庆华龙航空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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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AD: 请您介绍一下华控基金的结构，及各个

组成部分所扮演的角色。

李远锋：华控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基金公司，在组织结

构上设有以下部门：市场部，负责项目开拓和选择；执行部，

负责从获得项目后的尽职调查到后续谈判等工作；投后管理

部，负责在项目完成投资后，履行一系列后续服务和监管；

风控部，这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具有一票否决权，这其中包

括了财务、法律、运营等多方面的风控内容，该部门会对所

投项目进行全面的评估。

与其它基金公司不同的是，我们还专门设有一个行研

部门。很多基金公司都以项目投资为主，所以将行研部门融

入到其它部门中。但我们的投资理念是选择一个重点关注领

域，投以持续的关注与研究，所以华控基金将行研部门单独

提出来。我们的很多项目都是在完成对行业的宏观、微观研

究后得出的结果。华控基金在公务航空领域的研究亦是如此，

2011 年，我们开始启动公务航空行业的相关研究项目，直到

2013 年才完成投资，这也是基于我们的整体架构和资源整合

的理念完成的。

CGAD: 华控基金涉足领域繁多，通航板块在其

中位置如何？

李远锋：通用航空领域在未来十年都是我们的重点关

注领域。我们之所以单独设立了通用航空基金项目的原因有

二：

1. 支持华龙航空的发展。华龙航空是我们对整个行业进

行整体研究后开展的控股型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希

望能够有持续大量的资金推动企业的发展。

2. 另外，我们也在航空领域投资了一些国内的零部件配

套制造企业，这些企业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足够的生产能力，

过去几年表现良好。从大的通航领域来看，国内外相差很大，

国内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均不成熟，未来我们会持续在这个领

域耕耘，在产业链上下游开展横向纵向的深入部署与拓展。

CGAD: 请谈一谈国内关注公务航空或者通用

航空的基金都有哪些？不同基金的关注点有哪些不

同？华控基金的特点与关注点是什么？

李远锋：国内关注通用航空的基金有几类。

首先是各地发改委支持的地方政府基金。其目的一个是

扶持地方航空产业的发展，一个是执行政府投资职能。其优

势是对当地政策、环境、项目比较了解，对项目扶植力度大；

缺点是市场化效果会比较弱。

其次是原有大型航空集团的投资基金。其优势体现在对

航空产业比较熟悉，但整个投资多在自有板块之内延伸，局

限性比较大。

还有一类就是像我们这样真正关注和研究航空领域的基

金。我们的优势是市场化程度高，通过深入研究拓展了投资

项目的深度与广度。同时，我们也希望为整个产业带来一些

新的变革。比如我们对通用航空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

“天地一体化”的理念，使通用航空发展不仅局限于空中，

而且能延伸到地面、出行、旅游、聚会等更多方面。通过整

合包括顶级酒店和旅行社等相关资源，为中国的精英团体提

供顶级的服务。

CGAD: 请您谈一谈未来公务航空市场的整合与

并购的走势。各版块现在是否已经出现饱和产能过

生（剩）的问题？

李远锋：从大的角度来说，通用航空产业板块繁多，

这些板块不仅没有饱和，而是刚刚起步。无论是与国外的差

距，还是从政策法规到基础建设和消费意识，我们与欧美国

家相比差距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

讲到如公务航空等细分领域，由于市场对该行业的青睐

与看好，过去几年内快速涌进了大批企业。但因为大部分企

业没有做好准备，2014 年在市场的波动与冲击下，出现了一

些经营不善和倒闭的现象。对于公务机这个细分领域的现状

来说，是有一些饱和。但这个饱和是因为之前的快速进入而

导致市场增速达不到进入者的要求而造成的。从长远来看，

经过小幅波动带来的调整后，这个行业会走上更健康的发展

之路。我们也希望在洗牌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发挥基金在

并购整合方面的特色优势；另一方面，原有的公务机市场业

务比较简单，我们希望通过洗牌产生一些变革，提供一些创

新服务，这就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这个市场将会拥

有相对优良的环境，竞争压力较小。

CGAD: 您觉得哪个细分市场会最先出现并购的

现象？

李远锋：我认为，在未来的三五年内，整合并购现象

在公务航空领域会更多一些。这一板块现已进入到一个优胜

劣汰的环节当中。公务航空是一个“长投入长产出”的产业，

对于一些短期资金来讲有被并购的需求。另外就是基础设施

华龙航空高层与精英团队合影，华龙航空将以卓越品质创造

亚洲公务机服务新标杆
方面，各地方都在积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这是更长期的

投资，在投入产出比逐步下降，达不到需求的时候，就会出

现删除整合并购的需求。

CGAD: 请您谈一谈当下的公务机市场形势，以

此为基础，华控基金对于公务航空市场未来是如何

布局的？资本市场怎么看中国公务机市场和通用航

空市场未来的走势与发展？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中国

公务机市场的未来与发展？

李远锋：公务航空市场现在竞争比较激烈，但只局限

在传统包机托管业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牌，市场的高增

长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短期的整合可以让市场发展的更健康。

国内现有公务机数量及出行次数，与现有富豪数量相差甚远。

所以，该市场长期的发展是不容置疑的；短期内的整合是为

了市场将来更健康的发展。

以此为背景，华控基金做好了长期投资布局的准备。短

期效应我们已经基本完成，境内境外平台的完善加上高端旅

游产品的加入，这样的组合基本可以满足我们现在的需求。

未来 3-5 年，我们会开展下一步的整合，比如对市场上一

些运营不好的华龙航空的竞争对手的并购等。同时，未来我

们也计划开展一系列产业延长线上的并购，例如对 MRO、

FBO等设施的并购。

整个资本市场对公务航空市场是肯定且看好的。公务航

空市场是聚集了大量高净值人群的载体，这样一个人群对市

场影响力极大。资本市场看到公务机公司这一价值所在。举

例说明，2013-2014 年，国外某公务机运营公司拥有 2000 多

名高净值人群客户，当时市场估值为 1 亿美元。所以说，市

场对高净值人群能够带来的价值的认可远高于普通人群。所

以，我们认为，高端消费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的一种长期的

消费潮流。

CGAD: 请您谈一谈最近火热的新三板上市这一

话题。据您所知，国内是否有通航上市公司？为何

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并没有考虑上新三板？通航企业

如果计划上市，需要做哪些准备、向哪个方向发展？

民企在考虑上市问题时，难点在哪里？

李远锋：在 A 股涉及到的通航概念股最近也不少，做

飞机维修和飞机运营的企业都有。但在新三板上市的通航企

业目前我还没有接触到。新三板市场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

操作上并不难。但这是一个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市场，前 10%

的企业占据了 90% 的资金流动性。因此，一个优质企业，在

哪个版块上市都不会困难。但新三板市场中大部分是一些比

较普通的企业，短期来看可能会得到追捧。但长期来看，虽

然门槛各不同，但无论在哪个版块，只有真正好的企业才会

有价值，才会被市场追捧。当市场热潮退下来的时候，一些

现在看似热门的企业也会退下来。我们的企业未来无论在哪

个版块上市，我们都希望是一个可持续成长的、稳定发展的，

并且是拥有坚实基础的企业，能够给资本市场带来很好的发

展，给所有的股东带来很好的回报。

新三板的火热是一个过程。2013 至 2014 年我们有些企

业规划上市时也在考虑版块问题。一些企业虽然没有达到主

板的要求，但早就超越了新三板的要求。但当时新三板缺乏

流动性，大家对新三板上市其实不是很热衷。2014至2015年，

由于新三板的分成机制和未来转板的效应，让大家快速涌入

进去。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考虑上新三板。另

外一个问题是，真正有价值的企业如果在上新三板后，该板

块是否像其它板块一样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价值增长还有待

论证。因此，这不是所有企业的最佳选择，各企业还要结合

企业自身的情况和需求，决定是否上市，或上哪一个版块。

通航企业未来上市方面，首先，企业不用因要上市做任

何调整。因为业务的发展是企业的核心，不能因为某一阶段

的目标而改变最初制定的战略。最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应得到

长期贯彻，而上市只是阶段性的选择。从上市要求来说，关

键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实际业务的成长；另一方面是企业

的规范性。规范性包括企业管理、内控、财务、法务、股权

结构等方面。一方面，企业定制的战略要保证业务的成长；

另一方面，一定要保证规范性能够满足上市的要求。规范性

是很多没有上市的企业做的比较差的一方面。无论上市与否，

业务发展都是必须的。但是很多中国企业在没有上市目标时，

各方面达不到未来上市所需的规范性要求。

CGAD: 随着市场的逐步发展，各板块将出现产能

过剩的问题。什么样的企业应考虑并购或重组？在考

虑并购、重组时，企业老板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如

何选择更为专业的团队帮助企业完成重组或并购？

李远锋：首先，并购过程当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

是并购企业，一个是被并购企业。从并购方面来看，如果企

业进行行业内并购，在对象的选择方面是有一定优势的。但

从整个流程来看，其中包括前期接触、尽职调查、谈判，到

SINO JET 华龙航空大中

华区总裁张强先生致辞 

华龙航空香港 CEO 兼大中

华区副总裁刘畅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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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后的整个团队的融合，

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这

些工作应由专业的基金公

司的专业团队来完成。

另一方面，是由基金

推动的行业并购整合，这

是基于对整个行业的深度

理解与认识推动的整合。

这也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

并购方需要想清楚进入市

场后计划从事哪些业务、

业务模式的整合、各类资源的整合与专业团队的搭建。从基

金公司角度来说，我们不可能自己运营整合后的新公司，我

们更多的希望通过整合后为新公司设计规划体系、考核体系、

业务架构、股权激励方法等，让原有团队发挥更大的能动性，

将企业做好。这些也是企业应该注意的地方。

在选择专业并购团队方面，首先是该团队的过往案例，

之前是否在相关行业做过同等体谅的并购案例。当然，对行

业的理解也很重要。方法大家都了解，但缺乏对行业的理解

便开展并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专业团队，还需将对

行业的理解和操作方法相结合，才能顺利完成并购。华控基

金主要涉及两个并购方向，一个是和我们有长期合作的企业，

我们会帮助他们完成并购。我们在帮助企业并购的时候，会

提前进驻这个企业较长一段时间，与核心团队人员做深入的

沟通和探讨，了解一系列的需求和行业规则，帮助他们确认

哪种企业适合并购，而他们自己又在产业链的哪个位置，帮

他们辨识分析并购后可能出现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

的团队也能对这一行业进行深入了解，理解该行业的商业模

式，快速有效的完成并购。

CGAD: 您对资本市场与通用航空市场的结合是

怎么看的？通航企业应如何更好的准备自己，从而

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与介入？

李远锋：通航是个长投期大投入的产业。资本市场有

些是短期资金，要求短投入，快回报。有些是长期投资。所

以企业在选择资金的时候要了解其本身的投资周期和投资回

报要求，包括其后续的管理和延续。无论是哪个行业的企业，

其对于资本的吸引力都源自企业本身的竞争力。通用航空市

场受到广泛的关注，有很多资金在寻求机会进行投资。能够

获得青睐的，必定是有独特竞争力的企业。无论是技术优势、

资源优势、团队优势还是运营优势，都要形成一个壁垒，让

大家看到企业未来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

CGAD: 请您谈一谈 GEOSTAR 俱乐部的团队

建设。

李远锋：团队建设也是整合并购的核心所在。我们投

资的一些项目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不错，这是团队和资本市场

双方面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对项目进行投资前一定会对其进

行详尽的调研，收购后对管理团队进行必要的调整，将团队

的执行能力、创新能力能动性调整到最佳状态。例如现有团

队的张强先生和刘畅女士的合作就是很好的范例，整个团队

在富有朝气的同时，又极富竞争力和执行能力。我们收购大

白熊后，从业内找到了例如公司现任 CEO 张强等更多专业

人才。在收购 SINO JET 时，其原有团队本来就是一个很有

朝气的团队，因此没有做大的调整。

在业务发展过程中，我们又开发了 GEOSTAR 中国企

业家飞行俱乐部 俱乐部这个产品。该产品既是一个航空产

业，又是一个旅游产品，其特性使其成为一个跨界产品。为

了确保该产品发展顺利，我们从各行各业中召集了一批行业

经验丰富、创新能力强，并且具有朝气与冲劲的精英。这其

中包括航空业人才、旅游业人才，还有来自非旅游和航空

业的人才，比如奢侈品和高端俱乐部的相关人才。我们希

望将 GEOSTAR 俱乐部打造成非传统产品，它虽以公务机

为载体，但不是单纯的公务机产品。我们希望这只多方融

合的团队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创新，为这一产品创造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

华龙航空携自主运营的波音 BBJ 公务机参展，此架 BBJ 也

将作为 GEOSTAR 中国企业家飞行俱乐部主力机型

华龙航空自主运营的波音 BBJ 公务机舒适豪华

的卧房

华龙航空自主运营的波音 BBJ 公务机

完备的机上设施与贴心的座位设置

华龙航空自主运营的波音 BBJ 公务机

宽敞明亮的机舱

李克强总理的报告，宣示着中国社会“互联网 +”的

时代正式启动，2015 年可被称为“互联网 +”元年。互联

网何以能 +，“互联网 +”这个当今最为前沿的商业模式前

缀，何时冠名为“互联网 + 通用航空”。对比互联网行业

和通航行业，可以发现，在走向行业空前繁荣的道路上，

让两个行业在当今机会无限的中国市场上，境遇和表现迥

乎不同的，恰恰是那些相同的要素。

一、“粉丝”式创造用户，“颠覆”式创造用

户价值
德鲁克说，任何行业，任何企业，都应该只有一个目标：

创造客户，并为客户创造价值。这个价值有时候会超过客

户的层面，而溢出为社会价值，比如微信，比如iphone手机，

比如各类基于互联网的产品，功用之大，已远超单单为用

户提供某些便利的传统产品概念和范畴，而已经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具有了更为宽广的社会价值。BAT 企

业群的成功，就在于他们为用户，为社会创造了此前没有

的新价值，这个价值处在边际收益持续递增的阶段，从经

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他们成功的根本。

这些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品，所创造的价值是以用户

为中心的，换言之，他们在用户面前是谦卑的，是机警的，

是空杯心态的，是唯用户是图的，他们不是把产品硬塞给你，

而是为你设计了产品，为你提供了专属服务。从这一点上说，

互联网企业们是从人性需求的真实痛点里走出来的，带来了

解决方案和可以触摸的实际产品或服务。据说 FACEBOOK

互联网何以能 +
Why to be an Internet Plus Business 

本刊特约作者  胡明 华彬航空集团人力资源副总监

CGAD Contributing Author   Hu Ming   HR Deputy Director  Reignwood Avia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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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就是为了满足年轻人的某些社交需要而起，GOOGLE

也不过是为了让人们找到东西更便利，等等。他们时时关

注的问题只有一个，用户的核心需求，到底是什么？

从传统行业的客户，到互联网行业的用户，反映了从

生产重心向服务重心的转化，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的服

务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于 2014 年首次超过制造业，位

居第一位，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为此历史性的变迁背

书。从创造用户价值的角度看，互联网行业遵循着所谓的

互联网思维逻辑，即“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

一切都是为了获取所谓的“用户粘性”。互联网行业用“粘

性”这样一个视觉、触觉、味觉都感性十足的词语，揭示

了这个行业的“任性”之处，那就是让用户的体验主导生

产和销售过程，根据用户的体验不断进行产品的销售中的

再设计，这个过程，被称为“迭代”。古希腊的哲学家说，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这个不断更新、时时变动

的观点在传统产品时代颇显古怪和难以企及，但在互联网

产品时代，却已然成为常态。

消费者因此被惯坏了吗？互联网的产品是高度竞争的，

你不来彻底满足消费者，可以，请让开。在互联网产品时代，

所有的消费者有了一个新名字“生产消费者”，谁能让这

个新名字名至实归，谁就可以获得市场。

易观智库最新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数据盘点与

2015 预测专题报告》称，2014 年中国互联网用户 7.4 人。

仅凭借这个数据，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就是世界第一，中国

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比北美、西欧、日本等所谓发达国家的

总人口还多，有了这样庞大的用户基数，互联网行业几乎

可以无孔而不入：

1、“BAT 接连上线股票 APP，互联网大佬想动证券

业蛋糕？”这样的消息已经不再是新闻了，今天的新闻是，

互联网还没有关注哪一个行业。不幸的是，通航有可能是

问题的答案。

2、“互联网造车群雄逐鹿 2015 年会诞生中国的特斯

拉吗？”

在互联网行业里，跨界是常态，向传统产业跨界是新

常态。跨界，意味着采用把社会和市场进行“时空弯曲”

的方式，穿越市场的“虫洞”，以极快的速度，直接从微

笑曲线的高端切入几乎可以无限扩大的用户群体。跨界，

意味着互联网可以根据自己的设想来定义，谁是自己的客

户，这也是一种市场任性，一种用户任性。任性，这个在

传统时代和传统产业用来形容小孩子的略带嗔怪的词，成

为了一种商业模式，这种任性的背后，是商业理性和市场

感性，这个理性和感性的联合，为互联网企业的全部商业

模式，尤其是成功的商业模式，涂上了老福特式的句式特

点：它可以是任何模式，只要它是颠覆的。最新的案例之一，

乐视智能手机，要颠覆 iphone plus。不怕做不到，因为可

以跨界颠覆，就怕想不到。

中国通航的用户是谁？这问题很感性，因为天空还是

个无法逾越的屏障，可以用来消费等待。换一个互联网式

的问法：通航是否可以跨界，如何跨界，能否有互联网这

样的跑马圈地、高歌西进式的用户争夺？有一天，互联网 +

来了，把通航的用户拿走了，也未必稀奇。

“互联网大佬造飞机”、“互联网飞机”，马云们进

入通航？会有这一天吗？或许天空开放之后，天空的主宰

者将是跨界而来的人们。

二、快速迭代，互联网造就了高效率
互联网是什么？有工具说，有手段说，都貌似合理。

有人说，互联网是基础设施。这个说法具有颠覆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三

通一平”到“七通一平”，解决了中国城乡的基础设施，

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大型枢纽机场、大型码头等等，

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成就世界第二的核心硬保障之一。基

础设施的核心功用就是提高了物流的效率，提高了要素流

动的效率，降低而来物流和要素流动的成本，从而提高并

保障了经济的效率。经济学家所讲的所有制度和激励，离

开了高度发展的基础设施，还是无法起飞。互联网具有同

样基础和核心的作用，在知识和信息经济时代，甚至具有

物质设施所不具有的更加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人流和信

息流的超时空、超扁平、超业态的聚合上，非互联网莫属。

传统企业，往往存在着所谓“三低”现象，即效率低、

创新能力低、市场化程度低，制约着行业的快速发展。互

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的企业，较好地实现了“三低”向“三

高”的升级。这个升级，在有的时候看，正是因为对管理

的革命而实现的，是把传统管理里面的反效率桎梏去除，

而实现的。

比如，互联网产品，普遍的特点是产品周期短，往往

1 年到 2 年时间内，就会经历至少一次产品更新，甚至是企

业更替，速度成为互联网企业的核心个性。就商业模式而言，

服务业的商业模型和商业模式以来都是极易被模仿和复制，

也从来都是竞争的焦点。互联网的高效率无形中助推了一

轮轮的模仿和复制，传统行业讲“你方唱罢我登场”，互

联网则是“你方在唱已无场”，在某种程度上看，互联网

行业的高度竞争，几近于西方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市

场，最终，互联网企业形成了一种独特而暴力的效率模式：

“只要跑得快，就不怕被模仿”。快是为了适应竞争和市场，

当快成为了一个习惯，市场的效率就将无隔断地传导到企

业内部，形成负压，倒逼一切管理。

效率还来自哪里？互联网的成功，无论如何也离不开

互联网从业人员的废寝忘食、费尽心机、甚至不择手段的

创业精神，相比于通航而言，互联网行业早就经历过冬天，

但是互联网人前仆后继，始有今天。互联网的从业者们甚

至创造了一个新词用来定位自己：“创业型互联网公司”。

不过，我们却从来没有听到“创业型通航公司”这样的提法，

差别仅仅在于用词的不同吗？通航，也创业，不过不是互

联网式的。

三、人本与资本指数式合资合作
人是资本的附属，这个论断至少在劳动市场上是正确

的。资本市场决定着劳动市场，这是传统行业的游戏规则。

不过，这个规则，在互联网行业似乎有了不同。在这个行

业里，人才的作用和价值，在市场经济层面，似乎第一次

超越了资本，资本成为了人才的追求者。不难想象，所有

的互联网企业，尤其是上市的企业，其核心价值是创业团队，

而不是物质设备。今天，人类物质设备的制造能力已经超

过了人类为物质设备提供高效率用途的能力，杰出人才成

为了第一生产力，人才也借助资本得以放大，我们耳中充

满的全都是互联网大佬们镀金的名字，几乎从来没有航空

人士入围。

互联网行业与资本的联欢，不仅仅是后者追求前者，

更是缔结了持续的良缘。哪一个企业能够为核心人才提供

千万级以上的现金薪酬？即便拥有这样的支付能力，也不具

有这样的支付效率和财务可能。互联网企业与资本的联欢

在于，资本市场为杰出人才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同步激励，

即你能够创造多大的用户和市场，你就能够获得多大的回

报，这个回报是资本市场给的，归根结底是全体投资者给的。

当然，这种联欢，也被业内人士称为“互联网式的浮

躁”，互联网的嗜资本性，也使得互联网被认为是站立在

资本浮冰上的“高危产业”。但是，互联网企业能给投资

者带来的回报同样高昂，百倍回报并不稀奇，同比之下，

就投资效率和资本收益而言，通航等相对较为传统的行业，

能给投资人和杰出人才带来的收益或回报的确难上云端。

四、两种经营管理模式，“狗跑”和“猫跳”
传统的经营模式是狗跑，互联网的企业是猫跳。用过

去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注解。

1983 年 10 月上旬，中南海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约请

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大脑，济济一堂，展望不远的未来。

22 年后，笔者在《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 , 或“ 第三次

浪潮” 及其内容简介》一文中对那次展望管中窥豹。当时，

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大脑认为，未来（也就是 21 世纪初），

“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其特征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

光导纤维、激光和海洋开发等新技术的广泛利用。这次新

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结果 , 将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

地发展。”

很可惜，没有预见到互联网！当时的人们，对于篇平

化的、没有隔断的互联和基于互联的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等，

几乎没有任何感觉，无法做出任何预料。

近 20 年前，1996 年冬，在北京中关村白颐路南端的

街角处，一块广告牌上书：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

远——向北 1500 米！这是中国首家互联网民营企业瀛海威

的牌匾。几乎可以说，那个年代，中国的民间互联网开始

发端。

再看看美国的故事。近期，央视一部较高水准的电视

片《互联网时代》中，有一段编年体般的文字：

1996 年 2 月，玛丽·米克尔，发布了第一份《互联网

报告》，300 页，密布数据和图表，互联网产业的“圣经”

诞生。

1998 年，财经杂志《巴伦》称其为“网络女皇”，

1999 年，《财富》将她列为全球 50 女强人的第 3 位，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

2001 年 8 月，互联网女王玛丽·米克尔被起诉。

……

2000 年是什么年份？

2000 年之后的人们，将这段时间的现象称为“互联网

泡沫”，就是说，互联网被热捧之后，突然被打回了原形：

虚空！大约也是在 2000 年，几乎全中国的 IT 行业（也包

括当时的互联网行业）在杨元庆的提议下集体学习，学习

的内容是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的奇文，作者是任正非。

其实，当时的华为并不差，销售额达 220 亿元，利润以 29

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据说，任正非发出

这样的呼喊，正是因为担心盛极而衰。

其后的故事，早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互联网慢慢抬头，

在移动互联时代成为了弄潮儿，成为真正的通用行业。

这段历史，昭示着互联网行业的特性：超越市场的地

平线，超越人的思维惯性，超越人的行为惰性，总是在出

其不意，又恍然大悟的地方，创造出新的市场，这个本领

来源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企业家才能。张维迎说，企业家的

核心价值和才能是发现不均衡，创造不均衡，这个不均衡

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被发现。发现和创造不均衡，需要的

不是沿着既定的轨迹、不变的动作、恒定的目标猛跑，这

样的跑类似于狗跑，越跑可能越偏离；发现和创造不均衡，

是猫跳，是把一切都当成路的跳跃式、探索式、迭代式、

复合曲线式前进。

在猫跳式前进的同时，互联网企业还发明了各种各样

的新媒体传播方式，用以进行品牌推进，我们今天已经慢

慢熟悉的 TED 模式、话题传播、新媒体传播等方式，已经

开始统御我们的认知感官，开始让我们随动，借助这些传

播的效率和效能，使得当年风头正盛的互联网企业犹如万

猫齐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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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刘堃

CGAD Contributing Writer    Liu Kun  

马来西亚航展概况
马来西亚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通常每两年举办一

次，时间安排在 3 月中下旬，为期 5 天（专业日三天，观

众日两天），地点位于兰卡威（罗浮）机场。 

兰卡威航展门票价格 

航展在公众日才会对普通观众开放参观，票价在马币

50 元即人民币 100 元左右。希望近距离拍到飞机的朋友建

议注册专业日门票。 

兰卡威航展拍摄经验

准备 
在拍摄前一定要准备如下物品：

a. 防晒霜：当地日照强烈，暴晒，晒伤在所难免（建

议 50+）；

b. 小折叠椅：飞行表演时间长，站久了容易累，想有

好的拍摄角度又需要提前去占位，因此有个椅子还是很有

必要的；

c. 水和食物：航展上肯定有贩卖食物和水的摊位，但

一来价格昂贵，二来拍摄已经很为辛苦，能少走路则少走路，

自备粮草是不错的选择；

d. 太阳镜：东南亚阳光刺眼，不带墨镜必然会影响拍

摄效果；

e. 遮阳帽：防晒措施多多益善 

f. 梯子：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带上，由于一些位置有隔

离网，有了梯子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但这毕竟是个大件，

带或不带还请三思；

G. 塑料袋：临走的时候记得带走周边垃圾。

抵达
虽然国内目前没有直飞兰卡威的航班，但从槟城、新

加坡、吉隆坡、合艾和普吉岛 , 均有抵达兰卡威的航班。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计划在航展期间前往，尽量不要选择

上午 11:00- 下午 14:00 的航班，此时段兰卡威机场大多会

有飞机训练或表演，航班延误的几率较大。如时间充裕，

可选择到吉隆坡市内游玩或就在吉隆坡机场拍机。

租车 

中国人喜欢叫这座机场兰卡威机场，但是兰卡威始终

是用汉语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名是 langkawi，马来西亚

名字是 pulau langkawi。在兰卡威只有的士这种交通工具，

没有像公交车等公共交通运输途径。另外，游客可以租汽

车或自行车进行游览。考虑到当地气温和紫外线的问题，

强烈不建议骑自行车进行游览。当地的的士都均为明码标

航空摄影迷带你玩转兰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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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租车费用在每小时 20 到 25 元人民币左右。

住宿 
兰卡威机场位于全岛的西北位置，很多来看航展的人

会选择住在岛西，即珍南海滩附近。由于航展期间房间非

常几张，价格也涨得很高，建议提前三个月之前预定。 

游玩
拍机虽然是首要任务，兰卡威的美景也不容错过。

兰卡威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组岛屿，这里海水清澈，

环境优美。“兰卡威”一词由古马来语中的鹰和强壮合成，

这也让人联想到搏击长空的战机。由于种种传说，使得兰

卡威笼罩着一种神秘诱人的气氛。 10 月至次 年 4 月是兰

卡威的最佳旅行季节，航展正巧也在这个时间段内。此时

兰卡威处于微风期，是最凉爽的时候。 这里的主要景点有：

瓜拉堤央山村的七仙井的七层瀑；丹戎金马垅有“热水井”

温 泉、仙人洞、故事岩等。丹戎禺海滩为天然浴场、白沙

海岸；孕妇岛上有溶蚀断层湖白鳄潭；历史古迹有狼牙修

遗址、玛苏里公主墓、三宝公真迹等等。

2015 部分参展机型
达索猎鹰 7X 是猎鹰机队的旗舰机型，可搭乘 8 名乘客

和 4 名机组人员飞行 5950 海里。猎鹰 7X 采用当今世界上

喷气式商务客机中的最先进技术——近乎完美的空气动力

学设计、太空时代的材料、创新的电脑系统和战斗机专家

团队，7X 全新定义了新时代商务机型所应具有的性能标准，

造价 31427 万人民币。 

Bell429 直升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lFR 认证的中

轻型双发直升机。强劲的动力，畅快的速度、完美的设计

及宽敞的空间冠绝同级之首。卓越的智能设计能适应各种

复杂情况下的飞行，真正达到切合客户的需求。

海王是马来西亚空军型，已生产 28 架。标准设备有：

31 个座椅、救生绞车和辅助油箱。该型用于运送士兵、货

物和救援。 

比亚乔 P180 苏西航空（Susi Air）是印度尼西亚一

家经营定期和包机服务的航空公司，公司总部位于西爪哇

庞岸达兰。其机队算选比亚乔 P180 飞机（空中法拉利），

由意大利航空翘楚比亚乔航空工业公司荣誉出品。典雅、

经济且性能优良的比亚乔 P180 与同级别飞机相比，运营

成本低，排放量少，成为当今商务界的最佳选择。不仅如此，

比亚乔 P180 还拥有无与伦比的宽敞内舱和优越的飞行性

能，是市场上同级别飞机中最快速最先进的商务飞机。凭

借卓越性能的记录，比亚乔 P180 被欧洲法拉利车队选中，

作为出行的专机选择。

奖状公务机为了让更多企业和私人买得起、用得起喷

气公务机，赛斯纳在 1989 年 NBAA 年会上宣布研制生产

世界上最小巧最便宜的双发喷气公务机 -- 奖状 Jet。 这

款飞机具有喷气飞机的速度与各项性能，购置与小时使用

成本却和同级别涡桨飞机相近。连续热销记录充分体现了

市场对这种小飞机的欢迎程度：

1993 年 3 月 30 日，第一架奖状 Jet 交付；

1995 年第 100 架交付；

1998 年第 250 架交付；

1999 年 11 月第 350 架交付。

1998 年 10 月，赛斯纳宣布该型飞机换装与奖状 CJ2

相同型号的新仪表，并更名为奖状 CJ1。新型 CJ1 于 2000

年 2 月获 FAA 适航证并于当年 3 月开始交付。奖状 CJ1

配备 Collins Pro Line 21 仪表后，更加易于操作。

AW139 是阿古斯特韦斯特兰公司生产的中型双发

直升机，可以执行多种任务，包括执法、搜救、电子对抗、

离岸任务、协同任务和特殊人员运输。AW139 可以在

全天候、全天时情况下执行任务，甚至可以搭载在军舰

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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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机回归工具属性   发展与困难并存
Biz Jet Back to Nature of Transportation Tool

A Tango of Development and Dilemma   

本刊编辑   吕娜  

CGAD Editor   Edera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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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航空集团 ABACE2015 媒体圆桌论坛在上海

虹桥国际机场上海霍克太平洋商务航空中心隆重召开。在

本次论坛中 , 中国公务航空集团廖学锋先生与业内外媒体

朋友们共同讨论了中国公务航空未来的发展势头及所存在

的问题。

会议中，廖学峰先生对中国公务机市场发展趋势及问

题进行解读。从 2009 年开始 , 中国公务航空市场出现了井

喷式的增长 , 迎来了公务航空的快速发展时期。大中国区

公务机数量从 2008 年的 30 多架增加到了现在的 400 多架；

公务机管理公司由 2008 年的几家增加到了现在的几十家。 

虽然从去年开始中国公务机购买速度有所降低 , 但它并没

有改变中国公务航空市场长期快速增长的势头。主要原因

如下 : 

需求 
中国对公务航空产品的需求非常强劲。我国幅员辽阔 ,

南北跨越飞行需要 3 至 4 个小时 , 东西跨越飞行需要 6 至 7

个小时。中国距离世界主要经济、文化中心都很遥远 , 去

美国需要 11 至 15 个飞行小时 , 去西欧则需要 10 至 12 个

飞行小时 , 去南美 , 非洲就更远了。 

基数低 

美国有近 2 万架公务机 , 巴西有近 2 千架公务机 , 而

整个大中国区才有不到 500 架飞机。中国经济发展快 , 个

人财富高速增长中国的高净值人数世界第二 , 仅次于美国 ,

但很快会超过美国。 

国家政策支持 

政府主管部门 , 特别是民

航局对发展通用航空和公务航

空的支持。公务机飞行许可申

请时间已经由原来的几天缩短

到现在的几个小时 , 而成立新

公务机公司和公务飞机购买的

审批程序也简化了不少。 

虽然各方面整体发展趋势

对中国公务机市场发展成利好趋

势，但中国公务航空高速发展也

面临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 对公务航空的正确认

识。
公务机是现有航空交通体系的补充 , 是一种类似于出

租车般的高效的交通工具。它是国家、企业提高竞争力不

可缺少的工具。

2. 减少高额飞机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公务飞机进口有 4-5% 的进口关税和 17% 的增值税 ,

税率太高 , 不利于行业发展。

3. 更灵活的空管系统 
虽然中国公务飞机航线申请的便利程度已经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 , 但远还不能满足市场要求。应该进一步缩短公

务飞机航线申请时间 , 做到即时可飞 , 以进一步提高公务

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的办事效率。 

4.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例如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成都双流机场等国内的繁

忙机场 , 飞机起飞降落时刻非常紧张。建议尽快在这些城

市修建专用公务飞机 / 通用航空飞机机场以减轻对这些大

型国际机场的压力 , 同时方便公务飞机使用。 

5. 降低使用费用 
中国的公务飞机使用费用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

过高的使用费用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6. 多元化的使用模式 
目前，中国的公务机使用模式还比较单一 , 以公务包

机和完全自有为主。而国外成熟的公务机使用模式多种多

样，包括像飞机部分拥有、小时卡、公务飞机拥有者俱乐

部等产品 , 大大降低了公务机产品的入门门槛 , 使公务机

的使用更加普及。 

7. 飞机机型的多样化 
目前中国的公务飞机以全新远程大型飞机为主 , 二

手飞机和中小型飞机的普及也会进一步降低公务机的入

门槛。 

中美巴基础信息对比

人口（亿）（2013 年数据） 面积（万平方公里）

美国 3.15 962.9091

中国 13.6782 （2014 数据） 963.4057

巴西  2.01 851.4877

近日，国家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作客人民日报、人民

网两会报道全媒体栏目“两会 e 客厅”，探讨民航建设、区

域经济发展及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相关话题。在谈到基础

设施建设保障通航发展的问题时，他指出，2014年简政放权，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通用航空机场的建设下放到各

省和民航的地区管理局。我们一方面呼吁各方面重视通航

建设，一方面要加快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所示，促进通用

航空发展，尤其是机场建设等综合保障体系的建设。

在未来几年，我国通用航空机场建设将迎来一个飞速

发展的时期。国家层面的权力下放，各省市可以获得通用

航空机场建设批准，加上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深入推进，

通用航空发展将迎来一个非常热闹的场面。伴随着通用航

空机场的建设，机场选址、机场定位、机场规模、终端区

空域规划、临空产业发展规划等，都会应运而生。那么在

通用航空机场建设之初，作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企业

等各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笔者以一家之言，片面

之词，仅供大家交流讨论。

一、机场选址应从空中看地面
在机场选址之初，应该首先考虑机场的空域规划问题。

通用航空机场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地面公共设施等建设的

一个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机场只是飞行的起点和终点，航

空活动的大部分是在机场地面之上的空间区域进行的。空

域规划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尽量选择空域管理单位单一

的区域，在通用航空机场建成后，其空域管理必然纳入先

用空域管理体制之下，通用航空机场只与一个空域管理单

位发生业务往来，较之与多个空域管理单位发生业务往来

相比，可以降低通用航空机场的空域管理成本，以及工作

协调成本。二是要充分论证通用航空机场运行后，其终端

区和与已有航路航线的衔接点问题，便于转场飞行活动的

实施。三是，在通航机场选址时，要考虑到其对该地区已

有空域设置的影响，避免通航机场在“夹缝中”存在的情况，

保证其拥有与之功能和定位相匹配的空域配置。

在现有的一些通用航空机场建设中，已经发生过通航

机场地面设施设备建成后，由于对空域规划考虑不足，造

成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飞行空域狭小，飞行程序复杂，

发展受限的问题。例如北京北部某通用航空机场，因距离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较近，同时又与某军航机场删除以及其

他通用航空机场比邻，使其飞行空域被限定在较为狭小的

空间范围内，只能满足低性能小型航空器的飞行需要。在

实施转场飞行时，需要经过多个转弯点，以避开已有的航

路航线删除以及其它飞行空域，使飞行员的操作变得复杂，

加之在山区低高度飞行，也给飞行间隔调配、空中领航、

关于通用航空机场建设的几点思考
ew Thoughts About China GA Airpor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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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指挥引导、飞行动态监控等带来诸多不便。又以山东

某通航机场为例，其机场空域在几个空域管理部门的管辖

之下，从飞行计划的申请，到飞行动态的通报等，都需要

一对多的进行，大大地增加了其自身的管理运行成本。

在通用航空机场选址时，还应该考虑的是，新建通航

机场与已有机场之间的关系，这里主要考虑的是通航机场

网络化建设问题，以及通航机场与民航枢纽机场、支线航

空机场之间的衔接问题。机场建成之后，它不能成为一个

孤立存在的点，要考虑到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与其它机场

之间转场、备降和联合保障等的需要。由于大部分通用航

空航空器续航时间短，受气象条件影响比较大，在执行转

场飞行时，需要更多的起降点作为支撑，在遇到天气条件

不能满足飞行和起降时，需要就近实施备降等，所以，在

通用航空机场选址之初，就要充分考虑这些方面的需求，

从而提高其运行的安全系数。同时，较为完备的通用航空

机场网络，对于充分发挥通用航空机场的效能，带动周边

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的航空救援能力等都具有倍增意义。

二、机场选址从地面看周边
首先，从飞行的角度考虑，应该关注机场净空条件问题。

机场净空是保证飞机起降安全而规定的障碍物限制面以上

的空间，对保证飞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机场

净空保护，对机场安全有效运行和临空经济发展重要性十

分明显。影响机场净空要求的主要因素有飞机起降性能、

天气条件、导航设备、飞行程序、机场的飞行区等级、机

场地区的地形条件等。当机场净空条件受到破坏或达不到

标准时会产生不良影响，导致提高机场起降标准、影响机

场正常运营，甚至发生机场被迫关闭、重新选址建设等问题。

因此，在通用航空机场选址时，一定要根据准备运行的飞

机性能、机场职能定位和发展空间等，综合考虑机场净空

条件。

某 999 急救中心在建设之初没有航空救护的考虑，其

周边两个方向上都有高大建筑物，随着发展开始逐步需要

将航空救护与地面救护进行对接，其近几年勉强完成的几

次空中救护任务，首先需要气象条件相对好，特别是能见

度要在 3 公里以上，此外，在飞机到达着陆时，需要根据

到场的方向，避开周围障碍物，重新建立着陆航线，增加

了飞机留空时间 3—5 分钟，对于医疗紧急救护来说，是十

分宝贵的。

其次，从发展临空经济的角度考虑，临空经济的发展，

受两个基本要素的影响，一是硬件条件，机场自身完备的

设施及机场周边边界的地面交通及商务设施情况。比如，

设备设施比较完备的机场，可以保障不同类型的飞机，就

可以满足执行不同通用航空任务的飞机的需要，同时，机

场周边具有完备的机务、油料、金融、餐饮、住宿、租赁

等服务，以及周边发达的陆路、水路交通网络，可以实现

空中、地面、水面交通的无缝衔接等，都是提升通用航空

机场品质的重要标志。二是软件条件，即机场的发展战略

及自身定位，机场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

配套的文化科研机构，绿色的自然环境及政府的政策支持。

因此，通用航空机场在地面也不是孤立存在的点，它必须

全全面考虑影响临空经济发展的软硬件条件。从现有交通

网络、服务保障设施、相关产业结构、自然环境和政府政

策支持等方面，统筹协调考虑通航机场选址问题。

再有，通航机场选址时，要加强总体布局思考。以区

域中心城市为基点，辐射建设满足各类通航飞机起降和工

作需要的通航服务站、临时起降点等，从而形成四通八达、

互联互通、遍地开花的通用机场，确保乡镇、社区、县与

城市之间的联络，进而与运输机场共同构成一国的空中交

通网络。比如在发展航空旅游项目中，从枢纽机场乘坐航

班下飞机后，经过短暂而便利的地面交通接驳，到达为地

区旅游主用的通用航空机场，乘坐小型航空器，到达景区

纵深的其它机场，或者从空中欣赏美丽的景色，这些都是

旅游项目的亮点，再配之以完备的餐饮、住宿、娱乐服务

设施，通用航空机场即成为当地旅游的中心地带。

三、机场建设从自身看需求
通用航空机场建设应坚持建设规模适度，满足定位需

求，适当考虑发展需要的原则。通用航空机场建设不能追

求小而全大而全。区域中心位置可考虑建设规模和设施较

为完备的基地式通航机场，根据一定区域的通航发展整体

布局和功能定位，可分布建设规模不等的通航服务站和临

时起降点等，在节省建设资金的同时，最大化地发挥通航

运行的效益，降低通航运行的安全风险。同时，众多可以

满足通航飞机起降的大小机场，也更能发挥通用航空灵活

机动的特性，在紧急情况下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东北某机场原本驻有航空兵部队、XXXX 工厂，后改

为军民合用机场，保障过一段时间民航飞行。因该地区新

建民航机场，将该机场民航运输业务全部合并到新机场，

近期该机场所在城市政府考虑重新启动民航运营，但从总

体考虑已不再适合再进行民航公共航空运行。两机场间直

线距离 57 公里，该机场所靠近城市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若以地区通用航空机场运营角度考虑建设，可在现有设施

基础上，进行适应通用航空需要的改造，依托现有高速公

路与新建民航枢纽机场实现衔接，再规划建设一些通用航

空服务站和起降点，就可以满足该地区旅游航空和其它通

用航空飞行的需要。

总之，通用航空机场的建设在开速发展的同时，一定

要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使通用航空事业走上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

随着我国逐渐

放宽对低空空域的管

理，中央政府不断出

台的利好政策，军方

和民航局主动积极的

推进，地方政府对发

展当地通航的积极性

逐步提升，为通用航

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宏观环境。在国家

大力扶持通航的背景

下，通用航空成为全

社会追捧的对象。在

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不仅是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也纷纷加

入到通用航空的投资与建设中。截至 2014 年 9 月，全国在

册的通用航空器达 1786 架，取得经营许可的企业 226 家，

比上年增长约 20%，获批筹建的企业 201 家，通用机场和

起降点约 400 个。

“尽管我国的通用航空产业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机队规

模、从业人员、飞行小时数等方面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诸如通航筹建公司、飞机销售公司和通航产业园等也如雨

后春笋般的层出不穷，但整个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系列诸如人才紧缺、基础设施不完善、政策有待进一步

释放作用、产业链条各环节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是通

航产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国家层面和局方层面都在设法

引导和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为通翔航空的发展带来了难

得的机会。”通翔航空总经理刘锦华告诉大家：“过去几年，

通翔航空以飞机进口交付服务为核心业务为客户提供从提

货到交付中所有的工作，包含提货、运输、保险、清关等

复杂繁琐而十分专业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成

绩”。

伴随着中国通用飞机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通航运

营人或私人购机者开始关注二手飞机，或考虑处置自己手

中的现有飞机，亦或希望将手中的飞机置换成其它飞机。

这是通航产业近两年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也是通

航投资和运营管理从结

构上回归理性的表现。

刘锦华表示：“通航飞

机资产评估是目前比通

航飞机销售和引进服务

更加专业的项目，它涉

及诸如技术评估、维修

情况、运营情况、财务

金融等众多领域和环节，

目前通翔航空已经打通

该服务的各个环节，能

够为用户提供科学而权

威的提货飞机资产评估

服务，帮助通航飞机买卖双方、出租和承租双方、以及融

资方和出资方获得权威的通航飞机估值 / 评估，以避免在

交易中出现不必要的风险”。刘锦华透露：“现在，我们

在和金融机构、通航公司、租赁公司洽谈通航飞机资产估

值和处置服务，帮助他们深入了解通航飞机资产市场，掌

握过往及当前通航飞机价值，并对其未来价值作出预测，

同时，从风险和所有权角度分析与资产相关的技术问题。”。

据了解，目前在国内通翔航空是第一家提供通航飞机

资产评估服务的公司。通翔航空拥有资深飞机资产评估专家

组成的专家池队伍，为通航飞机所有人和运营商提供支持，

帮助他们全面深入了解其资产价值，做出合理的财务决策。

“我们的服务不仅在与对通航飞机本身的评估，而是逐步

上升了“资产包”的服务高度，包括飞机租赁、飞机资产

评估、飞机资产抵押质押受让、飞机资产交易及处理等。

我们已经在这些领域做了深入的研究，并有了积极的实践。

我们将结合飞机进口交付服务、飞机适航服务共同发展，

形成包括新旧飞机买卖、物流运输、出入境清关、航材航汽、

购机手续和各证代办、组装试飞、保险、飞机租赁和飞机

资产打包服务等‘一站式’运营服务商的定位，这也是基

于市场的现状和客户的需求所考虑”通翔航空总经理刘锦

华最后表示。    ( 文章及图片来源于通翔航空，不代表本

刊观点。)

在通航产业结构调整中抓住新机遇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During GA Industry Structure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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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清明，祖国大地阳光明媚，万物复苏，农

业植保无人机也像春风一般吹遍了长城内外，北至新疆、

南至广东，到处都有农业植保无人机的身影。

据相关资料显示，日本农林水产省早在 1983 年便与雅

马哈公司签署了合同，由后者开发一种用于稻田农药播撒

的无人直升飞行器，用于解决农业人口日益下降的问题。

雅马哈公司在早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开发出了相关产

品。到 2000 年时，日本农业部门利用无人飞行器对其 1700

万公顷稻田中的 770 万公顷进行播撒操作。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业劳动力日益紧缺，我国

的农用植保飞机同样拥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很多企业

纷纷涉足产品开发，并积极地开展展示推广活动。无人机

用于农业植保有以下几个优点：

一是作业效率高，劳动强度小，人员安全。
每架飞机 ( 飞行器 ) 每分钟可喷洒 1-2 亩，每天可完

成 300-500 亩作业。飞机重量轻，运输搬运非常方便，操

作人员在田边地头操作，无需下田，劳动强度小，人员相

对安全，也不会损坏农作物。

二是作业区域不受地形、作物种类等限制。
无论是平原、丘陵或是山区，无人机操作均不受限。

作物方面，不管是稻麦等低矮作物，还是玉米、茶叶、果树、

林木等高秆作物，都适合使用。

三是省药、省水，更环保。
每亩用水用药仅为 300-500 克，且不会造成大面积的

农药残留和污染，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和经济效益。

四是农业植保无人机在作业时，旋翼下气流会将植物

叶片吹动翻转，叶片下的害虫会充分暴露，提高农药的药

杀效率。

虽然农业植保无人机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发

展潜力，但现阶段这一新兴事物仍属于科研和演示阶段，

本刊专栏作者  张钊

CGAD Special Writer   Zhang Zhao 

无人机，农业植保的又一春？
UAV: Spring for Agriculture and Plant Protection Tasks? 

还未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政策不明朗。
目前我国的低空空域尚未全面开放，如植保作业前未

完成作业空域申请，那么小型无人机只能在有限的空域内

飞行，极大限制了农业植保的作业范围。但如需完成正常

申请流程，又不是一般的农业植保服务公司或农民能胜任

和承受的。其次，无人机操作对人员资质要求高，目前只

有 AOPA（Aircraft Owners and Pilots Association Of 

China：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认定的具有资质

的培训机构为操作人员颁发相应的资质，对飞行操作人员

有相当的技术要求，并非一些无人机公司宣称的简单易学。

二是研发企业不规范
目前尚无任何法律法规对无人机进行明确分级，规范

相应的安全技术指标，造成了无人机研发出现随意拼凑、

粗制滥造的现象。比如，一些厂商盲目追求更多旋翼和更

大升力的螺旋桨，以加大载重量，自行更改原有的气动力

和重力布局，导致飞行器安全性出现问题。各企业也未形

成统一规范的研发、生产、管理与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完整

产业链，一旦无人机发生事故后，将造成较大损失，甚至

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质量检验标准

和事故鉴定机构，责任往往无法明确，加上航空保险类产

品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农业植保无人机的发展。

三是最终用户专业性不高
最终用户在购买植保无人机时，片面追求装药量大、

播撒面积广、单次飞行时间长、价格低等与安全性相悖的

无人机，导致购买的无人机在使用时故障率高、安全性差，

无法满足正常的植保作业要求。在对无人机采购时，最终

用户很少考虑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而无人机未加装自

适应避障等安全设备，极易造成无人机损毁。最终用户缺

乏专用药剂知识，个人盲目勾兑药剂，反而不利于农药使

用效率的提升。

四是无人机性价比低，推广难度大
一架植保无人机的售价在几十万元左右，需要 3 名专

业人员操作，每天的实际防治面积在300亩左右。相比之下，

如果农户购买技术成熟的传统动力植保机械，扣除农机补

贴，实际购机费用每台不到 3000 元，三台总共不足 1 万元。

三台热喷机同时工作，每台机器的喷施距离可达 25 米，每

天防治面积约 300 亩左右。虽然在劳动强度和安全性上看，

植保无人机占优，但如计算设备损耗和折旧费率，无人机

的性价比就显得非常低，大规模推广难度大。

据统计，现在我国有 200 多家企业从事农业植保无人

机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这一产业还必须迈过国家政策、

行业规范、专业技术、产业配套等难关，才能最终迎来农

业航空植保的又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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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查发现

亚翔航空公务机机队报告以其独特的视角向业内展示

了亚太地区的公务机市场状况。该报告重点关注于截止至

2014 年底，亚太地区“净”飞机交付情况。该报告中的“净”

交付量的定义为新机交付及二手机交付量的总和，减去本

地区本年撤出市场的机队数量或者转去其它非亚太地区运

营基地的机队。

该报告为各大飞机制造商 (OEM) 的业绩表现以及二手

机市场的交易活动情况，提供了一个重要概览。与此同时，

也起到了衡量各区域和国家商业信心水平的作用。

通过这些分析可知 :

● 2014 年对于湾流来说是成功的一年，其作为去年市

场的领导者，共在亚太地区交付了 30 架飞机。在这些交付

的飞机中，绝大部分还是湾流 G450 和 G550，同时也包括

首批湾流 G650。

●如果以大中华地区作为整个亚太地区二手市场活动

走向的风向标来看 , 2014 年二手机交易情况相比 2013 年

下降接近一半。

●由于中国市场占亚太地区公务机市场近 50% 的份

额，不出意料的可以看出，中国市场占据亚太地区市场的

龙头位置。但 2014 年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如意，这也使得亚

太地区其他国家大放异彩，纷纷展示出增长的表现。这些

国家在2014 年的增长率与中国齐平，包括表现突出的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2014 年，中国公务机

市场的信心指数大幅下跌，但东南亚的市场反而飙升。

正如我们所知的，公务机市场受到一些不可避免的因

素的影响，亚翔航空的机队报告将为您对这些因素进行一一

说明。同时，报告中将展示我们最主要的研究发现以及市

场驱动力，并对2015 年的市场前景进行客观的预测和展望。

若不考虑大中华区 ( 请参见报告中对该关键市场的特

别分析 ):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公务机市场，

而庞巴迪在这两个市场中均占主导地位，机型也比较均衡，

包括里尔、挑战者和环球系列。

●印度尼西亚尼是巴航工业在除中国地区以外最成功

的市场。当地运营中有 9 架莱格赛以及首架飞鸿 300 组成

的的巴航工业机队。

●菲律宾市场分布则多数为塞斯纳和豪客的中型及轻

型飞机，但其机队组成可能是亚太地区机龄最大的机队之

一。

●泰国市场分布相对极端，其一半属于湾流的超远程

机，一半属于塞斯纳及豪客的轻型飞机。

●日本是塞斯纳在除中国地区以外最大的市场，同时

也拥有亚太地区最大的湾流 G650 机队。

●韩国则是另一个被塞斯纳主导的市场，亚太地区

66% 的塞斯纳机队在北亚。同时韩国也拥有亚太地区最集

中的波音 BBJ 机队。

截止至 2014 年底，以亚太地区为基地的公务机和上

一年相比，机队总数由 647 架增长至 744 架，增长率为

15%。

在所覆盖的 18 个国家及地区之中，新加坡、中国大陆、

香港及印度尼西亚分别以 22%、16%、16% 和 15% 的增长

率超过亚太地区平均增长水平。

湾流和庞巴迪分别以 30% 和 26% 的市场份额继续主导

亚太地区公务机市场。从机队数量上看，紧随其后的是塞

斯纳机队占 14%，达索和豪客则各占 8% 的份额。

在 2014 年，波音在亚太地区机队的净增长达到

30.4%，达索的增长为 29.5%，巴航工业和湾流分别有

29.4% 和 20% 的增长。

据统计，前 20 的大型运营商管理着亚太地区近 51% 的

公务机机队，而这其中 16 家运营商以中国大陆及香港为基

地。

亚太地区将近 60% 的机队由大型和远程型飞机组成，

并且大多数位于中国大陆，香港及新加坡。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公务机机队在 2005 年及以后生

产占绝大多数，占了大概 72.2% 的机队。香港 90% 的机队

和中国大陆 80% 的机队机龄均少于 10 年。

显而易见的是，选择美国为注册地（N-）几乎受到亚

太地区每一个国家的青睐，美国注册的飞机在整个地区公

务机机队占 24%。

在 2014 年亚太地区净增加的 97 架飞机中，其中有 87

架来自由制造商手中全新交付的飞机，42 架二手飞机及 32

架转移出亚太地区运营的飞机。湾流、庞巴迪和达索分别

占 33.3%，24.8% 和 12.4%，共计占全部增长的 70.6%。

2014 年亚太地区最受欢迎的飞机机型为湾流 G550、

G450 及庞巴迪环球 6000 和猎鹰 7X。

在 2014 年净增加的飞机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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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和新加坡，分别占 44.2%，24.8% 和 8.5%，总和超过亚

太地区总增长的四分之三。

大中华地区公务机机队总数达到 439 架，占全亚太地

区总数的 59%。

大中华地区 2014 年机队的净增长数为 59 架，而相比

2013 年的 64 架和 2012 年的超过 100 架，可以看出大中华

地区的公务机市场增速放缓。

以二手飞机在大中华地区交付的比例来看，2013 年占

了机队增长中接近一半。然而，这一数字在 2014 年仅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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