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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 of 2015,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New Zealand GA Delegation
arrived at Queenstown, and started our 11 days trip right away. We visited
various GA companies in New Zealand and communicated with their top
management and frontline personnel. I believe that no matter what kind of
company we visit, operation or maintenance, manufacture or sales,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of the trip i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fight in the
industry, accompanying with field visit and orientation. Every visitor has
done his or her homework before the trip in order to make it more valuable
and meaningful.
Within the 11 days we spent visiting NZ GA companies, the most
impressive point is that the GA companies are united so closely together, help
each other on the way to success. Furthermore, every industry participant
works with extremely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I believe that it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100 years industry in NZ.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ttributes to every participant’s
effort. The love and passion and demanding attitude for aviation industry
create the GA miracle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re are more sheep then
human being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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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中国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同意
甘肃酒泉百立通航经营许可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同意
陕西腾飞通航换经营许可证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陕西腾飞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甘肃酒泉百立

有 效 期 限 自 2015 年 5 月 30 日 至 2018 年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经营许可申请，颁发经营许可证。

5 月 29 日； 企 业 地 址：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劳 动 南 路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2018 年 7

100 号；

月 14 日；企业地址：为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飞天路

基地机场：蒲城内府机场；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11 号；基地机场：嘉峪关机场；注册资本：

壹仟零肆拾壹万玖仟捌佰元整；法定代表人为刘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法定代表人：王录德；经营项

伟荣；

目为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私用或商用

经营项目：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气象探测、

飞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器代管业务、航空摄影、

科学实验、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肥、防治

空中广告、气象探测、科学实验、城市消防、 空中

农林业病虫害、航空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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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拍照、航空护林；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同意福莱德
航空俱乐部变更经营许可证

民航西北局向甘肃瑞兰通航
颁发经营许可证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甘肃瑞兰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颁发经营许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为格尔木
京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发
经营许可证

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黑龙江鲲鹏通航获颁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应黑龙江鲲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申请，

为格尔木京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发通用航空企业

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

经营许可证。

总局令第 176 号）有关要求，审核批准颁发黑龙江

企业地址：格尔木市昆仑南路 15-02 号；基

鲲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有

地机场：格尔木机场；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效期限：2015 年 6 月 17 日至 2018 年 6 月 16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法定代表人：吕

企业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景江西路

万举；
经营项目为陆上石油服务、直升机机外载荷飞
行、人工降水、医疗救护、航空探矿、公务飞行、
航空器代管业务、出租飞行、空用航空包机飞行、
空中游览、科学实验、航空摄影、空中广告、城市消防、

1636 号 2 楼；基地机场：佳西机场；企业类别：有
限责任；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法定代表人：王
皓新；
经营项目：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海洋监测、

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拍照、航空护林；许可

科学实验、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 肥、空

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第 292 号；有效期限自 2015

中喷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

年 6 月 27 日至 2018 年 6 月 26 日。

病 虫 害、 草 原 灭 鼠、 防 治 卫 生 害 虫、 航 空 护 林、
空中拍照；

西北局为宁夏翼扬通航颁发
运行合格审定证

可证。

东北局批准中国飞龙通航
变更经营许可

经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敦煌市福莱德

企业地址：兰州市新区纬二十八路以南、经十三

6 月 1 日，西北管理局召开了宁夏翼扬通用航

航空俱乐部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所载企业名称。

路以东；基地机场：甘肃天水机场；企业类别：有

空有限公司运行合格审定颁证会议，向宁夏翼扬

应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东北局根

限责任公司；

通航颁发了 CCAR-91 部《商业非运输航空运营

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求，批

人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翼扬通航是宁

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换发变

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家 91 部通航公司，公司现运行

更后，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

变更后企业名称：敦煌飞天国际航空俱乐部；企
业地址：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村；法定代表人：
何彦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法定代表人：
张有宁；

基 地 机 场： 敦 煌 鸣 沙 山 临 时 起 降 点 ； 企 业 类

经营项目：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私

两 架 山 河 科 技 生 产 的 阿 诺 拉 SA60L 限 制 类 航 空

许可经营范围为陆上石油服务、直升机机外载荷

别 为 俱 乐 部； 注 册 资 本 ： 人 民 币 叁 佰 陆 拾 玖 万

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器代管业务、空

器，以宁夏中卫沙坡头机场作为主运营基地，主

飞行、人工降水、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私用 或

元整；

中巡查、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气象探测、科学实验、

要开展运动驾驶员执照培训、航空运动训练飞行、

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器代管业务、出租

经营项目：使用限制类适航证的航空器和轻于

城市消防、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

航空运动表演飞行、航空运定竞赛飞行及个人娱

飞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空中游览、航空摄影、

空气的航空器从事私用驾驶执照培训、航空运动训

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业病虫害、草原灭鼠、

乐飞行等项目。

空 中 广 告、 海 洋 监 测、 渔 业 飞 行、 科 学 实 验、 空

练飞行、航空运动表演飞行、个人娱乐飞行。许可

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许可证编号

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第 63 号；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为民航通企字第 284 号；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5 月

3 月 30 日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

13 日至 2018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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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巡查、航空护 林、空中拍照、防治农林业病虫害、
跳伞飞行服务。兼营：航空器科研试验、航空器
维修，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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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华公务机公司换发和变更
通航经营许可
应汉华公务机航空有限公司申请，东北局根据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求，批准其
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换发变更后企
业地址变更为：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康园 49 号
1-2。 许 可 有 效 期 限 为 2015 年 7 月 9 日 至 2018
年 7 月 8 日，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东北管理局批准白城通用航空有
限责任公司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
经营许可

东北管理局批准筹建飞行家
（ 沈阳 ） 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东北管理局批准筹建吉林省
福航航空学院

应飞行家 ( 北京 )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王洪君

应自然人朱晓丹、张骜申请，东北局根据《通

依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申请，东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

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总局 176 号令）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总局 176 号令）有关要求，审核批准筹建飞行家 ( 沈阳 )

有关要求，审核批准筹建吉林省福航航空学院有

为屯仓通用航空 ( 湖北 ) 有限公司 ( 筹 ) 颁发通用航

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筹）。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限公司（筹）。该公司拟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

空企业经营许可证。企业地址：湖北省麻城经济开

基地机场：法库财湖通用机场；使用 C-42、XA42 型飞

币，以通化三源浦机场为基地机场，使用 DA40、

发区兴业路 6 号 ; 基地机场：荆门漳河机场 ; 企业类

机从事航空运动表演飞行、个人娱乐飞行等通用航空经营

DA42、C90 型飞机，从事空中游览、私用或商用

别：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

项目。筹建期限为2015年5月15日至2017年5月14日。

飞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摄影等通用航空经营项目，

法定代表人：蔡惠明。

筹建期限为 2015 年 5 月 15 日至 2017 年 5 月 14 日。

东北局批准颁发吉林翼龙
通航经营许可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
屯仓通用航空 （ 湖北 ） 有限公司

经营项目为医疗救护、航空探矿、航空摄影、空中
广告、城市消防、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肥、

东北管理局批准筹建
沈阳国信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 许可
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第 268 号 ;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1
月 7 日至 2018 年 1 月 6 日。

应白城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东北局根

应吉林省翼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申请，东

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求，批准

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总局

应辽宁国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东北局根

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换发变更后，

令第 176 号）有关要求，审核批准颁发吉林省翼龙通

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总局 176

法定代表人为綦文龙，有效期限为 2015 年 4 月 15

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颁发的通用航空

号令）有关要求，审核批准筹建沈阳国信通用航空

至 2018 年 4 月 14 日。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经营许可证中，证书编号为民航通企字第 285 号；企

有限公司（筹）。该公司拟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

业名称为吉林省翼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企业地址为

民币，以法库财湖通用机场为基地机场，使用 Y-5B、

东北局批准颁发黑龙江九州
通航经营许可

长春市世纪大街以东珠海路以南首地首城 A-2 幢 2

DA40 型飞机，从事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研究决定，同意将广州公

单元 1704 室；基地机场为白城大青山机场；企业类

航空喷撒、航空护林等通用航空经营项目，筹建期

务航空有限公司的筹建期延长 12 个月，即至 2016

别为有限责任；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法定代

限为 2015 年 5 月 15 日至 2017 年 5 月 14 日。

年 1 月 17 日止，限其在此期限内完成筹建工作，否则

应黑龙江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申请，东

表人为王达文；经营项目为航空摄影、空中广告、空

北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总局

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撒植物生长调

令第 176 号）有关要求，审核批准颁发黑龙江九州通

节剂、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草原灭鼠、航空护林；许

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颁发的通用航空

可有效期限为 2015 年 5 月 28 日至 2018 年 5 月 27 日。

经营许可证中，证书编号为民航通企字第 286 号；企
业名称为黑龙江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企业地址为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福顺鸿福家 园小区 4 号楼 00 单元

东北局批准辽宁亿家通航
变更经营许可

01 层 02 号；基地机场为嫩江航空护林站机场；企业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
广州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筹建认可期限延长

将按照《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中国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河
南天一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
湖北华氏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筹建湖北华氏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具体

类别为有限责任；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法定

应辽宁亿家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东北局根

筹建河南天一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可

认可事项如下 :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湖北华氏通用航空

代表人为刘炳新；经营项目为飞机 播种、空中施肥、

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求，批准

事项如下 :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河南天一通用航空有限

有限责任公司 ; 拟从事的经营范围为医疗救护、空中

空中喷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

其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变更后，辽宁亿家

公司 ; 拟从事的经营范围为航空摄影、空中广告、空

游览、航空器代管业务 ; 拟使用的基地机场为武汉天

虫害、草原灭鼠、航空护林、空中拍照；许可有效期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经营许可企业名称为亿

中巡查 ; 拟使用的基地机场为郑州上街机场 ; 筹建期

河国际机场 ; 筹建期限自 2015 年 2 月 6 日至 2017

限为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家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限自 2015 年 5 月 13 日至 2017 年 5 月 12 日止。

年 2 月 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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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湖北银燕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
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应湖北银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筹

关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

建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可事项如下 :

可换发变更后，湖北银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法定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拟从事的

代表人为徐艳梅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经营范围为陆上石油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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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珠海瑞途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建认可期限延长

游览、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直升机引航作业、航

可事项如下 :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湖南省湘晨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 ; 拟从事的经营范围为空中游览、空口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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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拟使用的基地
机场为常德桃花源机场 ; 筹建期限自 2O15 年 4 月
10 日至 2017 年 4 月 9 日止。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为道和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筹）颁发经营许可证

空器代管业务、出租飞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 ; 航空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武汉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应武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地区
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
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换
发变更后，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 经营范
围：直升机机外载荷飞行 ( 仅限电力巡线仪器外挂 )、
医疗救护、航空探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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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空中广告、海洋监测、渔业飞行、气象探测、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研究决定，同意将珠海

科学实验、城市消防、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农林业病虫害、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

瑞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筹建期延长 12 个月，即至

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业

为道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颁发通用航空企业

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2016 年 1 月 17 日止，限其在此期限内完成筹建工

病虫害、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

经营许可证。公司名称：道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地

作，否则将按照《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进

拍照；拟使用的基地机场为珠海九洲机场 ; 筹建期限

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126 号写字楼 2106 房 ;

行处理。

自 2015 年 1 月 7 日至 2017 年 1 月 6 日止。

基地机场：罗定机场 ;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 注
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 法定代表人：周希俭 ;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深圳金石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
珠海易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经营项目为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医疗救护、
航空器代管业务、空中广告、空中巡查、城市消防 ;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3 月 18 日至 2018 年 3 月 17 日。

依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深

局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

圳金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变更申请，并予以换发通

意筹建珠海易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

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换发后公司名称：深圳金石

可事项如下 :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珠海易航通用航空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

有限公司 ; 拟从事的经营范围为空中游览、私用飞

应新疆天翼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

明华中心二号楼 C1001; 基地机场：阳江合山机场 ;

行驾驶执照培训；拟使用的基地机场为阳江通用机

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玖

场 ; 筹 建 期 限 自 2015 年 3 月 30 日 至 2017 年 3

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换

佰贰拾壹万伍仟陆佰元整 ; 法定代表人：葛蕙。

月 29 日止。

发变更后，新疆天翼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

空器代管业务 ; 航空摄影、空中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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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拍照 ;
许可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 140 号 ;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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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
湖南省湘晨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筹建湖南省湘晨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

应荆门中航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
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
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换
发变更后，荆门中航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
为荆门爱飞客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为喻
平 ; 经营范围为使用小型航空器从事私用驾驶执照培
训、航运动训练飞行、航空运动表演飞行、个人娱乐

为湖北天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企业地址：湖北省汉

经营范围：直升机机外载荷飞行、医疗救护、
航空探矿、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空中游览、航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新疆天翼
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荆门中航
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川市福星经济开发区 1 号 ; 基地机场：湖北襄阳机场 ;
经营范围为陆上石油服务、医疗救护、空中游览、航
空摄影、空中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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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飞行 ; 空中游览、空中拍照 ; 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深圳市星雅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应深圳市星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
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
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换
发变更后，深圳市星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
公务飞行、出租飞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医疗救护、
空中游览、航空器代管业务；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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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中山雄鹰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中信海洋
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换发经营许可证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
广西羽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公司 ; 拟从事的经营范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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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巡查、
空中拍照 ; 拟使用的基地机场为罗定机场 ; 筹建期限
自 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7 日止。

应中山雄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

应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

南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关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

有关要求，批准其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换发后，

筹建广西羽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可

可换发变更后，中山雄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经营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所载内容如下 : 公司名称为中信

事项如下 :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广西羽雁通用航空有限

范围为航空器代管、航空探矿、私用或商用飞行驾

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 企业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

公司 ; 拟从事的经营范围为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海

驶执照培训，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海洋监测、气

罗湖区解放西路 188 号 ; 基地机场为深圳南头直升

洋监测、渔业飞行、气象探测、科学实验、城市消防、

象探测、科学实验、城市消防、空中巡查，空中喷

机场 ; 企业类别为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虫害、

伍亿壹仟叁佰陆拾万元整 ; 法定代表人为毕为 ; 经营

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草原灭鼠，

筹建广东龙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可

航空护林 ; 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范围为陆上石油服务、海上石油服务、直升机机外

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 拟使用的基地

事项如下 :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广东龙浩通用航空有限

载荷飞行、人工降水、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

机场为广西河池机场 ; 筹建期限自 2014 年 11 月 3

公司 ; 拟从事的经营范围为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

游览、公务飞行、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直升机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 日止。

航空器代管业务 ; 拟使用的基地机场为梅县机场 ; 筹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珠海龙翔
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应珠海龙翔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
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
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换
发变更后，法定代表人为陈建忠 ; 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为河南大地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 （ 筹 ） 颁发经营许可证

引航作业、航空器代管业务、出租飞行、通用航空
包机飞行、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海洋监测、渔业
飞行、气象探测、科学实验、城市消防、空中巡查、
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 许可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 003
号 ;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4 月 2 日至 2018 年 4 月 1 日。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湖北楚天通
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换发经营许可证
应湖北楚天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民航
中南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
广东龙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建期限自 2014 年 12 月 8 日至 2016 年 12 月 7 日止。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
湖北天海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令
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筹建湖
北天海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可事项如下: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湖北天海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拟从
事的经营范围为航空探矿、空中游览、航空摄影、空
中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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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中国
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直）
换发经营许可证
应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
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
关要求，批准其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换发后，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所载内容如下 : 公司名称为中国
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企业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经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有关要求，批准其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换发后，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所载内容如下 : 公司名称为湖北

为河南大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筹 ) 颁发通用航空企

楚天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企业地址为湖北省荆

业经营许可证。公司名称：河南大地通用航空有限

州市沙市区荆沙大道 170 号 ; 基地机场为沙市机场 ;

公司 ; 企业地址：郑州市上街区安阳路 37 号楼 10 号 ;

企业类别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仟万

基地机场：安阳北郊机场 ;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

元 ; 法定代表人为何珍国 ; 经营范围为人工降水、航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 法定代表人：王雪彬 ;

空探矿、航空器代管业务 ; 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海

经营项目为航空摄影、空中广告、飞机播种、空中

洋监测，气象探测，科学实验，空中巡查 ; 飞机播种，

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

空中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农林业病虫害、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 ; 许可证编

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城市消防、空中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

号为民航通企字第 260 号。有效期限自 2014 年 11

空护林，空中拍照 ; 许可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 041 号 ;

筹建广东天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可

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业病虫害、

月 26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5 日。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4 月 28 日至 2018 年 4 月 27 日。

事项如下 :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广东天鹰通用航空有限

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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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业病虫害、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
空中拍照 ; 拟使用的基地机场为恩施机场 ; 筹建期限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6 日止。

济技术开发区 ; 基地机场为珠海九洲机场 ; 企业类别
为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玖拾捌亿壹仟柒
佰伍拾陆万柒仟元整 ; 法定代表人为司献民 ; 经营范
围为陆上石油服务、海上石油服务、直升机机外载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
广东天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荷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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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引航作业、航空器
代管业务、出租飞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 ; 航空摄影、
空中广告、海洋监测、渔业飞行、气象探测、科学实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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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 092 号 ; 有效期限自 2014

范围为医疗救护、航空器代管业务、航空探矿、空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7 年 12 月 9 日。

中游览 ; 航空摄影、空中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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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
广西丽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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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河南永翔通
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筹建广西丽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可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河南贯辰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应河南贯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
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
关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
可换发变更后，河南贯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经营
范围为直升机机外载荷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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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如下 :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广西丽原通用航空有限

应河南永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民航

公司 ; 拟从事的经营范围为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海

中南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防、空中巡查、空中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

洋监测、渔业飞行、气象探测、科学实验、城市消防、

有关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

空中巡查 ; 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

许可换发变更后，河南永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个人娱乐飞行 ; 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草原灭鼠、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 经营范围为医疗救

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 拟使用的基地

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私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

机场为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 筹建期限自 2014 年 12

航空器代管业务 ; 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气象探测、

月 16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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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爱飞客
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 其

从事的经营范围为空中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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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卫生虫害、航空护林、
空中拍照 ; 拟使用的基地机场为郑州上街机场 ; 筹建
期限自 2015 年 5 月 28 日至 2017 年 5 月 27 日止。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海南
亚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
换发经营许可证

代管业务、出租飞行 ; 航空摄影、空中广告、城市消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湖北蔚蓝国
际航空学校有限公司换发经营许可证

应海南亚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地区管
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求，批准
其变更、延续申请并予以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换发
后，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所载内容如下 : 公司名称为海南
亚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企业地址为海南省海口市凤翔西
路 30 号金城大厦 2401 室 ; 基地机场为儋州西庆机场 ; 企
业类别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

应湖北蔚蓝国际航空学校有限公司申请，民航

购置航空器的自有资金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 法定代

中南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表人为何玉明 ; 经营项目与范围为人工降水、医疗救护、

有关要求，批准其换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换发后，

空中游览、航空探矿、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公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所载内容如下 : 公司名称为湖

务飞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海洋

北蔚蓝国际航空学校有限公司 ; 企业地址为武汉东

监测、渔业飞行、气象探测、科学实验、空中巡查、飞机

湖开发区路瑜路 456 号光谷国际 A 栋 1 单元 24 层 ;

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

基地机场为襄樊刘集机场 ; 企业类别为有限责任公

防治农业病虫害、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

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 法定代表人为

空中拍照、航空运动训练飞行、航空运动表演飞行、个人

应广州穗联直升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民

宋谨 ; 经营范围为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

娱乐飞行 ; 许可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 47 号。有效期限自

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运动表演飞行、个人娱乐飞行、

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

航空器代管业务 ; 许可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 095 号 ;

2015 年 7 月 28 日至 2018 年 7 月 27 日。

空中游览、空中拍照 ; 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定》有关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

有效期限自 201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7 年 12 月

可。许可换发变更后，广州穗联直升机通用航空有

25 日。

应爱飞客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地
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
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

它许可内容不变。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广州
穗联直升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变更经营许可证

换发变更后，爱飞客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为喻平 ; 经营范围为使用小型航空器从事私用飞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湖南华星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陆上石油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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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河南
华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直升机引航作业、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珠海龙翔
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补发经营许可证
应珠海龙翔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地

应湖南华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

航空器代管业务 ; 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海洋监测、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地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

渔业飞行、气象探测、科学实验、城市消防、空中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筹

批准其补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补发后，通用航空经营

关要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

巡查 ; 防治农林业病虫害、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

建河南华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可事项

许可证所载内容如下 : 公司名称为珠海龙翔航空俱乐部

可换发变更后，湖南华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经营

空中拍照 ; 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如下 :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河南华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有限公司 ; 企业地址为珠海市珠海机场集团办公楼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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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 基地机场为罗定机场 ; 企业类别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佰万元整 ; 购置航空器的自有资金
额度为人民币贰佰万元整 ; 法定代表人为陈建忠 ; 经营
项目与范围 : 使用小型或限制类适航证的航空器从事私
用驾驶执照培训、航空运动表演飞行、个人娱乐飞行 ;
许可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 165 号。有效期限 2012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8 日。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为河南福森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 （ 筹 ） 颁发经营许可证

福建天裕通航获颁
ＣＣＡＲ－９１ 部运行合格证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6 月 3 日，福建监管局受华东局委托，向福建天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为

裕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颁发了 CCAR-91 部商业

河南福森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筹 ) 颁发通用航空企业

非运输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

司名称为河南福森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企业地址为河
南省南阳市浙川县工业园区 ; 基地机场为南阳姜营机

区管理局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有关要

防治农林业病虫害 ; 许可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第 288
号 ;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6 月 3 日至 2018 年 6 月 2 日。

求，批准其换发和变更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许可换发
变更后，湖南翔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伍仟万元整 ; 经营范围为空中游览、航空摄影、
空中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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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娱乐飞行；其它许可内容不变。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为
桂林通航有限责任公司 （ 筹 ）
颁发经营许可证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深圳
杰恩凯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总局令第 176 号）
批准的通用航空筹建单位，筹建期自 2012 年 4 月 23

2015 年 6 月 16 日下午，西南管理局召开了云

日至 2014 年 4 月 22 日，因未能在筹建期内完成筹建

南环球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通航）和云

工作，福建省两岸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于 2014 年

南飞来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来者通航）

4 月 21 日申请延长筹建期限一年并获我局批准，其筹

CCAR-91 部运行合格审定及颁证事宜专题会，运行

建期延长至 2015 年 4 月 22 日。在筹建延长期内，该

审定小组同意为环球通航和飞来者通航颁发 CCAR-

公司未向我局提交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申请。

91 部《商业非运输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和《运行

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总局令第 176 号）

飞行运行，批准 飞来者通航实施一般商业飞行和农林

有限公司 ; 拟从事的经营范围为航空摄影、空中广告、

批准的通用航空筹建单位，筹建期自 2013 年 3 月

喷洒作业飞行运行。至此，今年上半年西南地区已经

气象探测、科学实验、城市消防、空中巡查、飞机播种、

21 日至 2015 年 3 月 20 日。截至 2015 年 3 月 20

有 4 家 CCAR-91 部通用航空公司和 1 家 CCAR-

日筹建期满，该公司未向我局提交通用航空企业经

135 部运输航空公司获得运行合格证。

空中施肥、空中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

场为阳江合山机场 ; 筹建期限自 2015 年 6 月 10 日

为桂林通航有限责任公司 ( 筹 ) 颁发通用航空企业经

至 2017 年 6 月 9 日止。

中国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２０１５ 年国内外航空展览信息
第四届沈阳法库国际飞行大会暨 2015 沈阳国际航空博览会

国际低空飞行大会

海 ; 经营项目为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空

6 月 19 日， 按 民 航 华 东 地 区 管 理 局 授 权，

中拍照 ; 许可证编号为民航通企字第 293 号 ; 有效

（第三届）2015 年中国天津直升机博览会

青岛监管局向青岛龙运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发了

期限自 2015 年 7 月 7 日至 2018 年 7 月 6 日。

CCAR － 91 合格证。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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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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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局为青岛龙运通航颁发
ＣＣＡＲ － ９１ 合格证

仟捌佰肆拾万贰仟肆佰叁拾圆整 ; 法定代表人为韩录

西南局向环球通航和飞来者
通航颁发运行合格证

可事项如下 : 拟筹建单位名称为深圳杰恩凯通用航空

令第 176 号 )，经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同意

企业类别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壹

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规范》，批准环球通航实施一般商业飞行和空中游览

空护林、空中拍照、个人娱乐飞行 ; 拟使用的基地机

峰区三多路 32 号 ; 基地机场为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

将不再受理原申请人的筹建申请。

江苏金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是我局依据《通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民航总局

名称为桂林通航有限责任公司 ; 企业地址为桂林市秀

福建省两岸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是我局依据《通

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筹建资格，我局两年内

筹建深圳杰恩凯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申请。具体认

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

营许可证。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所载内容如下 : 公司

民航华东局注销两岸通航和金鹰
通航筹建资格

场 ; 企业类别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
仟万整 ; 法定代表人为曹长城 ; 经营项目为空中游览、

应湖南翔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申请，民航中南地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现依法
注销福建省两岸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及江苏金

经营许可证。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所载内容如下 : 公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批准湖南翔为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许可证

营许可申请，也未提交关于延长筹建期的申请。

沈阳

8 月 28 日 -9 月 2 日

International Low Attitude Airspcae Flying Expo

9 月 9 日 -13 日

China Helicopter Exposition 20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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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第三届 AOPA 国际飞行训练展会
2015 AOPA International Flight Training Expo

( 第四届 ) 天津航空航天国际供应链峰会
Aeromart Summit Tian Jin

第十六届北京国际航空展
Aviation Expo China 2015 (16th Expo)

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

9 月 16 日 -19 日
天津
9 月 16-19 日
中国 北京
9 月 19-21 日
山东 • 莱芜

China International Air Sports Fiesta

北京国际商务航空展览会
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viation Show

9 月 24-26 日
中国 北京
9 月 25-27 日
郑州 • 上街

郑州航展
Zheng Zhou Air Show 2015

2015 青岛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
2015 Qing Dao International General Aviation Expo

卡萨布兰卡航空航天大会

9 月 27-29 日
中国 • 青岛
10 月 6-7 日
摩洛哥 • 卡萨布兰卡

Aerospace Meetings Casablanca

成都国际商务通用航空展览会
2015 Chengd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General Aviation Expo

2015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
China International General Aviation Convention 2015

南美航空航天 & MRO 大会
Aerospace & MRO Meetings Latin America

10 月 21 、22 日
中国 • 成都
10 月 15-19 日
中国 • 西安
10 月 19-21 日
哥斯达黎加 • 圣何塞
10 月 21-22 日
法国 • 波尔多

航空航天创新论坛
Aerospace Innovation Forum

( 第五届 ) 都灵航空航天与防务大会
Aerospace & Defense Meeting Torino

2015 中国国际无人机技术与装备展览会
UAV CHINA 2015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9 月 11 日 -13 日
深圳 • 会展中心 3 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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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19 日
意大利 • 都灵
12 月 10-12 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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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8 月 20 日前完工银川通用机场将“启航”
Yin Chuan GA Airport About to Complete Before End of August
7 月 15 日，在银川通航产业园暨银川通用机场
项目的道路建设现场，施工方正进行上下水及污水

远介绍，站坪占地 7.5 万平方米，可停放 32 架运
15，并设有 3 个直升机停机位。

国内首款 8 座双发螺旋桨飞机拿到“准生证”
China First 8 Seats Twin Propeller Jet Receive Birth Certificate
17 日，湖北太航星河飞行器制造有限公司从美
国独家引进的 8 座双发螺旋桨飞机通过中国民航局

管网铺设，到处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记者采

兴庆区副区长张新民介绍：“作为银川市今年的

型号认证。这标志着该公司拿到小批量试生产的“准

访获悉，银川通航产业园暨银川通用机场将原本 6

重点项目之一，银川通航产业园暨银川通用机场项目

生证”。湖北太航星河飞行器制造有限公司位于襄

个月的额定工期压缩至实际工期不到 80 天，预计 8

规划面积 11500 亩，其中机场建设用地 1576 亩，总

阳高新区。2013 年 4 月，该公司以 5.2 亿元投资，

月 20 日前项目全部完工。

投资 200 亿元。项目将重点发展飞机制造组装、航空

拿到美国安琪飞机制造公司 8 座双发螺旋桨飞机在

据了解，随着项目的有序推进，入场的多家施

运动及飞行体验、航空物流等多个重点项目，预计到

中国制造的技术专利授权，同时，独家拥有亚洲区

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称，该机型引进填补了国内

工单位开启“5+2，白加黑”模式，加快施工进度，

2030 年，形成经济规模达 1000 亿元。”( 来源：银

市场经营权。去年 10 月，中国民航局、美国联邦航

空白，可广泛应用于商务、抢险救灾、气象探测、

负责站坪建设的西北民航机场建设集团项目经理路

川日报作者：王一平 )

空局专家在美国爱荷华州共同对飞机性能进行了现

私人飞行等。太航星河董事长梁少锋介绍，目前该

场试飞并通过中国民航局适航和型号认可审查。

公司生产飞机的整套工装夹具已经加工完成，将尽

巫溪通航机场预计年内开工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C919 大

快实现小批量生产。（民航资源网）

Wu Xi GA Airport About to Construct in 2015
7 月 17 日，记者从市旅游局组织召开的 2015

目前，由主城开车去红池坝，需 5 到 6 小时，

夏季避暑旅游推介会上获悉，巫溪通航机场预计年

主城许多市民因为距离太远，只好放弃前往。而

内会开工投建，预计后年基本建成。该机场投用后，

该机场建成后，游客从主城到红池坝，乘固定翼

主城市民便可以乘飞机游红池坝了。据介绍，该机

飞机直线距离飞行 300 公里，算上登机和下飞机

场选址红池坝旅游度假区，占地 50 亩左右，总投资

的时间，只需 1 个多小时，免去了长途奔波的烦恼。

1.5 亿元，主要为红池坝旅游服务。

( 通航资源网 )

首届中国通航创业大赛顺利召开
1st China GA Startup Company Competition Held in BJ

第二届中国民用直升机发展论坛在京成功召开
航联获颁“最佳直升机保险”奖项
2nd China Civil Helicopter Summit Held in Beijing
AUIB Won “Best Helicopter Insurance” Award
本刊讯 由中航航空报社和上海翱蒲商务主办

推进中国直升机产业全面健康发展。会议召集了中

的 第 二 届 国 民 用 直 升 机 发 展 论 坛 于 2015 年 6 月

航工业、霍尼韦尔、亚翔航空、阿古斯塔、贝尔直

30 日 -7 月 1 日在北京顺利举办。本届论坛为期

升机、中信海直、首航直升机、重庆通航等多家业

两天，围绕着直升机产业发展趋势和通航政策解

内知名企业，可见其在业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读、直升机多元化作业运营实践、下一代民用直

作为在航空特险领域有着多年成功经验的保险

为探索中国通用航空产业良性发展的路径，搭建市

内外通用航空多个领域的创业项目，有跨校大学生

升机技术发展和产业基础设施建投资商业模式等

经纪人，航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

场、资本、企业与创业者联动的平台，同时推动创新创

团队组建的国际航空交流合作的“青少年航空航天

专题展开讨论。

联”）， 受 邀 参 加 本 次 论 坛， 并 在 年 度 评 奖 环 节

业，首届中国通航创业大赛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

科技教育培训与主题游学”项目，有北航在读博士

本届论坛继第一届论坛顺利召开，再次聚集了

荣 获“ 最 佳 直 升 机 保 险 奖”。 本 次 航 联 获 颁“ 最

民航管理班干部学院凯美佳国际会议中心顺利开幕，此

团队完全自主研发的“Unicorn 无人直升机系统”，

众多来自政府监管部门、直升机设计制造商、通航

佳直升机保险”奖项，是各通航企业对航联信任

次大赛是由商务部投资促进局、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有加拿大阿尔巴塔大学访问教授的王铀教授团队的

直升机运营公司、行业投资与咨询企业等的专家、

度的充分体现，也是对航联在航空保险领域专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国民航科普基金会联合

“高端纳米结构陶瓷热障涂层粉体材料”，该成果

领导与企业负责人，进一步加强行业交流，探讨不

度 的 高 度 肯 定。 航 联 于 2005 年 正 式 进 入 通 航 保

发起，是中国第一个全国范围的创新型公益性通用航空

将突破目前我国航空发动机热障涂层材料不能在温

同应用任务市场里的直升机运营管理实践和经验，

险 领 域， 并 在 2008 年 成 立 通 航 业 务 部， 成 为 国

领域专业投融资扶持大赛。

度 1200℃以上使用的限制，为我国发展高端发动机

探讨直升机机场的投资和开发的前景与挑战，探索

内 300 多家经纪公司中第一家也是当时唯一一家

提供了技术支撑。

未来下一代民用直升机技术和应用发展趋势，共同

专设通航业务部门的公司。

首届通用航空创业大赛的决赛阵容，覆盖了国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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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短途运输）企业，我们致力于为偏远地区民众

下德事隆航空的子公司赛斯纳飞机公司宣布，其

提供短途客货运服务、构建呼伦贝尔地区的便捷航

在华合资企业——石家庄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

空综合运输体系。赛斯纳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是经

司携手内蒙古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呼伦贝

过我们深思熟虑后选定的机型，无论是动力系统、

尔中航通航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

飞行性能还是运营经济性，208EX 都堪称单发涡桨

航空委员会，于内蒙古呼伦贝尔成功召开了短途

飞机中的佼佼者，再配合空中王国 350i 双发涡桨飞

客货运运营商大会。此次会议广泛邀请通航业内

机，堪称短途客货运飞行的最优选择。”中国航空

专家与国内运营商出席，有针对性地探讨短途客

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王霞表示：“积极

货运在国内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政策导向、运营

推进短途客货运，对通用航空企业由运营标准要求

监管、市场环境、具体运营模式等。石家庄中航

较低的作业飞行向短途客货运转型、从单一商务飞

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同时在现场展出赛斯纳加长

行向短途客货运全面发展提供较好的政策和环境；

型大篷车 208EX，并安排体验飞行，供来宾直观

对民营资本快速进入航空运输业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地了解短途客货运飞机的特点。短途客货运是通

和广阔的资本发展空间。从航空基础设施角度来看，

用航空运营的项目之一，也是对民用运输航空的

短途运输盘活了通用航空机场、短途运输机场、干

有效补充。民航局和国家发改委积极扶持短途客

支线机场间的使用率，使闲置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货运的发展，内蒙古和新疆成为第一批开展短途

从而对拉动我国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完善当地交

客货运试点的区域。近日，西南地区也拉开了通

通运输体系起到重要作用。”

用航空短途运输试点工作的序幕。

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飞行员 —
提供或培训
工程师 —
提供或培训
地勤人员 —
提供或培训
直升机 —
采购
咨询 —
丰富的行业经验
SMS/QMS —
管理体系
直升机飞机场 —
设计与管理
机场发展项目 —
设计与管理

www.hthelis.com

石家庄中航赛斯纳飞机公司已与近日获得中国

内蒙古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庆辉表
示：“作为国内首家 CCAR-135 部运营的通勤航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高科直升机为中国市场提供
从最初的咨询、航材采购到
直升机项目运营、员工培训
与管理的一整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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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 CCAR-145 部维修许可，进一步完善了中
国市场从产品到维修的全方位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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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讯 2015 年 7 月 15 日， 德 事 隆 集 团 旗

高科直升机
高科直升机是一家新西兰公
司， 以多年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为支撑，支持着通航直
升机在中国市场上迅速发
展。我们提供直升机飞行员
培训、设备、资源和人员，
以及整套的私家和商用直升
机“交钥匙”业务。

+86 185 12197565

CESSNA-AVIC Aircraft Held Short-Haul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Conference

电话

石家庄中航赛斯纳成功举办
大篷车短途客货运运营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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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幸福航空控股订购 20 架
赛斯纳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水陆两栖飞机
AVIC Joy Air Holdings orders 20 Cessna
Grand Caravan EX Amphibian aircraft
2015 年 7 月 20 日 , 美 国 堪 萨 斯 州 威 奇 托
市——德事隆集团旗下德事隆航空的子公司赛斯纳
飞机公司今日宣布喜获 20 架赛斯纳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水陆两栖飞机订单。该订单来自舟山中航幸
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 飞机预计将于今年稍晚时候由
赛斯纳在华合资企业——石家庄中航赛斯纳飞机有
限公司实现交付。该合资企业由赛斯纳与中航工业
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 中航通飞 ) 共同组建 , 主要
负责为中国市场组装和交付大篷车多用途涡桨飞机。

图：中航幸福航空控股总裁季贵荣与德事隆航空中国业务发
展高级副总裁比尔 . 苏尔茨 (Bill Schultz) 合影

“赛斯纳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水陆两栖飞机在

受欢迎的多用途涡桨飞机 , 大篷车将不断为成长型企

本地的应用开辟了中国通航市场的新领域。运营商

业创造价值、协助其发展业务 , 并为客户提供完美的

可以利用这款机型 , 满足日益增长的空中观光与包机

飞行体验和连通偏远地区的能力。”

旅游需求。”德事隆航空大中华及蒙古地区国际销

中航幸福航空控股总部位于上海 , 已拥有两架加

售副总裁吴景奎表示 ,“中航幸福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长型大篷车 208EX 水陆两栖飞机 , 新增飞机将用于

的选择有力证明了赛斯纳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水

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云南等地

陆两栖飞机的优异性能、舒适度和可靠性。作为最

短途客货运输、空中旅游和包机服务等。

永城通用机场项目正式签约
Yong Cheng GA Airport Project Nailed
7 月 13 日上午，市产业集聚区与河南永翔通用

把交通作为事关全市发展大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永城

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建设永城通用机场项目的共

通用机场项目的成功落地，为永城新一轮经济社会发

识，并在市委 1 号会议室举行永城通用机场项目签约

展奠定了交通优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使永城“水、

仪式。民航总局中南地区空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市委、市政府，

河南永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顾问张忠孝，河

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各职能部门、首席服务单位和

南永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蔡建利，市长孟庆

首席服务官要本着为投资者着想、帮投资者盈利、助

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宗岩，市委常委、市产

投资者成功的宗旨，以“管外不管内、参与不干预、

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陈体秀，市领导王发志等出席签

帮忙不添乱、服务不打扰”的基本原则，全方位支持、

约仪式。会上，陈体秀、蔡建利分别代表双方签约。

服务好河南永翔通用航空公司在永城的发展。衷心希

孟庆勇指出，在新一轮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永城

望双方在今后的合作中，恪守投资约定，认真履行各

积极谋划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

自责任和义务，早日实现合作双赢的目标。（来源：

各类客商来永投资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我们始终坚持

民航资源网）

第三届 AOPA 飞行训练展火热来袭
The 3rd AOPA China Flight Training Expo Opens on Sept.
7 月 24 日，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以下简称：中国 AOPA）、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中国民航飞行员协会联合主办

亚洲最大直升机基地落户绍兴可停 150 架飞机
LargestHeli Base in Asia Lands in Shao Xing

的在于加强与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飞行培训领
域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与合作，扩大 AOPA 飞训展在
该地区的影响力。

的第三届 AOPA 飞行训练展会（以下简称：AOPA

本届展会顺应中国通用航空的快速发展趋势及

飞训展）上海推介会隆重召开。中国 AOPA 相关领

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势头，增加了无人机新品发布会、

导、华东地区参展企业代表及嘉宾媒体人员百余人

无人机展演展示、新型飞行器概念设计大赛、青少

参加。主办方表示，华东地区一直是国内通用航空

年微型无人机比赛、模拟飞行竞技比赛等内容。参

及飞行培训领域的核心地区之一，此次推介会的目

展商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增加了无人机驾驶员培训
机构、生产厂商及研发机构等。

该直升机 / 游艇基地位于绍兴柯岩风景区，目前

该基地位于绍兴柯桥的柯岩风景区，处于绍兴

即将竣工，预计今年底就能投入使用。专用机场区可

东北处，离杭州绕城高速十余公里。机场选址柯桥

停 60 架公务直升机或 150 架轻型直升机。另外，该

除风景因素外，更具深意。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基地还附有游艇停泊服务，同时承担救援功能。基地

杭州已有萧山机场和一个军用机场，空域资源相对

真正实现飞行培训全产业链交流、由注重企业

一期占地近 12 万平米，可停 60 架公务直升机或 150

比较紧张，“基地如果建在杭州，直升机起飞 40 公

数量转向注重企业成交量、国际元素凸显中国市场

架轻型直升机，附带游艇停泊服务，可停 160 艘游艇，

里才能转弯，否则就闯入了别人的区域。”据了解，

的重要性、现场活动丰富，互动性更强。本届展会

规模堪称亚洲第一。据记者了解，机场建成后，基地

建成后的直升机基地还可以承担救援的功能。“我

活动亮点包括：首届全球新型飞行器概念设计大赛、

将投入 8 架左右的自营直升机，老百姓可乘坐它饱览

们的区位比较便捷，基地离杭州西湖 30 公里。”（来

第二届航空 ( 国际 ) 人才发展论坛、首届国际航校校

风景。同时，基地也将向大众提供飞行培训项目。

源：浙江新闻作者：曾杨希）

长年会等。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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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届展会的筹备工作来看，第三届 AOPA 飞
训展较往届有以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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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领域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航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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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fessional Expo in China Aviation Industry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北京航展：致力打造“中国最专业航空展”
Beijing Air Show Opens on 16th Sept.
第十六届北京航展将于 9 月 16 日 -19 日在国

焦航空业内企业厂商，充分调动整合航空领域各

家会议中心举办。据悉，今年的航展将会有较大转变，

方面资源，将北京航展打造为服务行业发展的三

主办方提出“非专业，不合作”的理念，标志着本

个平台。 北京航展采取筛选专业观众的措施，选

届北京航展将全面向专业化转型，欲做“中国最专

取高质量观众参与。同时，展会将首次推出 B2B

业的航空展览”。北京国际航空展自 1984 年举办，

互动平台，B2B 系统由云平台做支撑，可以实现

两年一届。作为中国重要的世界级专业化航空展览

即时互动。所有的参展商可以将其产品发布到平

活动，历届航展已经吸引了全球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台上展示，观众即可在这个平台上找到自己对应

近 3000 家航空航天企业参展参会，专业观众超过

的需求，两者通过即时互动进行 B2B 的预约。北

30 万人次。

京航展会有专员对系统进行更新，同时也负责展

北京航展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成长壮大，

2015 年 9 月 16 日 -19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Sept 16-19, 2015 - CNCC, Beijing

商与观众之间接洽。针对无人机在国际社会引发

在推动中国与国际航空企业间交流合作中起到了

的高度关注，今年的北京航展专设无人机板块，

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一届北京航展将致力于推进

与中关村联众无人机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携手打造

展商与专业观众深度对话，深挖产品的市场潜力，

无人机系统展示专区，让中国无人机领军企业的

以专业性推进参展价值的最大化。此次展会将聚

先进技术及产品集中亮相。

比亚乔重拾 Evo 公务机计划今年预计交付 6 架
Piaggio Looks To Bounce Back with Evo
比亚乔全新管理团队参展巴黎航展时表示将重
新启动 Avanti Evo 公务机计划。去年在阿布扎比
Mubadala 航空航天公司成为公司大股东之时上任
的 CEO Carlo Logli 表示，他在尽全力使这个意大
利公司在更具创新性的同时，更为客户所接受。“我
们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改变公司运营文化，使公司内
分工明确。此前一段时间，公司管理团队与股东间
的关系比较模糊。多年前，比亚乔曾面临倒闭的危险。
但现在，这家公司走上正轨，发展的越来越好。”CEO
希望在年底前实施改革措施。
比 亚 乔 投 资 1.53 亿 美 元 兴 建 其 Villanova
d’Albenga 工厂。Logli 表示，零部件在过去需要

2 架。其最高产能可达 30-35 架。Logli 表示，Evo

在 Genoa 和 Finale Ligure 之间多次辗转，如今则

公务机于去年 12 月取得欧洲初始认证，但不得不在

可以更加有效的运往组装线。今年，比亚乔计划交

最后一刻变更起落架供应商。公司预计很快会获得

付 6 架 Avanti Evo 公务机，2017 年每月至少交付

起落架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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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 推进 ATD 训练转换仪表飞行小时数立法

电视信号追踪飞机未来不是梦

FAA Looks To Boost Training Device Hour Credits

TV Signals Could Become a Radar Alternative

近 日，FAA 发 布 了 一 则 立 法 征 询 通 知

英 国 空 中 导 航 服 务 商 NATS 在 一 次 与 Thale

（NRPM），对在航空培训设备（ATD）上获得

ATM UK 和 Roke Manor 联合举办的理念演示后表

研究结果显示，电视传输信号不仅能够定位飞

培训的小时数可被视为相应的仪表等级培训小时数

示，未来我们可用电视信号追踪飞机。Innovate UK

机，信号可在满足空中交通管理的要求下，对飞机

征询意见。这一新规复制了于去年 12 月 3 日通过

部分赞助了此次为期两年的实验：该实验主要在伦敦

精准位置进行实时定位。对于这一系统所带来的多

的一则法律，该条款承认以下训练可被视为同等仪

进 行， 由 RokeManor 负 责 通 过 Crystal Palace 发

种利益来说，NATS 表示其地面基建成本相当之低。

表等级飞行所需飞行小时数：

射器向 Thales 的理念展示器发射信号。任何时间该

NATS 表示，基于电视信号定位飞机的技术距离投

设备都可以对 30 架飞机进行检测。研究人员表示，

入运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设备的增加，监测对象数量也将随之增加。

在认证的 ATD 上完成的 20 小时航空经验（过去为 10 小时）
或在 61 部规定下通过基础 ATD 进行的 10 小时培训

空客直升机：H160 进入试飞阶段

或在 141 部规定下的仪表等级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40%

最终的法规有可能变成法律条款。根据 FAA 立

表信息。“FAA 相信 ATD 和 FSTD 与真实飞行相

法流程规定，任何一个反对意见均可使某条新规立

结合的训练教会学生相信正确的感觉、视觉信息，

法失败，而局方已经收到了类此反馈。在反对意见中，

并能够成功在可视度低的情况下成功驾驶飞机。”

作者指出飞行员需要通过使用各种感官对非正常高
度进行感知。FAA 则指出飞行员应抛开感官依靠仪

这则 NPRM 将在 7 月 16 日前接受公众意见。
（《中国通航博览》译自 AIN ）

比亚乔重拾 Evo 公务机计划今年预计交付 6 架
Piaggio Looks To Bounce Back with Evo
比亚乔全新管理团队参展巴黎航展时表示将重

可以更加有效的运往组装线。今年，比亚乔计划交

新启动 Avanti Evo 公务机计划。去年在阿布扎比

付 6 架 Avanti Evo 公务机，2017 年每月至少交付

Mubadala 航空航天公司成为公司大股东之时上任

2 架。其最高产能可达 30-35 架。Logli 表示，Evo

的 CEO Carlo Logli 表示，他在尽全力使这个意大

公务机于去年 12 月取得欧洲初始认证，但不得不在

利公司在更具创新性的同时，更为客户所接受。“我

最后一刻变更起落架供应商。公司预计很快会获得

们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改变公司运营文化，使公司内

起落架认证。

Airbus Helicopters H160 Enters Flight-Test Phase
空 客 直 升 机 中 型 双 发 直 升 机 H1601 于 6 月

首次试飞采用普惠 PW210 发动机，但今年晚些

13 日在其总部所在地 Marigane 机场首飞。直升

时候透博梅卡 Arrano 发动机将替代 PW210。由于

机 09：30 起飞，在空中滞留 20 分钟后（大部分

普惠表示将不会对其现有 1100 马力的 PW210E 发

为悬停状态）返回地面。飞行员 Olivier Gensse

动机进行提升，所以将这一机会留给了马力为 1100-

与另外两名试飞工程师在空中见证了这一历史。

1300 的透博梅卡 Arrano 发动机。后者将成为 H160

“ 我 们 都 没 有 任 何 震 感， 这 一 点 是 可 以 肯 定

直升机的唯一发动机供应商。空客计划于 2018 年开

的。”Gensse 说到。

始交付这款最大起飞重量为 13000 磅的直升机。

分工明确。此前一段时间，公司管理团队与股东间
的关系比较模糊。多年前，比亚乔曾面临倒闭的危险。
但现在，这家公司走上正轨，发展的越来越好。”CEO
希望在年底前实施改革措施。
比 亚 乔 投 资 1.53 亿 美 元 兴 建 其 Villanova
d’Albenga 工厂。Logli 表示，零部件在过去需要
在 Genoa 和 Finale Ligure 之间多次辗转，如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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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希德马丁现付 90 亿购西科斯基
Lockheed Martin Buying Sikorsky for $9B in Cash

洛克希德马丁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清晨宣布，

示：“我们希望保留西科斯基商用和军用的全部业

该公司就收购直升机制造商西科斯基与联合科技集

务。”西科斯基民用项目包括 S-76D, S-92 和之

团（UTC）签订协议，洛克希德马丁将向对方支付

前的 Schweizer 直升机项目。

90 亿美元现金用以完成该笔交易。美国国防和司

UTC 去年收益为 650 亿美元，其中西科斯基贡

法部对该笔交易具有否决权，但预计交易将会获得

献 75 亿美元。然而，西科斯基收益与销售表现连月

通过，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或明年第一季度完成。此

下跌，并与今年 6 月宣布将裁员 1400 人并对一些

前有媒体已对这桩震动直升机工业界的收购大案做

位于 Stratford, Conn. 的设施进行合并。同时，公

过报道，此次收购或将成为洛克希德自 1995 年与

司将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设施运营额外的生

Marin Marietta 通过 100 亿美元股权置换合并后的

产项目，该设施自 1929 年就属于 UTC 集团所有。

最大收购案。洛克希德马丁发言人 Dan Nelson 表

（《中国通航博览》译自 AIN）

飞机驾驶员短缺 美国数百座小型机场被迫关闭
U.S. Hundreds Small Airports Closed Down Due to Pilot Shortage
据外媒报道，由于美国私人飞机的价格偏高，

大。美国有私人飞机飞行执照的人在上世纪 80 年代

学习开飞机的人有所减少，美国数百个小机场已

初最多，但如今已降至 18.8 万人，使得全国数百个

经关闭，部分机场被改为赛车场或是农田。艾奥

小机场关闭。

瓦州的一位官员说，当地的一座小机场已不再使

在小飞机的驾驶员人数下降之际，美国商业飞

用，因此地方议会决定将其关闭，机场跑道被改

行的旅客却在增多，预计今年的航空旅客将创下纪

成赛车场。

录。但如今，航空飞行的魅力对许多人而言已不如

在美国，许多小城镇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开始

过去，商业航班经常晚点，一位老飞行员表示，美

兴建机场，二战后许多军用飞机的驾驶员退役，但

国民众乘飞机旅行的兴趣已经大大减少。（来源：

回乡后仍希望继续飞行，因此小机场的规模得到扩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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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随时退凯特航空网购飞机更便捷
PurchaseAircraft Online is Possible from Kate Aviation
本刊讯 现阶段，中国的通航市场正在集中爆发

策略不谋而合，于是在历时 6 个月的探讨、磨合和

式地发展，但大众认知缺远远没能跟得上行业的发

活动准备后，凯特首批国际市场上精选飞机于京东

展诉求，信息闭塞、交易流程复杂、航空法规过于

11 周年正式推出，首批 618 店庆活动推出的 6 款机

严苛等因素都在制约着客户的选择积极性。然而，

型，不仅性价比极高、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均为畅销

互联网应用时代对于正在崛起的亚太区低空市场来

机型，还包括了全球都一架难求的迅羊 Cabri G2。

说是具有潜在巨大价值的，为了能够让客户快速、

我们给予京东商城最低市场销售价格，确保了市场

准确找到国际市场上最满意的机型，凯特公司顺应

价格最低，客户无需再花时间进场研究和价格谈判，

时代发展的趋势，与京东商城对于飞机在线销售的

保证把时间、效率、品质、利润让给客户。

原始购机 V.S. 网络购机
传统购机

凯特私人飞机一站式购机

• 购机流程较为复杂，找不到可以信赖的购机顾问机构

• 购机流程均为专业一站式全流程服务，无需东跑西问。

• 购机顾问机构多为收费式服务

• 凯特私人飞机承诺不收取任何咨询服务费用

• 需要广撒网，重复咨询，浪费时间又累人。

• 为您过滤无价值信息，筛选国际市场上性价比最好的飞机。

• 市场价格闭塞，无从考证合理与否。

• 您看到的是市场最合适价格，不购机订金随时退。

• 因购机产生的培训、维护等问题，无专业机构提供全套服务。

• 因购机产生的培训、维护等问题，将为您提供市场上最合

• 会被忽悠，有可能被宰或碰到因不熟悉行业而产生的一系

适价格最优惠的服务咨询。

列未知问题。

•24 小时购机顾问，将指导您解决因购买和使用飞机而产生
一系列潜在问题。

两年亏损两通用航空公司股权正在挂牌转让

太空鹰航空企业集团发言人马永明表示，太空鹰

北京通航江西直升机公司的财务数据也显示，公

航空企业集团和东方航空集团将先后各自出让“东方

司 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亏损 39.55 万元和 100.2

通航”的全部股权，并已经形成了股东会决议。 马

万元。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交易基准日， 公司总

永明介绍，转让是根据集团战略规划进行产业结构的

资产 1.97 亿元，总负债 6298.77 万元，所有者权益

微调，是要更好地发展公务与通用航空产业。目前，

1.34 亿元。北京通航江西直升机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为

太空鹰旗下有两家航空公司，其中新创办的太空鹰公

投资经营直升机及其他航空器，航空零部件的研发、

务机公司，运营资质已经覆盖了东方通航的运营资质，

制造、销售、进出口业务及通航业务等。北京通用航

集团将集中力量打造太空鹰公务机公司。

空公司持有 51.28% 的股权。（来源：私人飞机）

皮拉图斯预计 2019 年开始交付 PC-24
Pilatus Jet Gets Off to a Flying Start
皮拉图斯携 PC-12 涡轮螺桨单发公务 \ 作业机

取证工作再添置两架原型机。P01 将接受原始包线

和 PC-21 训练系参展巴黎航展。然而观众却没有见

扩展测试；P02 将在 10 月底迎接首飞，对航电及

到 PC-24 公务机的影子，该飞机正在紧张的进行飞

自动驾驶系统进行测试；P03 将按照最终产品要求

行测试中。原型机 P01 五月 11 日在瑞士 Buochs

打造，配置完整客舱，预计将于明年首飞。

完成 55 分钟首飞。编号为 HB-VXA 的原型机本周

皮拉图斯去年在欧洲公务机展时开始接受

共飞行 6 次，累计 14 小时飞行小时，其目标完成共

PC-24 订单，一天半内共预定出 84 架飞机。公

计 2300 小时以结束飞行测试活动。

司计划将于 2019 年开始底交付这些订单。同时，

皮拉图斯于 2007 年推出 PC-24 计划。皮拉图

公司暂时停止接受预定，以全力专注于飞机试飞和

斯董事会主席 Oscar Schwenk 表示：“8 年后，

最终生产细节确定等工作上。预定将于 2016 年中

我们终于得以见他翱翔蓝天。”公司计划为试飞和

重新开放。

2 GA Companies Listing Transfer Due to Continuous Loss
两家通用航空公司股权正在挂牌转让：中国东方

航空持有 19% 股权。东方通航近年来盈利状况不乐

航空集团挂牌转让上海东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9%

观。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478.1 万元，净利润亏

股权，挂牌价为 48 万元；北京通用航空江西直升机

损 3027.1 万元；今年前 5 个月，营业收入为 0，净

有限公司 2.56% 股权拟 703.44 万元挂牌转让，转

利润亏损 514.4 万元。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评

让方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估基准日，东方通航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值分

东方通航成立于 1995 年，注册资本 2625 万元，

别为 -1.1 亿元和 -1.0 亿元，负债总计 2.1 亿元，

是中国首家具有私用飞行驾驶员执照培训等甲类资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1.0 亿元。转让方要求，意

质的通用航空企业，业务范围包括私用飞行驾驶执

向受让方须为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照培训、飞机代管业务、空中游览、航空摄影、空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良好的财

中广告、城市消防、空中巡查、空中拍照等。控股

务状况、商业信用和支付能力；该项目不接受委托、

股东太空鹰航空企业集团持有公司 81% 股权，东方

信托受让或联合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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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二季度巴航工业打破确认定单储备记录
Embraer Reaches Record Backlog in 2Q15
本 刊 讯 2015 年 第 二 季 度 末（2Q15）， 巴 西

交付详情

15 年第二季度

2015

商用航空部

27

47

E175

22

42

E190

3

3

E195

2		

2

公务航空部

33

45

轻型公务机		

26

36

飞机。与去年同期交付的 58 架飞机相比，今年再

大型公务机		

7		

9

创新高。

总计

60

92

航空工业公司的确认定单储备达到 229 亿美元，创
公司历史最高记录。上个季度末，2015 年 3 月确
认定单储备总计为 204 亿美元。2015 年第二季度
期间，公司向商用航空市场交付了 27 架商用飞机，
向公务航空市场交付了 33 架公务机，总计 60 架

巴航工业在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宣布，本季度的

飞机。上述价格未包括承诺定单与购买权。

亮点是，按照当前目录价格，确认定单金额高达 26

5 月，巴航工业宣布，海南航空集团子公司天

亿美元。确认定单包括中国多彩贵州航空公司购买的

津航空公司订购 22 架商用飞机（20 架 E195 和 2

7 架 E190 喷气飞机，天西航空公司购买并由阿拉斯

架 E190-E2），是中国首家订购 E-Jets E2 喷气

加航空公司运营的 8 架 E175 喷气飞机，联航快运购

飞机的航空公司。当月，巴航工业还宣布与巴西蔚

买的 10 架 E175 喷气飞机，Aircastle 租赁公司购买

蓝航空公司签署了 30 架 E195-E2 喷气飞机的确

的 15 架 E190-E2 喷气飞机和 10 架 E195-E2 喷气

认定单。

定单储备 — 商用航空部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机型

确认定单

承诺定单

交付

确认定单储备

E170 193

193

7

188

5

E175 459

459

350

291

168

E190 584

584

97

518

66

E195 165

165

2

140

25

E175-E2

100

100

0

100

E190-E2

77

85

0

77

E195-E2

90

80

0

90

总计 1,668

1,668

721

1,137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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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凯博收购美国 TopCub 顶级越野飞机型号
Top Cub Certificate Sold to Chinese
7 月 20 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举办的飞

两 家 公 司 都 认 为 顶 级 小 熊 飞 机 Top Cub 非

来 者 大 会（EAA） 第 一 天， 美 国 CubCrafters 小

常适合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通用航空市场，包括

熊飞机公司（下文简称“美国小熊公司”）宣布与

飞 行 训 练、 航 拍 和 测 绘、 森 林 巡 访、 航 空 物 流、

中国辽宁凯博通用航空器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

农业喷洒以及私人使用。顶级小熊飞机 Top Cub

“LCA”）达成交易。交易内容包括 : 中国 LCA 对

是久经考验的一款飞机，可以在复杂地形和荒野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颁发的标准 23 部运营

降 落 和 起 飞， 相 比 于 其 他 航 空 器 更 加 简 单、 耐

类型号 CC18-180 顶级小熊 (Top Cub) 飞机型号

用，运营也更加经济实用。顶级小熊飞机可配置

合格证 TC 相关所有知识产权以及获得的加拿大、

莱 康 明（Lycoming） O-360 C4P 发 动 机 或 卓

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的型号认可证 VTC 进行

越（Superior） Vantage O-360 A3A2 发

全资收购，并授权美国小熊公司可继续在中国以外

机，并可装备雪橇或水用 / 水陆两用的浮筒。超过

的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此飞机（中国工厂设立在辽

1000 磅的有效载荷，使该机型更适合中国机场少

宁的营口和大连，待生产许可证 PC 获得以后即将

而制约通航发展的瓶颈，将很快满足中国市场期待

开始中国生产）。这个项目经过几年的努力，顺利

已 久 的 用 户。 中 国 LCA 对 顶 级 小 熊 CC18-180

拿 到 了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总 局 CAAC 颁 发 的 CC18-

机型的型号合格证 TC 的收购，以及达成的与此交

180 型号认可证 VTC， 并获得了美国外国投资委

易相关的长期支持合约，将有助于美国小熊公司开

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发新的机型。长期合约中包括：中国 LCA 委托美

United States “CFIUS”）的审查批准。这项新

国小熊公司继续管理美国联邦航空局（FAA）要求

的并购与合作协议将顶级小熊 Top Cub 型号飞机成

的持续运行安全（COS），以及授权顶级小熊飞

功引入正在发展的中国通用航空市场。

机 Top Cub 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生产与销售，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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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无限期地为顶级小熊 Top Cub 机队提

个型号飞机收购协议的达成表明了这个目标已初步

供技术支持。

实现，并开始进入下一阶段。我们非常期待在全中

作 为 美 国 小 熊 公 司 的 创 始 人 和 CEO，Jim

国的天空很快看到她飞翔的身影。我非常感谢美国

Richmond 先 生 强 调：“ 这 个 新 的 协 议 对 美 国 小

小熊飞机团队对这次型号飞机收购协议的达成所做

熊公司的未来发展有重要帮助，不但能拓展国际市

的付出，也非常期待双方在今后共同努力，在中国

场，并且对公司现有和未来的项目发展提供了资金

获得成功。”

支持。尽管美国小熊公司和中国 LCA 公司是两个

作 为 该 项 目 的 顾 问， 丝 翼 通 航（Silk Wings

分开的独立公司，但是我们未来在中国市场的合作

Aviation) 的总裁张弩强调：“这个项目是中美通航

是很有前景的”。中国 LCA 公司 CEO 钱志军先

合作的一个典范，我们相信双方会精诚合作，实现

生表示：“当我在 2011 年第一次同美国小熊公司

双赢。希望这个项目为今后其他通航类中外知识产

会面时，我就决心将这款经典飞机引入到中国。这

权转移和合作项目奠定良好的基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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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穆尼国际集团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发布最新合作项目
Mooney International Boasts About Growth Spurts and
Announces Exciting Plans

在去年的 EAA 飞来者大会上，穆尼交付了集团

N242MR 的拍卖揭开序幕，穆尼历史博物馆的筹建

重组后的第一架 M20TN。在过去的一年里，穆尼克

一直依照计划进行，并将于今年稍晚的时间举行。除

尔维尔制造中心进行了一次从内而外的全面洗礼，不

了克尔维尔制造中心，中国河南郑州也将设立更高产

仅全面翻新基础建设，穆尼特别引进最新的数字化制

值的 M10 制造中心 • 服务中国新兴市场。今年 4 月

造工具和工艺，有效地提升飞机制造精准度和安全系

份在 Sun ‘n Fun 航展上穆尼宣布成为中国地区红雀

数，从而加快飞机的生产效率，让更多的 M20R 欢

飞行模拟器的独家代理商。目前有四台红雀全动式模

呼 3 型（Ovation3）和 M20TN 喝彩 S 型（Acclaim

拟器（FMX）配备 M20TN/R 飞行模拟软件分别在克

Type S）飞机，翱翔在越来越宽广的天际。

尔维尔、奇诺、北京和郑州四地展示。红雀全动式模

美国穆尼研发中心全力投入穆尼 M10T 和 M10J

拟器在 EAA 大会期间，也在穆尼展台上展出。

的认证工作。自从 M10 模型机首度在 2014 年珠海

此 外， 美 国 穆 尼 和 法 国 达 索 系 统（Dassault

航展上亮相后，穆尼研发团队引进最新前沿的数字研

System）近期也展开了合作。穆尼与达索系统联手

发软件， 继续推进 M10 的工程设计、研究开发和营

创建了 iPad 和 iPhone 的 3D 虚拟实境应用程式，

销规划。M10 概念验证机目前正在奇诺研发中心进

允许用户在自己手机上查看和自定义飞机的内饰和涂

行组装，预定今年会进行首次试飞。另外，以去年

装，全面精准地呈现穆尼飞机工程设计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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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下坠
ＳｋｙｄｉｖｅＷａｎａｋａ 带你时速两百公里冲向冰川之巅
俱乐部 ＣＥＯ 讲述跳伞俱乐部运营的那些事儿

舒服的靠在跳伞大师的肩头，在空中 ３６０°俯视 Ｗａｎａｋａ 和 Ｍｏｕｎｔ
Ａｓｐｉｒｉｎｇ 国家公园美景。这里是新西兰最高峰的家园，你可轻易的库
克山、阿斯帕林山，以及绵延的冰川、湛蓝的湖泊和河流尽收眼底。
你将和跳伞大师在 ３６５８ 米或 ４５７２ 米高空一同跃出舱门，体验为时
４５－６０ 秒时速 ２００ 公里的自由落体。
本刊记者 钱思音

从

4572 米（15000 英尺）高空一跃而出冲向眼前的冰川是
种什么感觉？时速 200 公里坠向白皑皑的尖峰，寒风涌进
张开的口中，此时的自己，是一颗外表没有花火内里火焰

熊熊的流星。我的第一跳在中国河北石家庄完成，这次来访新西兰前
一个月，再跳一次的想法挥之不去。所有跳过的人都告诉我第二跳最
吓人，第一次因为被兴奋冲昏了头脑，跟着教练就那么稀里糊涂的下
去了。第二次则完全不同，爬升过程中内心活动复杂，挣扎激烈。所
有的纠结在跃出舱门前那一刹得达到顶点后，被凝固在了舱门口。人
下去了，心思留在了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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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区域

一 行 人 驱 车 驶 入 新 西 兰 南 岛 Wanaka 跳

我今天的采访对象 Wendy 自 1989 年取得国

伞 俱 乐 部， 在 草 地 旁 的 围 栏 边 看 着 蓝 天 上 不 断

际跳伞级别认证后，便开始作为一名兼职商业跳伞

下 降 的 五 颜 六 色 的 运 动 伞， 自 己 的 激 情 立 马 被

摄像师为各类客户服务。期间，她获得了多个比

提前在网上或通过电话预约的客户来到俱乐部后，将由前台阳光

点 燃。 随 后， 热 情 的 总 经 理 Blake Mason 和

赛大奖。她拥有加速自由落体（AFF Accelerate

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由于客人大都提前预定跳伞时段，所以他们

CEO Wendy Smith 接 待 了 我 们。Skydive

Free Fall 或 Advanced Free Fall） 教 员 执 照，

知道需要携带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何时抵达俱乐部。随后，前

Wanaka 成 立 于 1995 年， 至 今 已 为 来 自 世

CSO 运 动 跳 伞 首 席 安 全 官 员 执 照， 拥 有 多 年 商

台人员将引领客人至“电影院”的区域，在这里，客户将收看跳伞

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游客送出惊心动魄的绝美体

业 运 营、 活 动 展 会、 远 程 物 流 和 媒 体 相 关 经 验。

须知视频。来自中国的客户可选择中文影片进行观赏。在五分钟的

验。2013 年 8 月，Fergusons 接 管 这 一 家 族

同时，她创造了全新的速度跳伞女子世界纪录。

视频播放过程中，客户将对跳伞重要关键知识进行了解。同时，视

企 业， 正 式 更 名 为 Skydive Wanaka Ltd。

她 积 极 地 充 当 起“Global Angels Skydiving

频将带他们走过从接待区至跳伞区、登机、机舱内直至落地等各个

Lloyd& Julie Ferguson 携 家 人 于 1999 年 移

Ambassador” ( 环 球 天 使 跳 伞 大 使 ) 这 一 角

阶段，让他们对整个流程有个了解。“接待区”为客户提供上网、

居 Wanaka， 将 企 业 交 付 于 Blake Mason 运

色，为亚洲地区的儿童募集了成千上万的善款。自

购物、卫生间、更衣室等功能性服务。

营。Blake 后迎娶了现任俱乐部市场部门主管的

1999 年 以 来， 她 一 届 不 落 的 参 与 到“Jump the

Alice（Lloyd 和 Julie 的 女 儿 ）。 极 富 冒 险 旅

Cause”活动中去，为乳腺癌研究募集了上百万善

游 业 经 验 的 Lloyd、Julie、Alice 和 Blake 对

款（www.jumpforthecause.com）。

运营区
在 5 分钟的视频播放后，接待人

航空富有无限的激情。同时，他们也乐于与来自
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分享他们激动人心的经验。这

怀着对她的敬佩之情，我们首先对 Wanaka

员将带领他们抵达“运营区”。首先，

份 燃 烧 的 热 情 加 之 35 名 极 富 专 业 精 神 热 情 待 客

跳 伞 俱 乐 部 进 行 参 观。Wendy 在 途 中 对 俱 乐 部

客户进入“客户出发休息区“。在这里，

的 员 工 与 一 流 的 设 备， 使 Skydive Wanaka 跳

的每个构成部分及他们的日常工作进行了详细的

准备体验高空跳伞的客户们将在这里

伞之旅成为大家的必选项目。

讲解。

选择跳伞服装、运动鞋（如果自己的
鞋子则可以穿自己的）、眼罩等跳伞
必要用具。他们的随身用品则可以锁
进旁边的储物柜中。
随后，客户将通过一块安全提示
牌再次确认跳伞过程中的安全要点及
注意事项。同样，这些安全提示均备
有中文翻译。由于大量来自亚洲及中
国的客人的光顾，这一举措显得格外
有效。在业务繁忙的旺季，俱乐部配
有一位全职中文翻译，为客户提供全
程翻译服务。一方面，这将重要的安
全信息在短时间内正确无误的传递给
客户，节省了沟通的时间；另一方面，
亚洲客户比较害羞，可能不会主动问
及一些相关知识，这时我们的翻译可
以适时的就一些关键点主动的向他们
进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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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客户整装待发。整个区域中充斥着节奏明显的流行音乐，
此时的客户肾上腺素水平逐步上升，兴奋的同时还有一些紧张。俱乐部

刚刚降落滑行至载客区的新西兰 P750 飞机，正待命准
备再次起飞。此时，一支由跳伞大师、摄像师、游客组

准备的一些游乐设施，帮助他们放松精神，缓解紧张的心情。值得注意

成的大部队从我身边经过，疾步向飞机走去。

的是，所有的客户只能在室内的”客户出发休息区“等待出发。
跳伞机一直保持引擎发动状态在跑道尽头待命，以减少两批客人之
间的转换时间。加油区在降落区的不远处，飞机可在大约 6 分钟内完
成加油。以上多个有利条件结合各区域紧凑的安排设置，大大节省了运
营时间，提高了运营效。

折伞区
跳伞员着落后，将伞具移交
至折伞区的专业折伞员，他们将
在短时间内将伞具折回原样并进
行存放。这在确保安全的同时，
也提升了工作效率。起飞 - 降落 拿起另一伞包 - 再度升空，整个
流程相当流畅。另外，这可增加

降落区

跳伞员与客户在一起的时间，加
在这里，我们见到跳伞员载着客户，悬挂在一个个喷涂了俱乐部 LOGO 五颜六色的大伞下方平稳着陆。

深对彼此的认识与信任度。大约

出于安全考虑，俱乐部对着陆方向及路线有严格要求，以避免不必要的冲撞及危险。

3-4 名专业折伞员配合 14 名左
右的跳伞员工作。一名专业折伞

降落后，根据客户的需求，单独的视频编辑人员将对客户跳伞视频进行剪辑。二十分钟后，客户便可

员可在 8 分钟内完成一个大型伞

在上网区域欣赏或发送自己的跳伞视频了。

具的折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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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飞机和飞行员
跳伞用机需要对飞机从舱门
到座椅进行相应的改装，在尽可

响，根据季节的不同，我们共有 12 至 16 名跳伞教

俱乐部提供的课程逐步完成培训、取证流程。

练和 25 至 30 名工作人员为客户服务。我们运营一架

NZPF 为该项体育运动的主管方，为其设立培

P750XL 涡轴飞机，全年为大约 8000-9000 名来自

训、 安 全 等 相 关 法 规 并 进 行 监 管。 学 员 们 逐 步 可

全球各地的跳伞爱好者服务。

以获得跳伞 A 级执照，而后便可独自完成 2700-

能容纳更多的人员的同时，使登

跳伞于我是件特别有意思且刺激的事情。同时，

机、跳伞等动作完成的更加流畅。

能够驾驭自己的身体在空中驰骋，总让我感到不可意

俱乐部共有 3 名飞行员。一名全

思。我在取得了跳伞执照后，考取了固定翼执照和商

由 NZPIA 管理的跳伞公司为游客、电影公司、

职飞行员，每周工作 5 天；2 名

用直升机执照。我的处女跳发生在 1985 年，至今共

摄影艺术家、有团队拓展业务的公司和极富冒险精

兼职飞行员，每周工作两天。俱

累计了 2 万多次跳伞经验。

神的个人提供跳伞服务。专业跳伞人员必须在获得

4500 米的高空跳伞至规定的“降落区“，从而获得
相应的跳伞经验，逐步向 B\C\D 级执照进军。

执照后方可参加跳伞活动，该执照在其他国家也可

乐部需要根据民用航空法的相关
规定，合理安排飞行员等工作人

ＣＧＡＤ： 新西兰的跳伞体系是怎样的？如何取得相关

使用。执照持有人需为体育执照缴纳相应年费。新

员的工作时间及飞行小时。民用

的资质、执照？

手则可在教练带领下感受肾上腺素激增的双人跳伞。

航空法乃首要法律纲领，它对安

Ｗｅｎｄｙ：新西兰跳伞联邦（New Zealand Parachute

通常来讲，商业公司都会提供跳伞资质的相关培训

全、飞行时间等科目做出详尽的

Federation, NZPF）设立跳伞学习体系。NZPF 全方

课程。各类商业跳伞专科为折伞员、自由落体摄像师、

规定。新西兰跳伞联邦（NZPF）

面代表新西兰跳伞运动，其中包括比赛、培训、进阶、

跳伞大师和双人跳大师提供了不同的就业机会。

则对跳伞设备、跳伞的风速等跳

教育与推广。通过与新西兰跳伞行业协会（NZPIA）

跳伞俱乐部在 NZPIA、NZPF 及 CAA 颁布的

伞相关内容制定规则。同时，新

和新西兰民航局（CAA）的紧密合作，NZPF 帮助维

115 部冒险航空运营执照管理体系下运营商业跳伞

西兰跳伞行业协会（NZPIA）提

护这一体育运动的安全性。学员将从 NZPIA 设立的各

活动。他们每年根据相关法规条例对跳伞俱乐部进

供在线培训、考试等服务，方便

种跳伞课程中完成自己的学习。学员可以通过很多跳伞

行审计。

了个人与公司的进阶与管理。跳
伞公司则需要在遵守以上两个机
构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设立自
己的工作流程、安全监管流程、
跳伞流程、培训流程等。
ＣＧＡＤ： 请 您 简 单 介 绍 一 下
Wanaka 跳 伞 俱 乐 部 的 情 况。
您最初为何选择跳伞？请您对自
己也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Ｗｅｎｄｙ：Wanaka 跳 伞 俱 乐 部 位
于新西兰南岛 Southern Lakes 区
wanaka 机场内。距离皇后镇 45
分钟车程。由于皇后镇是国际机场
所在地，城市相当拥挤，空域也很
繁忙。这里则不同，不管是空域
还是地域都很辽阔，环境宜人舒
适。跳伞活动很大程度上由季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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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ＧＡＤ： 如何为一家跳伞公司进行选
址？需要哪些专业人士？
哪些机型是新西兰跳伞企业偏爱机型？
Ｗｅｎｄｙ： 跳 伞 俱 乐 部 一 定 要 靠 近 人
口密集区，同时该地区一定要有良
好的净空条件及动人的风景。
设立一家商业跳伞公司需要来自体
育和航空领域的专家、一支完美的
管 理 团 队、 健 康 与 安 全 管 理 专 家、
以及由管理者认证批准的完备的公
司运营手册。例如 PAC 750 XL 和
Pilatus Porter PC6 等涡涡轴飞机，
爬升速度快，是跳伞俱乐部的上乘
选择。
ＣＧＡＤ：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新西兰跳
伞行业的发展历史。
Ｗｅｎｄｙ： 新 西 兰 跳 伞 产 业 发 展 源
头 可 追 溯 至 1800 年， 那 时 候 的 气
球飞行家们会在飞行展示中飞身一
跃 完 成 跳 伞。1922 年 2 月， 澳 大
利 亚 人 Albert Eastwood 第 一 次
在新西兰从一架飞机中跳出完成跳
伞。1930 年， 一 名 跳 伞 者 在 一 次
航空盛会中第一次为跳伞表演收取
酬 劳。 但 直 至 20 年 后， 跳 伞 活 动

后记

才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发展起来。奥

一 个 半 小 时 后， 我 们 慢 慢 驶 离 跳 伞 俱 乐 部。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克 兰 跳 伞 俱 乐 部 于 1953 年 领 先 成

Wendy 一直强调的俱乐部管理流程在她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由于后

立；1955 年， 新 西 兰 跳 伞 联 邦 继

部分采访是在运营区的草地上站着进行的，她后来告诉我，非专业人

而成立。

员不可独自踏入运营区域，所以她必须一路陪同我们直至结束。我想，

跳伞活动通常在开伞前的自由
落体阶段引入很多特细表演元素。

这就是新西兰通航企业的一个缩影，精益管理与甚至苛求的严格管理，
成就了企业的今天。

这 一 活 动 大 约 在 1960-1970 年
代成形。人们不断创造新记录，跳

这次没有机会完成我的人生第二跳，多少有些遗憾。但在充分的了

伞小组可在空中组成各种组合。那

解了 Wanaka 跳伞俱乐部的管理、质量和专业性后，我心中哪怕那一

时，新西兰第一次参与了世界跳伞

点点的“第二跳恐惧”，也随之灰飞烟灭了。企业如何培养新客户维护

大赛。

老客户？这不就是千金不换的秘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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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 Free Fall:
Drop to the Peak of the Glacier @ 200KMH with SkydiveWananka
CEO Wendy Smith Tell You How to Run A Skydive Club
CGAD Writer Elaine Q

Just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breath-taking 360-degree views of Wanaka and Mount
Aspiring National Park - home to some of New Zealand’s highest mountains, including
Mount Cook and Mount Aspiring, plus glaciers, crystal clear lakes and rivers. Once
you’ve reached your chosen altitude of 12,000 or 15,000ft you will be out of the aircraft
with your tandem master, and experience the pure adrenalin rush of freefalling at
200kph followed which will last for about 45 to 60 seconds.

W

hat do you think about
falling out of the airplane
from 15000 ft. high
and rushing to the top of the glacier
beneath you? Your body shoots to
the tip of the mountain at the speed
of 200 KPH, freezing wind blow
into your mouth, right now, you’re
a shooting star burning from inside
out. I completed my first jump at
Shi JiaZhuang in He Bei province
in China. One month ahead this trip
to NZ, the thought of second jump
just popped in. Everybody who has
done several jumps told me that the
second jump was always the scariest
one. Why? Because at the first time,
you are so excited that you forget
to be nervous. The second jump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climbing part
gives you enough time to get nervous
and anxious abou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and make yourself scared. All
the worries and tension reach its’ peak
1 second before you jump out of the
plane and is frozen there. Your body
is out of the plane, but your thought is
kept up at the cabin door.
We arrived at Skydive Wanaka

Club based in Wanaka airport.
Several colorful parachutes with
tourists waving their hands were
continuously landing into the
landing area. The scene lighted me
up immediately. Club managing
director Blake Mason and CEO
Wendy Smith greeted us with their
warmest smile. Since it’s conception
in 1995, Skydive Wanaka has put
smiles on thousands of happy
customers’ faces from all across
the world.Now officially Skydive
Wanaka Ltd, the company remains
a small, family-run business in the
hands of the Fergusons, pictured,
who took over the reins in August
2013.Lloyd & Julie Ferguson, who
moved to Wanaka with their family
in 1999, entrust the daily running of
the company to Managing Director
Blake Mason, who also happens to
be married to their daughter Alice,
now in charge of marketing.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adventure tourism and great passion
for aviation, Lloyd, Julie, Blake
and Alice are proud to be part of
such a fun, exciting, world-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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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and love sharing such a
uniquely thrilling experience wi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enthusiasm, coupled with over 35
fantastic staff and state of the art
facilities, helps put Skydive Wanaka
on the “must do list” for both
visitors and locals alike.
Our interviewee today Wendy has
competed at International Skydiving
level since 1989 and has been a
Freelance Commercial Cameraman
during the last 18 years and has won
multi awards and medal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Wendy has her AFF
Instructor rating, CSO Chief Safety
officer rating for sport parachuting
and has a life time experience in
commercial operations, events,
remote location logistics and media
delivery. She gained a new women’s
world record gold medal in speed
skydiving.Her active role as a “Global
Angels skydiving Ambassador”,
www.globalangels.org, has helped
raise thousands of dollars for children
in Asia.Wendy has also been a
participant in every Women’s World
record for "jump the cause" since

1999, helping raise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Breast cancer research(www.
jumpforthecause.com).
With a respectful mind, we started our
skydive club tour first. Wendy explained
every part of the club and their functions;
meanwhile, she sketched their daily
workprocedure to us.
Reception Area
Customers who have registered
online or through phone booking
system, could directly go to the
reception table, sunny girls will greet
them and show them the procedure.
Since most of the clients are preregistered, so they aware what to bring,
how to dress, when to arrive to the
club for their skydive trip. After that,
girls will bring them to the“cinema”,
where they will enjoy a short safety
information video. Chinese customers
may select Chinese version. They will
get to know all the important factors
about skydive from the 5 minutes
video. Meanwhile, the video will
also demonstrate the entire routine
from reception to boarding, make the
customers’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Reception area also provides shopping,
Internet, bathroom, dressing room and
other functions to the customers.
Operation Area
Customer will move to operation
area after the 5 minutes video. First
of all, they will enter “Customer
Departure Lounge”, where they will
collect their jump suit, sneakers
(if they were not wearing the right
one, they definitely would find the
proper ones here.), mask and other
necessities. Their personal belongs
would be saved in the locker.
Again, customers will see few

safety notice boards showing all
the key safety points. Mandarin is
available also. Since more and more
customers who are from Asia or
China come to Wanaka for skydive,
this seems very efficient. During
the peak season, the club will have
a full-time Chinese translator here.
This will help the tandem masters
to debrief the safety information to
the customers correctl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very time efficient;
meanwhile, Asia customers are
relatively shy, they may not ask us
to explain for certain information,
so the translator could make a
informational explanation to them.
With the pop song in the air,
customers are all set to go. At this
minute, adrenalin level in their body
shots up, they may calm themselves
down by playing a little game at the
lounge. What need to be noticed
is, customers are not allowed to go
beyond this area while waiting for
departure.
The propellers will keep rolling
and the airplane will be on call at
the end of the runway all the time,
this will reduce the loading time
between to 2 tasks. Fueling area is
located along the runway. It takes
roughly 6 minutes to fuel the plane.
With all the advantages and compact
arrangement of the functional areas,
the club saves time and makes the
operation more efficient.
Parachute Packing Area
professional parachute packers
after landing. The packers will
make sure all the parachutes will be
folded back to its original setting
and properly stored for next jump.
This makes our work flow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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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take off – landing – grab
another parachute – take off again.
Meanwhile, this will give the tandem
masters more time with the clients,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and build
trust. There are 3-4 professional
packers work with 14 tandem
masters. A professional packer could
complete packing within 8 minutes.
Landing Area
We can see colorful parachutes
with club logos on descending from
the sky. Descending direction is
strictly regulated as a safety concern,
which will limit the unnecessary
collisions to the minimum.
About aircraft and pilots
Skydive aircraft needs to be
modified from cabin door to seat
settings. This will ensure more
people at one time while providing a
smooth process for the customers.
There are 3 pilots in the club, 1 full
time flies 5 days a week, while the
other 2 part time pilots fly 2 days a
week. The club needs to arrange their
working time strictly in compliance
w i t h C A A’s r e g u l a t i o n . C A A
regulation is the umbrella, you will
find detailed regulation of safety and
flight procedures in it. NZPIA regulate
stuffs like skydive equipment, wind
speed, and skydive suits etc. NZPIA
also provide online training and exam
services, which makes company
operation much easier. Skydive
company needs to carry out operation
procedures,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skydive procedure and training course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uthoriti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CGAD:Please give us an
introduction on Skydive Wan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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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AD:What does the entire skydive
system like in NZ? For example how
to acquire license and qualification ?
Wendy:Learning to Skydive in New
Zealand is carried out through our
Parachute federation. The New
Zealand Parachute Federation
represents all aspects of New
Zealand sport skydiving, including
competitions, training, progression,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rough
a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 Zealand Parachute Industry
Association (NZPIA) and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CAA), the NZPF
also helps to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safety within the sport.You will learn
to skydive using the training table set
out by the NZPIA. There are quite
some training schools within skydiving
operations, training students and
progressing them through the jump
license system in NZ.
The New Zealand Parachute
Federation remains the governing
body for the sport, setting rules
and overseeing training and
safety standards. Learners work
towards obtaining an ‘A’ licence
in skydiving. They can then jump
solo from altitudes of 2,700–4,500
metres into defined ‘drop zones’
gaining experience along the road
of progression for B, C and D
licences.
Skydiving companies belonging
to the New Zealand Parachute
Industry Association offer
skydiving for tourists, film-makers
and photographers, companies
on team-building exercises, and
adventurous individuals. You must
have a licence to jump (which
you can take to jump in other
countries) and paye an annual fee
for your sporting licence. Novices
can experience the adrenaline rush
of free fall by tandem jumping
– harnessed to a tandem master.
Commercial companies also
provide training towards skydiving
qualifications. The Diploma in
Commercial Skydiving opens up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ment as a
parachute packer, free-fall camera
operator, jumpmaster or tandem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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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Why did you choose skydive
in the first place?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to our readers.
Wendy:We are “Skydive Wanaka
”, based at Wanaka airport, in the
Southern lakes region of the south
island of New Zealand. It is about
45 minute drive from Queesntown.
Because of the internationa airport
is based in Queenstown, so there
is quite crowed and busy. But here
is differnet in terms of airspace
or landscape. With the tranquile
environemnt and beautiful view
out there, it is the perfect place for
skydive. We operate with 12 to 16
Tandem Masters for our customer
Tandem jumping and overall staff
levels of 25 staff for the complete
operation (depending on the season)
– Skydiving is weather sensitive.
Skydive Wanaka flys a PAC 750 XL
turbine aircraft for our year round
operation with approximately 8 –
9000 jumps made per year.
It is amazing and has a lot of fun to
me. Meanwhile, fly your body in the
sky in totally amazing. First I got my
skydive lisence. After that I got my fixwing lisence and CPL for helicopter.I
made her first jump in 1985 in NZ and
has 20,000+ jumps today.

We o p e r a t e t h e c o m m e r c i a l
tandem business under the rules
of the NZPIA “our parachute
federation and a Part 115 Adventure
Aviation operating certificate that is
issued by CAA of New Zealand, the
goverment regulator. They audit the
company for compliance to this rule.
CGAD:Where would be the
appropriate place to run a skydive
club? hat kind of specialists do you
need to compose the management
team? What are the favorite airplane
models in NZ for skydive clubs?
Wendy:Wendy:Skydiving operations
need to be near to a large population
of people and in a location that offers
a spectacular veiw, clear airspace.
Setting up a commercial skydiving
operation requires specialists from
within the sport, from the aviation
sector, an awesome management
team, health and safety logisitics and
a company manual that is approved
by the regulator.
Turbine aircraft are great for
quick rides to altitude, PAC 750 XL,
Pilatus Porter PC6.
CGAD：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kydive industry in NZ? And the
evolution through the years.
Wendy:New Zealand parachuting
dates back to the late 1800s when
balloonists would incorporate a
jump in their aerial displays. In
February 1922 Australian Albert
Eastwood made the first jump in
New Zealand from an aeroplane,
and the 1930s saw a succession
of parachutists who performed for
money at air pageants.
But parachuting did not develop

as a sport for another two decades:
the Auckland Parachute Club led
the way from 1953, and in 1955 the
New Zealand Parachute Federation
was formed.
Skydiving often involves
performing acrobatics in free fall,
before opening the parachute. It
became established in the 1960s
and 1970s. New altitude records
were set, and groups would
make descents in a cluster or in
star form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New Zealanders took part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Epilogue
One and half hour later, we drove
away fromSkydive Wanaka Club.
What to be mentioned is that the
management procedure Wendy
emphasized all the time, perfectly
reflected on her through the entire
interview. Our interview was done
on the lawn in the operation area,
she told me afterwards that visitors
shall keep out of operation area
when there is no accompany by the
professionals. So she stood there the
entire time with us. I believe that it
is a reflection of all the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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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companies;lean management
and even rigorous management
procedures build the company’s
reputation.
It was such a pity that I could not
complete my second jump this time.
But after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Skydive Wanaka ’s management
qualify and professionalism, the
little tiny “Second Jump Phobia” I
may have in my heart has already
been removed. How does a company
foster new customer and maintain
old ones?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way of doing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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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激情
一位摩托越野赛冠军到中国开拓通航市场的故事

他

是一个不断为自己设立目标、不停挑战自我的人。
9 岁开始参加新西兰摩托车越野赛。15 岁赢得新西兰摩托
车越野赛冠军，随后代表厂商参加全球各项专业赛事。20 岁获

本刊记者 钱思音

让我们听一听，新西兰人 Kingsley Thompson
为何搁置冲击汽车拉力赛冠军的梦想，前来中国开
拓通航市场。

得直升机商照。年近 40 参加新西兰汽车越野拉力赛。如今，他来到中国，
迎接他为自己设下的全新挑战。

一半，他则负责支付我人生中第一台摩托车的另一
半货款。这也成为我这辈子第一笔大额支出。
9 岁时，我开始参加新西兰全国各地的摩托车
越野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于竞技体育的激情

ＣＧＡＤ： 请您向读者介绍一下自己，以及您过去参

迅速增长。12 岁时，我便获得新西兰冠军赛这一

与各项极限运动的经历。

年龄组的亚军。15 岁，我便通过赢得大赛的全部 7

Ｋｉｎｇｓｌｅｙ （Ｋ．Ｔ．）： 我在新西兰的一个养鹿农场长大。

场比赛在摘得该比赛冠军桂冠同时，成为新纪录的

那段时间里，我不仅学会了各项生活技能，更重要

创造者。随后，我不断的作为专业赛手代表各厂商

的 是， 我 第 一 次 接 触 到 伴 我 一 生 的“ 直 升 机”。

车队参加国内国际顶级赛事。最终，一次严重伤势

1964 年起，家父便开始在新西兰经营养鹿农场，

让我不得不中断了热爱的比赛。一度，我曾以为将

也是该行业的先行者。最早，人们猎杀野鹿食肉，

失掉自己的右腿。但在医院治疗 2 年后，我又能站

随后便开始捕捉野鹿用以驯养。通常来讲，一人驾

起来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了。

驶直升机，另一人站在直升机外的雪橇上随时准备
跳到鹿身上，对其进行捆绑。正因为我们是这一领
域的先行者，所以现在能在世界各地动物捕获业看
到新西兰飞行员活跃的身影。

正是因为此次伤病，让我不得不放弃在地面对
速度的追寻，将自己抛向空中的飞行生活。
“对于飞行员来讲，农林作业飞行是难度最大
且危险的飞行任务之一。直升机总是装载大量物品，

随后，新西兰农场主发明了“网枪”，这样捕

或是在地面上 3 米多的位置进行飞行，或是盘山、

猎者直接从直升机向鹿发射一张大网对其进行捕

绕树飞行，还要时不时的留意电线等障碍物。通常

获，降低了工作风险。我曾经作为捕鹿直升机飞行

来讲，飞行速度大于人们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的速度。

员在农场工作很长时间。家父经营的农场使我在极

但现在，这一切对我来讲变得有趣且充满挑战性。”

年轻的时候接触了各种直升机及多种应用领域。同
时，也认识了很多拥有、运营直升机的人。
在我少年时期，父亲经常在新西兰各地参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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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ＧＡＤ： 作为一名专业赛手，是什么让你决定投入
蓝天的怀抱呢？

各类摩托车体育项目，这也逐步燃起了我此类运动

Ｋ．Ｔ．： 在养鹿场成长过程中，让我逐渐对普通猎鹿

的由肾上腺素推动的如火激情。我父亲年轻时是新

和其他活动有了相应的了解。在那时，直升机对于

西兰从拖车、喷射船、到赛车的各类竞技体育的先

年轻的我来讲还是一个神秘的物件。这颗种子迅速

行者。他是新西兰最早从事铝材及钢铁定制轮胎

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我希望在短时间内能够学会飞

Mag Wheel 的制造商。

行，飞上蓝天。

他通过努力的工作和合理的存储，教会我人生

22 年前，我第一次乘坐直升机进入丛林猎鹿。

最 重 要 的 一 课 -“ 通 过 勤 劳 工 作 得 到 你 想 要 的 东

不久后，我便完成了第一堂直升机飞行课程。老

西”。在我 7 岁时，我和爸爸商定，如我自己出资

实说，我一下就爱上了它。这一新的嗜好，很快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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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行业文化”以及驱动行业人前进的思维模式的不同。
新西兰具备悠久浓厚的产业经验可供中国使用。从直升机到固定
翼，我们具备农林作业、紧急救援、搜救、巡线、跳伞等多领域丰富

如果你不曾感到害

经验。我相信，中国在各个领域需要各类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的加入，

怕，证明你前进的还

断实践与摸索所积累的。而我们积累的经验与知识可以传授给他人，

不够快。”

参与到中国通航发展进程中来。这些经验与知识，是通过长时间的不
使其少走弯路，节省时间。如果中国希望更快的推动行业的发展，我
想，这是你们应该采取的方法。
“不要重新发明车轮”了。中国不必如其他国家般经历痛苦的学
习过程，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故和死亡才积累了今天的经验。你们仅
需要学习并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与知识即可，但一定要小心、完美的
进行复制，一步的缺失，后果不堪设想。这将不仅对整个行业带来损
害，也将影响中国的国际声誉。
我认为，中国通航尤其是直升机板块将在未来 12-18 个月中得
到巨大的发展，但随后会有明显的滑落。我们知道，很多运营商先前
预定的直升机已经逐步开始交付，这将推动市场的发展。

成为我事业的根基与开端。我成立了 3 家直升机

在我们即将接近转角前准确无误的读出信息。这要

公司，并逐步获得几乎所有的等级证书及执照。

求我俩能够高效、快速的加工大量信息，和驾驶直

我在最大起飞重量、最高速度等情况下，完成了

升机十分相像。

几千小时的低空飞行积累。这让我觉得自己真正
的活着。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快速融入多种竞速体
育项目和直升机中去的原因。我早已习惯了快速

对于飞行员来讲，农林作业飞行是难度最大且

加工和对信息进行反应。美国一位非常有名的人

危险的飞行任务之一。直升机总是装载大量物品，

曾说：“如果你不曾感到害怕，证明你前进的还

或是在地面上 3 米多的位置进行飞行，或是盘山、

不够快。”

绕树飞行，还要时不时的留意电线等障碍物。通

我认为，我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一个挑战，我设

常来讲，飞行速度大于人们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的

立目标，然后努力工作实现它。无论是摩托车、越

速度。但现在，这一切对我来讲变得有趣且充满

野赛、直升机，还是对我下一个挑战 --- 中国来讲，

挑战性。

我都是这样做的。为实现目标，你必须足够耐心，

不久前，我再度燃起心中对地面竞速的激情，

等待正确的时间去做正确的事情。

驾驶一台最新三菱四驱涡轮赛车参加了新西兰越野
拉力锦标赛。之所以会选择这一项目，是因为它是

ＣＧＡＤ： 您认为中国与新西兰航空产业的区别是什

最难掌握也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一个项目。对于我来

么？您对中国通航产业未来发展的看法是什么？

说，这是一个充满激情与魅力的全新的挑战。

Ｋ．Ｔ．：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不断的在中国大陆

越野赛车是一个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的工作。

各地游走、调研，对中国的直升机产业进行深入的

我的导航员在比赛中负责为我快速念出由数字系统

了解。我认为，两国之间该行业唯一最大的区别是

1-7 编号和 L 或 R 指示的各种导航信息。他需要

“文化”。这不仅是两国社会或国家文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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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的

的飞行水准，这将在未来为中国

认为，如同其他行业，中国的通航

另一大问题便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市场提供大量有经验且能为运营

产业发展速度会惊人的快。然而，

的缺失。现在中国市场上拥有的普

商在安全模式下赚钱的飞行员。

这其中也孕育着最大的问题，如何

遍是持照的新飞行员，缺少作业经

“中国的通航从业者需要联

验。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使用中国

合起来，通过不断的教育提升安

采用的方法，将崭新的飞机交到没

全意识，并在其中找到经济效益

解决这一问题的秘诀在于，教

有经验的飞行员手中，并指望他能

与安全性的平衡点，共同避免错

育并帮助从业者不再犯前人的错

完成高阶作业任务。我担心未来将

误的不断重复。”

误。老话说得好：“其实没有几个

出现大量事故，但这是一个不能承

避免其他国家犯过的错误，不再通
过痛苦的过程积累知识与经验。

错误，人们只是在不断重复那些老

担任何错误与事故的产业。一系列

ＣＧＡＤ： 新西兰的航空文化是如何

错误罢了！”中国的通航从业者需

问题，将迫使行业从快速发展进入

搭建起来的？如何在中国建立航

要联合起来，通过不断的教育提升

滑坡阶段。回落阶段过后，一些大

空文化？

安全意识，并在其中找到经济效益

型有实力的公司将强势回归，推动

Ｋ．Ｔ．： 新西兰在直升机运营方面具

与安全性的平衡点，共同避免错误

产业稳步发展。

有 50 多年的历史。我可以骄傲的

的不断重复。这一认知要由公司

说，新西兰人均直升机的比例为

CEO 和管理层开始，逐步灌输到

ＣＧＡＤ： 如何解决新飞行员飞行小

全世界最高。400 万人口拥有大

各层人员之中去。对于安全经济效

ＣＧＡＤ： 高科直升机可为中国市场做些什么？

时、经验不足的问题？

约 900 多架直升机。我只能说，

益意识差的人来说，案例说明和提

Ｋ．Ｔ．： 高科直升机共有三个主要业务板块：

Ｋ．Ｔ． 这是一个国际上普遍存在的

新西兰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在

供建议是推动这个新兴市场快速发

问题，在新西兰同样如此。飞行

世界上没有更多经验可供借鉴的

展的最有效的做法之一。

员需要通过 150 小时飞行培训后

时候，通过漫长的摸索之路逐步

长远来看，对大学生、甚至是

领导者以极少的信息为基础，做出重要的决策。这

经考试获得直升机商照。但新西

积累了今天的经验与知识。“不

初中、小学、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才

是一个需要被终止的恶性循环。你不可能指望复制

ＣＧＡＤ： 作您认为中国运营商雇佣外籍飞行员的困难何

兰行业最低标准为 500 飞行小时。

断的尝试，不断的犯错”是所有

是终极目标。他们是通航未来的飞

一个坏的案例，而奢望看到好的结果。有力的信息，

在？如何克服？

这中间相差的 350 小时对于很多

先驱者的座右铭。然而，这绝不

行员和工程师，对他们传授正确健

是真实、可靠的信息。

Ｋ．Ｔ．： 语言障碍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我们鼓励外籍飞

人来说都是很难积累的。

是今天这个现代产业应该考虑的

康的行业认知和理念，会帮助产业

发展路径。经过最初阶段的积累，

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

一种方法是飞行员自费或由公

除此之外，任何直升机相关的其他产品或服务，
如果客户有需求，可随时联系我们。（微笑）

第一，为相关公司提供咨询顾问服务，使其运

我们都知道，世界航空界将密切关注中国通航市

营的更加安全、更具有战略性。我们经常见到公司

场的发展，我们愿意协助中国证明其所拥有的实力。

行员学习中文，但很明显，对于“老外”来说，这
第二，为客户提供外籍飞行员及工程师。外籍

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语言。航空产业的魅力在于，它

飞行员可向中国通航公司传授安全有效的运营技巧，

吸引了很多能讲英文的人加入。英语始终是世界航

ＣＧＡＤ： 您在中国通航领域希望实

使公司逐步走上更为安全、经济性更好的运营之路。

空界的通用语言。所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敬意。所有小朋友在儿童时代便

现自己什么样的目标呢 ?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是行业发展的最为基础的要求，

一些问题。

运营商工作，在一定时间后，通过

被位于全国各地的直升机围绕，

Ｋ．Ｔ．：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讲我们

然而中国现在的飞行员数量不足以推动行业发展。

一些基础任务积累飞行小时。这两

从职业选择和安全等方面，建立

现有的经验与知识带入到中国市

当然，对于中国来讲，雇佣外籍飞行员仅仅是过度

我们也在寻找合作方通过合资的方式在新西兰兴

种方法都有一个问题：你并没有飞

起对这一行业健康、正确的认识。

场中去，帮助已有或未来的通航

阶段，我认为，在未来 6-8 年时间内，中国将完成

建一个专为中国学员提供服务的校舍区。我认为，

行，而是教导别人飞行；或仅完成

在中国期间，我对这个国家各

企业走上健康、安全、有效的发

自有飞行员体系的建设工作。

我们应先培训足够的中国籍飞行教员，让他们对

例如观光飞行等最为简单的任务；

个领域的快速发展感到十分震惊。

展之路。从而使行业得到更为快

第三，飞行员培训。新西兰大量经验丰富的飞

未来的中国学员进行培训。这便解决了语言障碍

你本身没有或者仅积累了极少的飞

我深感中国通航产业，尤其是直升

速和安全的增长，缩短企业扭亏

行教员可为中国培训飞行员及各类工程师，同时，

这一问题。同时，我们也在寻找合作方在中国建

行技术与经验。

机领域，将在不远的未来赶超世界

为盈的时间，帮助企业盈利。无

我 们 还 可 以 提 供 紧 急 救 援、 搜 救、 巡 线、 建 筑、

立培训学校。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培训领

其他国家，在直升机数量和机队的

论任何国家或文化，这都是所有

NVG( 夜视飞行 ) 等培训课程。拥有大批经验丰富

域投入更多资金，以提升飞行员

现代化配置上得到长足的发展。我

生意的终极目标。

的飞行员是行业发展的要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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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资助完成高阶训练。首先，你需

行业快速成熟并走上专业的道路，

要获得教员执照，随后便可通过执

人们很快学会对产业报以最高的

教积累飞行小时。另一种方法是为

目前，我们在新西兰拥有一家培训学校，同时，

我们可引入有经验的新西兰教员，在中国对学
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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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nd Furious :

ＣＧＡＤ： 作 为 了 前 来 中 国 开 展 业
务，您做了多久准备？如何达成

A Foreign Motorcross Champion’s Challenge of China GA

您设立的目标？
Ｋ．Ｔ．： 我过去 22 年一直在为来中
国做准备。（大笑）

H

e is somebody that keeps challenging himself through the years; setting goals while marching on the way to
success.
At age 9 , he started racing Motorcross at local events; By age 15,hewon his first New Zealand
Championship Title, and went on to race professionally for a factory backed team for several years at the top level.
Today, he is ready to embrace his next challenge in China.
Let’s listen to the story from Kingsley Thompson, why he put pursuing the New Zealand Rally Car Championship
on pending, and positioned himself in the China GA market challenge.

在来中国之前，我慢慢积累
了从拥有、运营直升机，到从零
到高级课程培训飞行员等多方面
的经验与知识。来中国前，我耗
时一年尽我所能对中国的文化、
行业等各方面进行了解和学习。
在没有踏上中国土地前，我撰写
了商业计划书及执行计划书，并
在过去两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其进行改进。
虽然两国间拥有很大的文化

谨的法律法规为中国近些年来的

可能，你已经意识到在这次

高速发展保驾护航。学习中国的

采访中，我多次提到“安全”这

经商之道并获得尊重是在中国经

个字眼。这是一个我经常提及并

商最困难的亮点。

极力推行的理念，这是通航产业

最近我注意到，我们接触的一

快速发展并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占

些非常专业的通航公司很容易就能

有一席之地的重中之重。否则，

接受我们的经验与建议。我希望未

这将不仅影响企业的银行存款，

来通过我们服务的贯彻与实施，这

更将损害企业的信用度和名誉，

些公司可以看到他们内部专业性的

终将整个行业置于死地。

差异，但几年前我曾在日本进行
直升机买卖业务，这使我对亚洲
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从而对亚洲
文化氛围下的经商方式得以了解。
这是我喜欢并尊重的经商模式。
在历时两年对中国的调研工

提升以及底线净利润率的提升。

段获取的信息，我们确信中国市

考虑有效性和利润的问题。但不

业中去，我未来很长时间将会常

幸的是，我们接触的大多数通航

驻中国。现在，中国成了我的“家”。

企业都将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很
多人不停地问“何时开放空域”

场需要我们的专业经验及知识，

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现在并

他们不希望通过事故积累经验。

不是开放空域的最佳时机。通航

“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国
际媒体对中国紧盯不放，他们需
要一个令中国难堪的借口，别让
通航为他们创造这个机会。”
ＣＧＡＤ： 外籍企业或商人在中国经
商的困难与障碍是什么？
Ｋ．Ｔ．： 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政府
各个层别的法律法规等是个不小

我们应置安全为第一，随后

随着更加深入到中国通航产

作后，我们在今年春节时正式启
动全盘业务。根据我们在调研阶

CGAD Writer Elaine Q

中国将成为超级大
国，国际媒体对中国
紧盯不放，他们需要
一个令中国难堪的借
口，别让通航为他们

的负担。当然，正是这一系列严

创造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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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需要通过改变固有思维模式，
提升安全运营文化，说服 CAAC
和中国军方，使他们对开放空域
放心、有信心。
如前所述，中国将成为世界
上的超级大国，国际媒体对中国
紧盯不放，他们需要一个令中国
难堪的借口，别让通航为他们创
造这个机会。

CGAD:Please give us a background
introduction of yourself and tell us
your story and history of car-racing
activities.
Kingsley Thompson (K.T.):I spent
my young life growing up on the
first domestic deer farm in New
Zealandwhich taught me some great
life skills and gave me my first
taste of the exciting industry that is
‘helicopters’.My father pioneered
in deer farming industry in New
Zealand since 1964.In the very
early stage, people just shooted the
deer for meat. After that, we used
helicopters to catch wild deer then
started to farm them commercially.
At that time, we have 2 persons in
the helicopter into the bush, 1 flying
the helicopter while the other would
stand on the ski of the helicopter and
jump onto the deer to catch it. It is
obviously dangerous for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This is why you can
find New Zealand helicopter pilots
in the animal capture in dustry all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we are
the pioneers .
As time flew by, people invented
“Net Gun”, so they can just shoot the
net directly from the helicopter to

the deer, and tie them up afterwards.
My job was the helicopter pilot
to fly the deer and capturers. The
farm my father run gave me a lot of
chances to get to know helicopters
and people who had and operated
helicopters in my early age. I think
that is where I started.
My adrenaline fueled passion
started at a very young age on
the farm after being introduced to
various types of motorsport that
my father also used to compete in
around New Zealand. He was one
of the early pioneers in the New
Zealand motor racing scene, from
drag cars, to powerboats, to four
wheel driving, his early business
was the first custom Mag Wheel
manufacturer (Alluminium and Steel
custom wheels) in the country.
He taught me great lessons about
‘earning what you wanted’ by
working hard and saving. My first
motorbike at the age of 7 was my
first big purchase, as agreed with my
father if I paid half he would pay the
other half.
At age 9 I had the ‘racing bug’ and
started racing Motorcross at local
events. My passion soon grew and
59

by age 12 I took the Runner-Up spot
in the New Zealand Championship
for my age group. By age 15 I
had secured my first New Zealand
Championship Title, I even managed
to break a record by winning all of
the 7 races for the Championship.
I went on to race professionally for
a factory backed team for several
years at the top level, both at home
and overseas, as happens with this
sport some serious injuries put paid
to any future successes.
It was after this early retirement that
my life started to merge into the skys!
“The art of Aricultural Flying is
second to none as far as workload and
risk for a pilot, the helicopter is always
heavy, flying 10 feet of the ground,
contour flying over hills, manouvering
around trees, avoiding wires, and
generally at speeds faster than what
most people would drive their cars on
the motorway! Now that is fun.”
CGAD:As a professional racer,
what made you take off to the sky?
K.T.:My farming upbringing and
regular hunting trips for deer and
other game gave me an insight into,
well how it appeared to me back
then, to be this almost mythical world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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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patient, wait for the right time
to do the right thing.

of helicopter flying. This fueled the
urge to pursue a great new challenge
of taking to the skies and one that
I hoped I could in time master. 22
years ago the journey began for me,
my first helicopter flight into the bush
to go hunting for pleasure, and not
long after my first pilots lesson, fair
to say I caught the‘flying bug’ This
new addiction quickly developed into
a long standing career, establishing
se v e r a l o f m y ow n h e lic o p te r
companies and achieving almost all
the ratings and licences personally
possible. Many thousands of hours
flying low level, at Max All Up
Weight, at high speeds, certainly
made me feel alive. The art of
Aricultural Flying is second to none
as far as workload and risk for a
pilot, the helicopter is always heavy,
flying 10 feet of the ground, contour
flying over hills, manouvering around
trees, avoiding wires, and generally
at speeds faster than what most
people would drive their cars on the
motorway! Now that is fun.
It was not until a few years ago
that I regained the ‘racing bug’
by competing in the New Zealand
Rally Championship in the very
latest 4 Wheel Drive turbo powered
Mitsubishi Rally Car. This was an
entirely new challenge for me, I had
selected this particular motorsport
discipline because I was told it was
the most challenging to master and
the highest risk. This for me was of
course the attraction!
It is a 2 persons job. I have my
navigator by my side to read the “pace
note”, which is a number system 1 to 7
with L or R indicates left or right. The
nagivator will read all the information
to me before we approaching the

corner. We have to process a lot of
information very fast, a lot like flying
helicopters. That is why I can adapt in
different kind of sports and helicopters
very fast, I have already get use to fast
informaiton processing and reaction.
There is a saying by a very famous
American Man: “If you are not scared,
you are not going fast enough.”
Everything I do is that I set
myself a challenge, and go for it.
Everything is goal-oriented.I set a
goal and work very hard to achieve
that.If applies to everything I do ,
no matter is motorbikes or cars or
my next big challenge – China.To
achieve the goals you have to b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60

CGAD:According to your
opinion,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 NZ’s aviation
industry? What is your idea about
chin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T.:After spending more than two
years in China now and travelling
extensively within the Mainland
studying the local helicopter
industry, I believe the singl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our two closely
tied countries is the ‘Culture’.
Not just in terms of the society or
countrys cultures, but more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 ‘Industry Culture’
and the mindset behind what drives
people in this professional industry.
New Zealand has a wealth of
industr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at can be offered to China. From
Helicopters, to fixed wing, and specific
operation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HEMS, Search and Rescue, Powerline
Inspections, Parachute Dropping, just
to name a few.
In my opinion the single
biggest factor that China’s GA
Industryrequires is more experienced
personnel with their specialised
knowledge. Thi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re only gained over time,
a long time at that, this knowledge
can be handed down to others to
learn at a more accelerated rate. This
is what I believe that China should
be open to receive if they wish to
develop at an increased rate, quite
simple “Do not reinvent the wheel”.
China does not need to learn the
knowledge in the hard way as th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in the past,

when there was no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We had to learn it
through the hard way , a lot of
danger, inguries and death. China
just need to replicate from the
others. But when you replicate,
r em em ber r epl i cat e per f ect l y,
because if you miss one step, the
outcome becomes hazardous. It will
damage the industry, damage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China.
My oppinion about China GA
development is that in the next 12
-18 months, we will see it develops
very fast and followed by a slump.
As I know a lot of GA companies
put orders earlier, and the helicopters
will start to deliver to their buyers.
But you have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you do not have enough
experienced pilots. What you have
is new pilots with license, but not
expereiced.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lrd is doing what China is doing
by putting new pilot into brand new
helicoptesrs and expect them to do
advanced work. It does not work.
My fear is that it would be accidents.
But this is an industry can’t afford
mistakes and accidents.
After the slump, the strong
companies and operators will come
back to the stage and becomes
stronger. And we will see the steady
growth of the industry.
CGAD:How do we get the new pilots
got trained and get ready to fly?
K.T.: It i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s.
It is the same in NZ. Pilots will get
their commercial license first of 150
hours flying. But how he or she gets
to 500 hours which is minimum
industry requriement in NZ.That’s
the most difficult one to achieve.

Our way to do it is that if you
have enough funding or funded by a
company, you can get more advanced
training by yourself. Fisrt thing
you will do is to get your instructor
rating. Then you can start to do
some basic instruction for students,
which will allow you to build flying
hours.The other way is to work for
a commercial helicopter company,
when they are confident about your
flying skills, they will let you fly
some basic tasks. But both of the
method face one problem: you are
not flying. You just sit and instruct
other. Or you just do the easiest work
such as tourism flying all day long.
You are not developing your flying
skills. So this means China will need
to invest more money into training
to commercial level, and they will
end up with bunches of experienced
pilots that will make them money. It
just like any other business, making
money is the goal, but you have to
invest first to make money.
“As a country China needs to
unite all GA personnel to avoid
this same repetition, by becoming
more aware and educated as to
how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all important safety that is
required and the expected business
profitability.”
CGAD:How’s the aviation culture
built up in NZ? How to cultivate
aviation culture in China?What do
we need and what do we need to do
about it?
K.T.: New Zealand has been operting
helicopters commercially for more
than 50 years and can still proudly
say we have the most helicopters
per population of any Country in the

61

World, with almost 900 helicopters
for just over 4 million people. I can
only surmise that New Zealand went
through a similar learning curve to
many countries in the early days
as there was not the experience to
draw from as there is today.‘Trial
and Error’ w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the early pioneers and certainly
not an attitude that should even
be considered an option for this
now modern industry. This initial
mindset soon developed into one of
professionalism and people become
rapidly educated that this industry
must be treated with the upmost
respect. From childhood children
would see and hear helicopters
all around the country and learn
a healthy respect for them, both
in terms of a career choice and in
regards safety!
In my time here in China I am
immensly impressed with the rate
of development of this amazing
Country in so many fields, I strongly
b e l i e v e t h a t t h e G A I n d u s t r y,
specifically helicopters, will be
China’s next big leap forward in
progress that will soon exce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oth in terms of
shear numbers of helicopters and
also in regards to operating the most
modern fleets. My perception is that
China will develop this industry as it
has many industries, VERY FAST!!
Therein lies the major problem, to
avoid the mistake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ir steep learning curves as
these markets emerged and people
learn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hard
way.
The biggest secret is to educate
people and help them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The 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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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AD: What can your company do
for China market?

K.T.:There are three main targets for
High Tech;
The first service that we offeris
sound advice as a specialised
industry consultant to help
companies develop safely and
strategically strong. I see far too
often people making important
choices based on poor information,
this is the cycle that needs to change.
You cannot copy a bad example and
expect to make it better. Start with
solid information, as information is
power.
A core part of our business is
providing experienced Foreign
Pilots and Engineers to China, the
Chinese personnel have a bonus
that they can then learn fromthe
foreigners in terms of safe operating
practices and also efficient operating
techniques, leading to a safer and
more profitable business. This is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the
industry to develop in China as there
are currently not the experienced
pilots available here to help with
the expected growth. And of course,
having Foreign pilots will only be
the transition period for China, I
think it will be about 6-8 year untill
China completes building its own
pilots system.
Thirdly, we can use our vastly
experienced Instructors in New
Zealand to train Pilots and
Engineers, from basic PPL training
through to all advanced techniques.
This may include HEMS / Search
and Rescue, Long Line, Powerline
Inspection or Construction, or
even NVG (Night Vision Goggle)
training courses. We are currently
considering establishing a Joint
Venture with a suitable partn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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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es, “There are no new mistakes,
just repeats of the old ones!” As
a country China needs to unite all
GA personnel to avoid this same
repetition, by becoming more aware
and educated as to how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all important
safety that is required and the
expected business profitability. This
needs to start with the Chairman
and General Managers of the GA
Companies and filter its way down
through the ranks, leading by
example and offering advice to those
less aware is the most efficient and
safest way to progress this emerging
market. The long term vision needs
to be educating young adults at the
Universities and eventually educate
right down to the primary and preschool children, these will be the
future pilots and engineers of this
industry in the years to come which
will see this industry continue to
grow smoothly and effectively
evolve.
CGAD:What is your goal in China
in terms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business?
K.T.:Our primary goal is to bring
our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of this
exciting industry to China to help
existing, or new, GA companies
grow or establish a safe and
rewarding business. This will in turn
see the industry grow at a far more
accelerated rate, and safely, which
in turn leads to positive business
revenues sooner! This being the end
goal for any business, no matter the
Country or Culture.

build a large Flight Training School
catering specifically to Chinese
Students. This is important to
increase the training volumes as
the only way that this industry can
grow is to have more qualified and
experienced pilots!
Plus of course any other product
or service related to helicopters that
a client might want, they simply
need ask us!(Smile)
I know the International Aviation
Wo r l d w i l l b e w a t c h i n g a n d
scrutinising the emerging GA market
in China in the years to come, I want
to help China once again prove their
prowess.
CGAD: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difficulties for Chinese operators to
hire foreign pilots? How to conquer
that?
K.T.: That languaged barrier
will be the biggest problem. We
can encourage foreign pilots to
learn some Chinese, but it is a very
difficult language for “lao wai” to
handle.
The advantage of aviaiton industry
is that it attracts a lot of people with
English spearking ability, because
English is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of
aviation. So, this will help a little bit.
Currently we have training school
in NZ, and we are looking for a
busienss partner to build a new
facility in NZ, speficifly catering
for Chniese students. The priority is
to train Chinese instructors and put
them in the training school to train
Chinese students. This will solve the
language barrier problem. Also, we
are looking to build a JV training
schol in China as well. We can bring
the instructors from NZ to China
and teach here.

CGAD:How long have you been
preparing in order to get into China?
How to achieve your goal?
K.T.: I spent the last 22 years
preparing for China haha~
The knowledge I have acquired
from owning and operating
helicopters, instructing people
from Ab-Initio through to advance
procedures like long line and
Agriculture were definite prerequisities before coming to
China. Prior to coming here I
spent a year learning as much
as I could about the culture and
the industry, I produced a full
Business Plan and Strategy Plan
before even stepping foot on
Chinese soil, safe to say that these
plans have been amended a few
times in the past two years.
Although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cultures, a few years ago I spent
some time travelling to and from
Japan buying and selling helicopters
so this gave me an initial insight
into the Asian culture. From this
cultural engagement I gained the
appreciation for the way business is
often conducted in the Asian culture
and it is a way of doing business that
I like, as well as respect.
After 2 years’ research I have
done on China, I decided to formally
launch our business just after 2015
Chinese New Year.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 collected through
the research, we are sure that
people need ou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and they do not want to
learn it in the hard way.
CGAD:What are the difficulties
for a foreign company to operate
business in China?

As a country China
needs to unite all GA
personnel to avoid
this same repetition,
by becoming more
aware and educated
as to how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all the
important safety factors
that is required and the
the expected business
profitability.”
K.T.:The regulatory control at any
level of Government in China is
often an over bearing burden for a
foreigner, but is one that has served
this Country very well in developing
at an amazing rate in recent years.
Learning the business culture and
earning respect in China I would say
are the two most difficult aspects of
conducting business here.
That being said, I have found
recently that as we have started
to engage with some very
professional GA companies that
they are very receptive of our
knowledge and suggestions. I hope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prove that
once the services we provide are
implemented that companies will
see the rewards gained in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bottom line
profit margin.
I now call China “home’ as I am
excited to a part of thi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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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nd to be here for long time
to come.
You will have probably notice
that I have used the word “Anquan”
many times during this interview as
it is the one word that I actively use
and promote, it is this overriding
Safety ‘Culture’ that this industry
must have to develop swiftly
and ultimately survive on an
international stage! Or else, it will
not only kill their bank account, it
will also damage their credibility
and reputation. It may also bring the
company or the entire industry to
dearth. We should put safety first,
and followed by efficiency and
profit. But the majority of companies
we met in China put “profit” in
the first place. And a lot of people
is asking when the airpaces could
be openned. My personal idea is
that it is not the right time to open
the airpsace. We could see a lot of
accidents if the airspace was opened
today. CAAC and the military needs
to be convinced and confident about
openning the airspace. It is what
to be done by the industry to give
them confidence by adapting safety
culture and changing our inherent
mindset.That’s important.
A s I m e n t i o n e d e a r l i e r, t h e
international media is watching
China. You are going to be the
biggest and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people wants to find an
excuse to make you look bad. So
don’t give them the excuse.
easier. Skydive company needs
to carry out operation procedures,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skydive
procedure and training course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uthoriti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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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 通航发展的巨大空间
访新西兰阿德摩尔飞行学校 CEO Mike Newman

ＣＧＡＤ： 请您谈一谈新西兰航空产业的情况以及通用
航空在新西兰的主要作用。

本刊记者 钱思音

当地居民的生产带来多样性的同时，也

新

“阿德摩尔飞行学校对所有的 CPL 毕业生就业情

产生了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新西兰是

况 进 行 跟 踪，2002 年 调 查 结 果 显 示，93.8% 的

农业、养殖业与通用航空产业结合的先行者，通航

CPL 毕业生至今都以飞行为生。”在新西兰接受

在牲畜找寻、鹿养殖业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飞行培训的一大好处是，学员可在百多年历史的

用。新西兰常驻人口为 450.99 万 , 人机比约为 1：

行业氛围内，在多种飞行情景下，接受经验丰富

1100。在全国各地的农场中，可以很轻松地见到停

的教员的培训。由于新西兰地形地貌丰富，飞行

放在草地上属于农场主的各类飞机。有些农场主拥

学校设有多种具有新西兰特色的培训内容：低飞、

有多架固定翼、旋翼飞机。这个国家以自然美景驰

慢速飞行、高山飞行、山地意识等。完成培训的

名国际，其航空观光业尤为发达，而这些都离不开

飞行员，可在各种情况下轻松地驾驶飞机并处理

高品质的飞行员培训的支持。

突发情况。

西兰地广人稀，地形地貌多种多样，这为

新西兰培训的飞行员在全球受到广泛的认可。

Ｍｉｋｅ： 新西兰航空产业始于怀特兄弟时代，有人
称我们的航空业甚至早于两兄弟发明飞机，但苦
于没有实际证据支持这一理论。航空产业每年为
新西兰经济贡献巨大，为新西兰每年创造 90 亿纽
币 GDP，这其中包括运营、维修和培训等各类业
务。行业发展目标为 130 亿纽币，这一目标的定
制很宏大，产业上升空间也很大。由于新西兰航
空产业在过去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并且得到了
很好的发展，相关技术、产品的出口便成为我们
发展路径上重要的一环。我们的目标是为需要构
建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
尼西亚等，尽可能地提供技术与产品等多方面的
支持。
新西兰的通用航空产业由多种不同的版块构成，
复杂且多样，培训是其中占比较大的版块之一。航空
观光也是通航产业中重要的一块，新西兰很多通航飞
机都在观光版块为游客提供服务。同时，农业作业、
牲畜找寻、农药喷洒、石油天然气开采、巡线探矿、
森林防护、打猎等都是新西兰通航产业的组成部分。
截止 2014 年 6 月份，新西兰常驻人口为 450.99 万 ,
人机比约为 1：1100。在全国各地的农场中，可以很
轻松地见到停放在草地上属于农场主的各类飞机。有
些农场主拥有多架固定翼、旋翼飞机。
直升机方面，新西兰是牲畜找寻和鹿养殖业与
直升机相结合的先驱者，比如使用直升机开展的捕
猎鹿活动。同时，直升机也被广泛地应用在石油勘
探、货物运输、VIP 运送等领域。紧急救援是新西
兰直升机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之一。直升机不仅用
来负责执行事故现场的病患送至医院的运输工作，
还被广泛地应用到转运各医院间病患的工作中去。
另外，直升机狩猎也是新西兰很有特色的直升机活
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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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希望能够为更多需

的多样性，我们设有很多具有新

的飞行员必须接受严苛的训练以

要发展通航产业的国家和地区做出

西兰特色的飞行培训内容：低飞、

满足农业飞行的所有要求。其中，

贡献。我们相信例如中国等航空业

慢速飞行、高山飞行、山地意识

低飞、慢速飞行、山地飞行等特

发展迅猛的国家对飞行员和教员的

等。完成培训的飞行员，可在各

殊训练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接受

培训需求会持续增长，而这正是我

种情况下轻松的驾驶飞机并处理

全部训练价格会少许提升，但对

们的专长所在。新西兰航空业人士

突发情况。新西兰培训的飞行员

于美国市场来说，我们仍具有很

也愿意倾囊相授，在中国搭建通用

在全球受到广泛的认可，这归功

强的竞争力。

航空体系的过程中出一份力。

于 CAA 严格的法律法规和质量

首先，AFS 的培训费用极为

管控系统。我们的系统希望确保

透明。“所见即所得”完美地阐述

ＣＧＡＤ： 新西兰与其它国家的航校

飞行员在极端情况下、高山中或

了我们的收费标准。这使得我们的

区别何在？

恶略天气中，能够安全地掌控飞

整体报价看起来略高于美国市场。

Ｍｉｋｅ：我想，区别主要是由于各

机。然而，在澳大利亚或美国亚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留意到一些

ＣＧＡＤ： 新西兰有多少家飞行员培训学校？阿德摩

爱航空和飞行的迷友们聚在一起便可完成俱乐部的

国法律体系的不同造成的。新西兰

利桑那州等平原地区接受飞行培

美国航校存在隐瞒费用，只报基础

尔飞行学校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未来如何规

组建工作。一些俱乐部的年龄与新西兰航空发展史

民用航空体系拥有丰富的历史沉

训的学员，可能并没有机会在多

报价的现象。在学员开始训练后，

划？

年份相同，成立于 1900 年代。新西兰国际航空学

淀，一直以来致力于飞行员专业技

种情况下接受不同的训练。例如

学校会向他收取其它费用以完成全

Ｍｉｋｅ： 阿德摩尔飞行培训学校（AFS）成立于 1961

院 (IAA) 是全国最大的航空俱乐部—-Canterbury

术的培养。我们的培训并非为“通

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

部培训项目。其次，我们对每个学

年，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80 年代初，Liz

航空俱乐部旗下的专业培训学校。

过考试“而存在，我们为提升飞行

国飞行条件不太良好的国家及地

员的培训过程严格监控，一旦学生

员技能和竞争力而生。美国的培训

区，地形天气复杂，飞行员需要

出现需要额外训练的问题，我们会

产业则更多的侧重于“通过考试”。

学习掌握如何应对这些他们未来

积极配合学生找出问题所在，并提

Needham，成为 AFS 的主人。她同时是纽航 787

我们称新西兰航空俱乐部系统为“合作社会”

机长，又是新西兰最高级别 A 级飞行教员（新西兰

系统，它是由航空爱好者自发成立的具有法律地位

教员评级与我国相反。新西兰 A 级即为最高级别），

的组织。以民航法为基础，他们自行制定俱乐部的

不久前，我读过 2 篇来自澳

每天可能都会遭遇的飞行环境。

出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学生也会

又是一名富有激情的战斗机驾驶员。

管理运营章程。俱乐部运营和相关培训不太强调利

大利亚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新

我相信，我们的培训体系及课程

了解为何较其他学员，他需要完成

AFS 是历史最为悠久的非航空俱乐部飞行培训

润，而更侧重于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相聚飞行这

西兰培训的飞行员质量更高、飞行

内容可以确保飞行员可以在这些

额外的培训时间的原因。

学校之一，教学质量受到国际广泛认可。我们的首

一方面。一些俱乐部已有百年历史，有些在 75 年上

技术更好。在新西兰接受培训的学

情况下安全地驾驶飞机。

席飞行教员 Warren Sattler 先生是世界飞行培训产

下，但它们更多的是飞行爱好者的俱乐部。它们拥

员深谙每一步、每一阶段的所有知

另外，农业飞行是新西兰通

在培训费中。我们为学生提供高品

业中的领导者。他具有 42 年、3 万多小时丰富的飞

有自己的国家级组织，每年举办野餐、竞赛等活动。

识技巧。比如，很多人都知道新西

用航空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

质的别墅住宅，并为每栋房子的学

行教员经验。AFS 在新西兰民航局（CAA)61 部规

由此可见，俱乐部更多地提供以休闲娱乐为主的飞

兰航校理论考试较其它国家更难

章下为学员提供飞行培训课程。同时，我们也为学

行培训。而专业飞行培训学校以就业为导向，为希

通过，这是因为我们不会在考前分

员提供飞行相关的专科学历课程，学生毕业后可获

望以飞行为职业的学员提供专业飞行员培训课程。

发答案，每个学员必须深刻理解并

得国家认可的专科文凭。

当然，飞行俱乐部也可以在其学员获得私照后，提

掌握培训课程内容来通过考试。这

供相应的进阶培训。

样做虽然增加了考试难度，但我们

在新西兰接受飞行培训的一大好处是，学员可
在百多年历史的行业氛围内，在多种飞行情景下，

航空俱乐部以外，是专业的飞行培训学校。AFS

可以确保每个通过的学员的技术水

接受经验丰富的教员的培训。这是在其它较小或较

与位于汉密尔顿的 CTC 体量相当。另外，AFS、

平。当然，这些苦工只有在飞行中

年轻的产业中无法获得的东西。由于新西兰地形地

CTC 与梅西大学的航空学院是全国最大的三家与航

发生特殊情况时才能充分展现它们

貌丰富，其多样性和历史性可帮助学员更为深刻地

空俱乐部无关的飞行培训学校。当然，对比内容、比

的价值所在。

了解航空产业，接受更为全方位的培训。

较方法等因素，决定了“谁是最大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新西兰航空体系着重强调将

新西兰共有 6 家主要的飞行培训学校。大量的

AFS 机队共有 28 架飞机；CTC 机队数量大概略高

飞机内的乘客或货物从 A 地安全

传统飞行培训是在航空俱乐部运动期间完成的。在

于 AFS;IAA 大约拥有 30 架飞机。在学生人数方面，

的运送到 B 地。由于新西兰地貌

新西兰，几乎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航空俱乐部，热

AFS 和 CTC 不分伯仲，学员人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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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供一名监管老师。你可以在市场上找到同样价格

户不同的需要，通过我们的高灵活性和培训能力，

但例如环境、空域等问题也会制约通航产业在中

的房子，但往往质量有所区别。除去食宿和周末活动

我们可以为他们定制不同的课程。

国的发展。由于通航多以目视飞行作业，所以空

等生活费用外，培训相关的费用都是固定且透明的。

在合作伙伴的选择方面，我们希望对方已是中

气质量和能见度便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

国通航市场中的成熟机构，对合作抱有诚意且乐于

现阶段，中国航空运输主要由大飞机完成。但随

ＣＧＡＤ：AFS 的专科课程是怎样的？未来是否考虑在

积极地为学员寻求就业机会。同时，我们也希望与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些较偏远地区，乘客可以

中国开设相应的专业？

需要飞行员的机构或个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在新西

选小型飞机作为出行选择。航空观光游等板块将

Ｍｉｋｅ： AFS 拥 有 自 己 的 新 西 兰 学 历 评 估 局（New

兰，我们积极的为毕业学员寻找就业机会，这样他

得到快速的发展，潜在机会可观。同时，农业作

Zealand Qualification Authority -NZQA) 框架内

们不会浪费他们的学费和宝贵的时间。对于中国市

业领域也应该受到重视，是未来具有增长空间与

的国家级 6 级专科课程。NZQA 审核并批准我们的

场来说，我们希望这一模式可以得到延续。这样，

潜力的另一板块。

教学大纲及内容。专科文凭仅次于本科，我们现在

大家可以在良好的关系中各取所需，学生父母不会

我想，中国通航产业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主要

正与相关大学就开设本科课程进行协商。根据所学

浪费血汗钱，我们帮助学生找到工作，雇主找到质

由空军对空域的态度为主导，这是中国通航发展的

大学和课程设定的区别，计划于明年底推出本科相

量上乘的飞行员，皆大欢喜。

主要决策方之一。一旦空域开放，我肯定将会有大

关专业。

批企业进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市场的发展。
ＣＧＡＤ： 您对中国飞行培训市场发展怎么看？未来五

新西兰所有企业乐于为中国通航产业发展出一份力，

SEIR 等核心课程。除此之外，他们可以考虑在飞行

年内您认为市场走向如何？

分享我们的产业各领域经验。如果计算一下中国未

教员或航线飞行员执照之间进行选择。另外，我们设

Ｍｉｋｅ：未来，中国通用航空市场机会巨大。以新

来的飞行员需求，我想，整个世界的培训能力都不

有多机组人员整合（Multi Crew Integration) 课程，

西兰人机比为例，这一比例如果放到中国市场，

见得能够满足这一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不仅是中国

这一课程为在通航飞行的准备过渡到航线运输的飞行

将创造极其可观的机遇，同时扩张市场规模。虽

通航产业发展的机会，也是新西兰乃至全世界通航

员提供过渡适应培训。特殊设计的课程将为学员在未

然市场前景好，通航可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动能，

产业的一次机会。

获得专科文凭，学员需要完成 PPL,CPL MERI/

来面试、工作环境适应方面提供帮助。学员将通过涡
轴螺桨模拟器、737 等机型的大型客机模拟机上完成
相应的培训。通过相应的学习，他们将充分掌握如何
在多机组成员的环境中进行工作。如果学员精力能力
足够，他们可以同时获得双专科文凭。
我们已经与一些中国合作方就中国市场的开拓展
开了合作。无论是教员还是飞行员培训方面，由于
AFS 年培训能力及教员储备数量足够大，我们可以迅
速扩张规模。另一方面，我们也正在与一些培训机构
就合作进行商谈，希望未来能够在中国完成理论培训，
直接到新西兰完成实际飞行课程。不仅是 AFS，新西
兰整个通航产业有能力接受来自中国市场的挑战。我
们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他们可以随时回归
通航产业，为客户提供最高水平的服务。
同时，我们也很乐于为中国市场培训更多的飞
行教员。AFS 运营自己的实习项目，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为培训后的教员在新西兰提供短期工作机
会，让他们在回国前积累一定的教员经验。根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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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 A Ratio leads to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GA
Interview with Mike Newman CEO of Ardmore Flying School
gas, exploration, forestry, hunting,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ndustry. There
are a lot to helicopters and aircrafts in
New Zealand, I think that is 1 aircraft
for 11,00 people. You can find a lot of
aircrafts park in the farms in the rural
places which are owned by the farm
owners

New Zealand pioneers in livestock
recovery and deer industry,for
example helicopters are used in
live capture and hunting of deer.
Helicopters are used in a variety of
areas, oil and gas, search and rescue,
lifting every stuffs and so forth.
Emergency transportation is one

of the largest area that helicopter
are used very frequently in New
Zealand. Patiences are not only
transported from accident scene
to hospital, they are transferred
between different hospitals very
frequently. Heli hunting is one of
featured helicopter activities here.

No. of GA Aircraftsin NZ 1996-2014

C

Mike Newman(M.N.):New Zealand
aviation industry started around the
Wright brothers, some said it was
even earlier than Wright, but there
was no tangible evidence about it.
Aviation contributes greatly to New
Zealand economy, in terms of daily
operations and a lot of maintenance
and training etc. I think aviation

industry contributes 9 billion dollars
to the GDP of the country, and
industry’s goal is to build up to
13 billion dollars. So the industry
here got a very strong growth
agenda. Since the industry is so well
established, and has accumulated
great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year,
export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will be a great part of the agenda.
Our goal is to contribute more and
export mor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Indonesia etc. We
look forward to build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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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D:What is the aviation
industry like in NZ? What
are the primary functions of
GA industry there? And how was it
developed?

which will allow New Zealand to
utilize our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s
to help other countries to grow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in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General aviation (GA) in New
Zealand comes from all sorts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It is a very diverse
and complex industry.Training is one
the biggest part, and also tourism, New
Zealand has a very hot population
of helicopters in GA aircrafts, a lot
of helicopters are tourism based.
Meanwhile, agriculture, stock
recovery, fertilizer dropping, oil and

No. of GA Aircrafts in China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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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AD:How many pilot training
schools are there in NZ? What
are AFS’s position among all the
schools?
M.N.:There are 6 major flight
training school in New Zealand. A
lot of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is done
through the aero club movement.
Every town has an aero club, people
who love aviation and flying may
join the clubs. Some of the clubs has
been here since aviation industry
emerged in New Zealand. A lot
of the area clubs established by
themselves by 1900.
Besides the area clubs, we have
the professional flight training
schools. Ardmore Flying Schools
(AFS) is between ourselves and
CTC. And there is a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cademy of New Zealand,
which is the training division of
New Zealand’s largest Aero Club,
the Canterbury Aero Club. And there
are other flying schools are attached
to area clubs. AFS, CTC and
Massey are the three biggest flying
schools that are not attached to area
clubs. It depends how you measure
in terms of who is the biggest. We
have 28 aircrafts in our fleets. CTC
probably has few more, Canterbury
Aero Club may have access to about
30 aircrafts.So, in terms of No. of
students, AFS and CTC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students.
The aero clubs system here is
what we call a “cooperate society”.
It is a organization with a specific
legal status, and formed by a group
of aviation enthusiastic people with
a constitution that form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aero club
movement tents to be less focus on
the profit, but more focu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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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with similar interests and
flying.
Some of the area clubs are 100 years
old, some are around 75. But they
are just clubs. They have a 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once a year, they get
together have certain events such as
competition, picnic and so forth. So the
training aero clubs provide are more
recreational oriented than professional
oriented. Flying schools provide
professional pilot training for students
who want to have flying as way of
living, it is employment focused. Aero
clubs still can do this, but most of the
the students starts from interests, when
they want to have their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ce they finished their PPL,
they can still progress in the aero club.
CGAD:Please tell us more about
AFS. Something about the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 etc.
M.N.:AFS was established in
1961, it has been here for 54 years.
The owner of AFSis a Boeing
787 captain, Cat. A instructor
herself, and a warbird flyer. The
school is one of the oldest nonaero club training school in the
country. We are well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for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With our CFI Warren
Sattler here who are a leader in
the flight i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world,and has more than
30,000 hours of flight instruction
experiences in 42 year?
We provide training courses
under CAA part 61 regulations,
and provide tertiary course that are
attached to the fight training courses
too. This will give the student a
formal qualification when there are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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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uty of getting trained in
New Zealand is that students can
get into an environment of 100
plus years old, with significant
experiences and history. This is
what you can’t get from a small
and young industry. Students here
are able to get access to different
flying training. And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here, they get to understand
the aviation industry more.
We would love to contribute
more the international flight
training industry, particularl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like China,
where we believe that we are be
able to contribute significant amount
to the instructor and pilot training
areas, which we are experienced
at. Instructors could receive high
quality truing here and go back to
China to build the instructor and
pilot training industry.
CGAD: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lying schools in NZ and
the schools in other countries?
M.N.:I think this has lots to do with
the differences of legal frameworks.
New Zealand civil aviation
framework has a long history, it
very much focus on the skills of the
pilots. When we train here, we do
not train the student to pass the tests,
we train for pilot competency. The
American industry is more focused
on “passing the tests”. Students
trained here know what they are
exactly doing at every step. For
example, the theory exams here are
difficult to pass comparing to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we do not give
out the answers. Student has to to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to pass the
exams. The benefit of that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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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i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to get
through, but the students are trained
to get their competence. This dose
not mean anything until something
goes wrong, this is the critical part.
The New Zealand system is
heavily focused on transport the
people in the airplane safely from
A to B. We have quite a number
of syllabuses what are special in
New Zealand, because w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it, for example,
mountain fly, terrain awareness, low
fly, slow fly. With the training done,
the pilots can handle themselves
when they are in certain situations.
Kiwi trained pilots are well
respected internationally for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quality. This is
because CAA’s strict regul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system. Our system
wants to make sure the pilot can
control the airplane when they are
exposed to extreme situations such
as bad weather or in the mountain.
Students trained at Arizona or
Australia under the beautiful blue
sky above the plain, they don’t get
to know the daily fly situation much.
Places such as Papua New Guinea,
Indonesia, the flying condition is not
ideal, there are a lot of terrain, bad
weather. Pilots need to know how
to handle those situations. We do
believe our training standard and
syllabus do a good job to make sure
pilots can handle it.
Furthermore, agriculture flying
is a large part of our industry here.
Our pilots are trained to meet all the
requirements for that. This is when
low fly, slow fly, mountain fly and
other special training become very
important. To get fully trained will
require a little bit more cost, but we

are still very competitive to U.S.
market. And the costs for training
AFS is very transparen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It makes our
price looks a little bit higher the
other markets. We noticed that
some of the market, for example,
the American market, are very good
at hiding costs of training. They
will give you a base training course
price, when the student starts to be
trained, he or she will notice there
are a lot additional payments need to
be done. Students do not at surprised
when they come to New Zealand or
AFS. The student training process
is well monitored. If the student
needed additional training, that
would be dealt with. The student
will get to know why he or she
needs additional training sections.
Additional cost will be
accommodation. We provide high
qualify house accommodation for
students. You can find the price in
the market, but not with this kind of
qualify. Except your lifestyle cost
for example weekend actives, all the
training related costs are fixed and
trans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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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AD: I noticed AFS provides
courses of diploma in aviation,
besides flying courses, what courses
do the students need to complete in
order to get their diploma. Willyou
consider collaborate with partners in
China on your diploma courses?
M.N.This is our own national wide
level 6 diploma under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 Authority (NZQA)
framework.NZQA approve our
course content, and our student will
complete all the content during their
study. This diploma is just under a

degree. We are currently taking to
university to use theses as a base
and with some aviation related paper
on top to complete a degree. We
possibly will get this rolling by end
of next year, depending on which
university and how we structure the
course.
The student will need to complete
PPL, CPL, MEIR/SEIR core
modules in oder to get the diploma.
on top of that, they can consider
either proceed to instructor rating
( Flight instruction )or a ATPL(Air
transport).
We do have multi crew integration
course, this course allow student to
transit from flying general aviation
to air transport environment and
gives the student a holistic feel about
how the airline flying environment
like, and make them well prepared
for their interview and work in the
future.
The student will spend the
following week in simulators,
learning how to be a crew and
relying on each other to get the work
done. This involves turbine prop
simulator to jet simulator such as
737.
If the student is capable of
getting both diploma, he or she will
graduate with a double diploma.
We have already working with a
number of Chinese partners to deliver
training to China market. Since
we have capability to train enough
instructors annually, we can expand
our training scale quite quickly. We
have talked to few partners to deliver
our course to China, so the students
can get their theory done in China,
and get the physical flying done in
New Zealand. Not only AFS, but also

the entire New Zealand aviation industry has the ability to
take the business opportunity out of China. We have quite
a number of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industry are
not utilized currently, so we can pick up business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We would love to spend more time training Chinese
instructors. Since we are running an intern program, so
we can offer them a short-term employment opportunity
in New Zealand, so they can build up some experience
and go back to China. We can customize our training
program according to clients needs, with plenty

flexibility and capacity. We would love to talk to Chinese
potential partners about future collaborations.
For potential partners, we could like to deal with well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with presence in the
market and genuine interest in building the business
and getting students trained into job. We would like our
partners facilitate in jobs for the students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finding jobs for the Chinese. We would like
to build up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eople who has the
need for pilots. In this case, everybody will get what
they ne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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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ork hard to find jobs for our students once they
graduate, so they don't waste their money. For China
market, we would like to do the same, so we hope we
can talk to people who will employ pilots and find our
students jobs once they get their license. Everybody
is happy, their parents will not waste the money; we
facilitate the job through our training; and the employer
gets the well trained pilots.
CGAD: How do you forese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lying training sector in China ?What about in 5 years
time?
M.N.:China has a very exciting opportunity to grow
a substantial GA industry. When you look at the New
Zealand environment, 1 aircraft for 11,000 people and
if you transform this ratio to China, your airspace will
be absolutely chaotic. Although GA means so much
and could bring significant value to China economy, but
there are environmental constrains such as the issue of
visibility, and airspace issue as always, will put pressure
or constrains on GA development. Since most of the GA
flying is done by visual, so the atmosphere problems will
be critical for GA flying. Currently China transportation
mainly move peopl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But
every time when people travel, they don’t need to be in a
747 or 787, they could sit in smaller aircrafts. And ther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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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other industry sectors such as tourism could grow
massively,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are there waiting
to be explored. Agricultural sector is another one with
extensive growing space and opportunities.
The next 5 years is really gets down to how the
military deals with the airspace issue. That’s are the
mos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GA industry in
China.With the airspace opens, I have no doubts there
will be quite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looking to do
GA businesses. All New Zealand companies would love
to share our know-how, professionalism and expertise,
to help to grow the industry there. If you look at the
number of pilots required in China, the whole world
doesn’t have the capacity to deliver the numbers. So, it is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us.
Student with a CPL could find a job in New Zealand
or overseas, for example Papua New Guinea, Indonesia
or Australia etc. I have read 2 research papers done by
an Australian organization, it mentioned that students
who are kiwi trained indeed have higher quality and
flying skills. And aviation is a brutal industry, a CPL
or ATPL does not mean you can find a job unless you
have the right presentation and attitude. We track our
CPL graduates employment, 93.8% of AFS 2002 CPL
students are flying for a living. It is a very proud figure,
and we work very hard to try to maintain th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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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加盟连锁 通航发展新路径

国传统作业市场业务量比较固定，且已接近饱和。大量通航公司的涌入更加剧了市场竞争，最终
造成谁也无法盈利的局面。然而，通航文化市场却极富挖掘潜力。通航文化的普及首先要满足客
户最原始的需求、儿时的梦想，这就需要一个强大文化品牌的介入。

访飞虎通航创始人吴昊
本刊记者 赵旭

飞虎队在桂林
“飞虎将军”陈纳德

1940 年蒋介石宋美龄和陈纳德

王石说：
“如果人生是有长度
的，你可以通过宽度
与高度的延展，让你
的人生更有意义，更
有价值。”一个通航
企业的成长，通航文
化的普及，也可以通
过加盟与联络的方
式，迅速扩张营销网
络，在相对短的时间
内，影响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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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ＧＡＤ： 请您对您自己和飞虎通航做个介绍。飞虎通航

地的 AOPA 协会，一直致力于航空文化普及及飞行

现在的主要业务有哪些？

员培训（雏鹰计划）等工作。据说当时为美国共培养

吴昊（吴）：我从小在澳洲长大，读完大学后回国发

了 30 多万名飞行员。

展。在创办飞虎通航前，我主要代表美国飞虎队历史

每年美国飞虎队历史协会定期组织老兵及其家属

纪念协会在中国进行一些双边文化交流活动。飞虎

访华，到曾经战斗的地方参观。近几年，随着中国对

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

二战时期飞虎队所做的贡献认可度的提升，中国也积

名称为美籍志愿大队（英文：American Volunteer

极地参与到这一历史知识宣传的工作当中去。今年 9

Group，简称 AVG ），由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于第

月，国家副总理刘延东将出席广西明桂地区的飞虎队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飞虎队是一支由美国飞行人

遗址剪彩活动。这是我们在官方层面上做的一些工作。

员组成的空军部队，二战时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日
本展开抵抗战争。

从商业推广的角度来说，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类
似于二战时期 P40 战机的机型，参与到飞虎队历史与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保有两个官方与飞虎队相

航空文化的普及中去。这一飞行器需要符合初级类、

关的协会，一个是美国飞虎队历史纪念协会，另一个

与 P40 战机外形相似、上手容易等要求，让更多中国

是陈纳德协会。我几年前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代表美

的飞行爱好者更容易地体会到飞行的乐趣。以此为背

国飞虎队历史协会在中国做一些增进双方友谊、宣传

景，经过一年的走访调研，飞虎通过最终选定了斯洛

二战历史的工作。该协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联手当

文尼亚的蝙蝠飞机制造厂为合作伙伴。自 2012 年起，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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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主要为各加盟公司提供后勤保障、飞机前期的维修

伯作为该架航班机长，在采访时告诉记者，正因为他

保养、进口三证办理等手续的服务。

拥有 800 多小时滑翔机飞行经验，保证了迫降的安全。
所以说，固定翼飞行员应全方位掌握滑翔机的飞行技

ＣＧＡＤ： 加盟费用是多少？全国现共有多少家加盟单

巧，学会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生命安全。在

位？

进行固定翼飞行培训前应先完成滑翔机培训，这样飞

吴：为了推广航空文化和品牌，前期我们还未收取加

行员再飞动力飞机时，不会感觉害怕。但会开动力飞

盟代理等费用。但不排除后期设立相应的收费标准。

机的人，未必能够自如地驾驶滑翔机。

前期，我们会协助加盟企业办理 91 部通航公司资质。

所以，无论是从娱乐性还是从专业飞行培训的角

取得资质后，该企业会自购两架飞行器，并通过我们

度来看，我们认为滑翔机在中国都具有较大的潜在市

的渠道帮助其搭建专业及管理人员团队，并对专业人

场。自上世界七、八十年代我国停止滑翔机培训后，

员提供相应的培训。

这一培训领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如今，滑翔机培训

过去两年公司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在河南、湖北、

也并非飞行员考取执照的强制科目。分析全球空难事

广西等地已经拥有代理。正准备签约加入的地区包括

故，大约 95% 的事故由人为造成。在飞行员熟悉的

辽宁与贵州等省份。从地理分布来看还是很广的。

发动机停车后，如果前期没有接触过滑翔机飞行，飞
行员第一反应是“慌”。在这种状态下，飞行员一旦

ＣＧＡＤ： 为何选择滑翔机？您认为滑翔机在中国的发展前

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效处置，将致整机人员于危难。

景如何？滑翔机现阶段在国内外的应用情况是怎样的？

经过滑翔机培训的飞行员可对地形、上升气流等情况

吴：总的来讲，滑翔机一直以来都是军事训练的重要

做出客观分析，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正确反应，并寻

科目。进一步来说，空军飞行员或资深一些的民航飞

找合适的区域进行迫降，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大家的

“去哪里飞”，“怎么飞”，在这过程中逐步渗透通

行员是必须要进行滑翔机训练的。早先，我国在各省

生命安全。这不是飞行员的自然反应，而是通过滑翔

航文化。这与当年飞虎队的推广方式不谋而合。当年，

都开设了滑翔机学校，但在上世纪 70、80 年代，我

机培训养成的良好反应习惯。

该协会属于公益性组织，旨在推广普及二战和飞虎队

他们的志愿者大队也是由一些爱好者和退役下来的空

国的滑翔机运动便停止了。近些年，全球各地频繁出

现阶段中国滑翔机市场属于基本空白的状态。截

相关历史，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理解这段历史。飞虎

军飞行员组成的。

现民航飞行事故，我国也正在考虑对滑翔机训练的恢

止今天，具有民航局执照的滑翔机飞行员仅有 45 名，

复。2009 年，全美航空 1549 航班迫降于哈德逊河面，

其中大部分年龄较大。我国去年颁布了最新第四版本

曾服役空军 29 年的前 F-4 战斗机飞行员切斯利舒伦

CCAR － 61 部法规《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

我们便成为该厂 8 款产品中国地区的总代理。
我一直挂职美国飞虎队历史纪念协会理事一职。

通航是一家纯中资的独立于美国飞虎队历史纪念协会

飞虎通航在中国的定位类似于“中国奔驰”。零

的私营企业。我的工作是将两者有效的结合起来，将

售和接触终端客户是很重要的环节，但并不是唯一的

双方的优势最大化，推动飞虎队的文化普及和相关的

一个环节。我们目前侧重于在各地建设自己的 4S 店

商业活动。

及经销商代理商销售网络。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

通过大金牛、病毒系列、大黑豹系列等飞机的引入

主要工作，只有这样，客户在购买飞机后，才能对飞

与普及，推广二战历史。其中，病毒系列可能从各方面

机到空域进行有效的管理。首先，建立好当地的基础

更加接近二战飞机。做为初级类飞机，它可以完成特技

设施，才能保证我们的客户购机后顺利地飞起来。

飞行任务，尖尖的长嘴更是接近当年二战飞机外形。该

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点主要通过加盟的形式进行打

飞机连续多年获得大奖，并在 2013 年做为世界第一架

造。通常来讲，其他公司会找到我们并提出加盟意愿，

飞跃北极的轻型飞机，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双方互相认可的情况下，我们
会对当地公司进行授权完成加盟工作。总公司与各地

ＣＧＡＤ： 结合现有机型，如何推动二战文化的普及？

公司之间是一个“互相补充”、“互相辅助”的作用。

吴：我认为，我国大众对通航文化还停留在初始阶段。

当地加盟公司更多的是完成当地管理局、体委、学校

首先要让他们“玩”起来，了解飞机“为什么会飞”，

的协调，以及相关推广活动的设计与构思等工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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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第一次由民航总局授权国

方式是通过 220 伏电源对其进行充电，一小时充电便

家体育总局对滑翔机、初级类飞机、热气球、旋翼机、

可满足基本的飞行需求。在蓄电池电量完全耗尽的情

三角翼五项飞行器进行监管，大大降低了进入门槛。

况下，通过变压器需要进行大约 5 小时的充电。

在这一背景下，大金牛动力滑翔机作为目前国内唯
一一款可以办理三证的滑翔机，飞行合法，可保留全

ＣＧＡＤ： 我国对于滑翔机培训是如何规划设计的？

部滑翔记录。另外，与传统无动力滑翔机相比，大金

吴：今年春节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颁发了滑翔机

牛动力滑翔机不需牵引可自行起飞，飞行过程中可关

培训内容、大纲及考试试题。按照新的 61 部法规，

闭、收回发动机实现完全滑翔。在气流不足或准备下

滑翔机培训主要由飞行小时和起降评定。现行标准

降时可再次开启发动机，安全着陆。

规定，飞行时间够 40 小时同时完成一定次数的单独
无动力落地，便可参加国家考试。由于滑翔机没有

ＣＧＡＤ： 请简单介绍一下国外滑翔机的情况。为何选

动力飞机复飞的机会，所以，无动力降落是滑翔机

择蝙蝠的全线产品？

飞行中最危险的一个环节。

ＣＧＡＤ： 我国对滑翔机资质和执照是如何区分和规范的？

如，审定要求“机组手册”，但滑翔机仅有一位驾

吴：如前所述，滑翔机最早为军事训练与军事运输领

近期，飞虎通航取得了我国第一个滑翔机的三

吴：根据我国新颁布的 61 部法规，由国家体育总局管

驶员和一名乘客，并无机组。所以，在局方的指导

域所用。而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其航空工业发展受

证，并于今年进口 8 架可以办理三证的大金牛动力

理的滑翔机执照，不再对私商照进行区分。其主要区分

下，我们需要对审定条款逐一进行研修、调整。经

到了很大的限制，但这却没有阻挡德国人对于飞行的

滑翔机。同时，今年将联合国家体育总局，于下半

标准为飞行小时。初级类飞机与滑翔机类别内，飞行员

过多部门耗时三年的努力，在各部门领导的支持下，

追求，反而促使其研发滑翔机，成为滑翔机界的领头

年在北京陆续开展滑翔机和固定翼安全飞行培训课

飞行满 80 小时，自动视为商照；200 小时为教员。

终于在今年顺利取得三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

羊。至今，大量滑翔机仍然产自德国和奥地利等国。

程，并逐步向其他省份推广。

在选机型时有以下几点需要考虑：

滑翔机作为飞行器来讲，和其他飞行器在监管

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动力滑翔机取证审定的参照物，

ＣＧＡＤ： 公司发展速度快，但我国专业人员匮乏，如

上没有区别。飞机接受民航总局各部门监管，办理

相信简化了未来其它动力滑翔机在中国取证的流程

何保证人力资源满足公司发展步速？

三证的流程也相同。执照方面，由国家体育总局管理。

与时间，推动促进了中国动力滑翔机发展的速度。

吴：由于中国持照的滑翔机飞行员少，且年龄偏大。
首先，飞机需要适合初学者。滑翔比大的滑翔

从去年起，我们已经耗时一年培训了 3 名公司自有

ＣＧＡＤ： 请您介绍一下大金牛在国内取得三证的过程，

ＣＧＡＤ： 现在与未来哪类人群是滑翔机的目标受众群

机并不适用于初学者。其次，便捷性的考虑。大金

飞行员。经过国外的专业培训后，这三名飞行员现

碰到哪些问题？对于滑翔机，国内是如何进行监管的？

体？如何让这些人群了解产品和服务？

牛的动力性是突破性的设计，蝙蝠工厂对于滑翔机

已具备滑翔机教员资质。由于国内没有专业滑翔机

吴：由于国内滑翔机板块基本属于空白状态，此次取

吴：滑翔机除在安全和飞行培训领域的运用外，我

有三大改革：

培训机构，这些飞行爱好者在美国或澳大利亚取得

证过程耗时三年。最大的问题是“动力滑翔机”的出

认为另一个最大的应用领域是享受。乘坐其它飞行

1. 增加动力装置；

滑翔机执照后，在飞虎通航完成针对大金牛动力滑

现，产生了“谁来管理”的问题。传统牵引滑翔机定

器噪音较大，但滑翔机在空中关闭发动机打开窗子

2. 改前后座椅为并列座椅；这使飞行体验或培训过

翔机的相关培训后，成为教员。

性为“运动器材”，而非飞行器，其主管部门为国家

后，乘客只会听到风在耳边略过的声音。另外，与

体育总局。而动力滑翔机将其定性为飞行器。

飞行员的交流也不再会因为耳机的阻隔变得生硬或

当然，从未来发展角度来看，3 名飞行员远远不

程更为简单有效。
3. 安装整机降落伞；突发状况下可保证飞行员和飞

够。前期，我们也在寻找一些有飞行基础的飞行员，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针对滑翔机进行审定。国内

机的安全性。

帮助他们过渡到滑翔机飞行，在一定程度上快速地

目前没有已在运营取得三证的滑翔机，没有参照物。

在斯洛文尼亚飞行过程中，很多老鹰会跟随滑翔机

另外，蝙蝠公司一直处于世界滑翔机领域的领

解决了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另外，斯洛文尼亚厂

我们要对局方管理人员就生产制造等各个环节进行

一同飞行。这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国内现阶段玩滑

先地位。去年，公司研发的电动滑翔机更进一步

家也会定期派遣一些滑翔机世界冠军过来，对我们

讲解，使其逐步对滑翔机有全方位的了解。

翔机最有名的人非王石莫属，当年我们的教员陪着他一

地推动公司在环保之路上的进程。原来 30 升车用

的飞行员进行高级培训和认证。

汽油可飞行一天，通过太阳能板块采电储存后的

滑翔机飞行要求飞行员对飞机本身以及相应的地

蓄电池可完成两次从起飞到抵达 6 千米高度的飞

理、气流知识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在无动力

行任务。

的情况下进行滑行。总体上有两点需要飞行员突破：

蓄电池有几种接电方式。一是通过德国制造的配
有太阳能板块和发电机的拖车对其进行充电。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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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畅。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第三个问题，VTC 的取得。这部分工作牵扯到

起到澳大利亚进行培训。王石将整个过程拍摄为一部纪

中国与生产国民航局间的双边技术协定。这其中包

录片，该片随后被百年灵手表收购，用于宣传片制作。

括了政治、技术、时间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环环相扣。

滑翔机的推广更多地需要让消费者了解、接受

国外对滑翔机的管理没有那么严格，甚至都没

它，这也是困难所在。在价格角度来讲，滑翔机产

1. 心理障碍。突破无动力情况下的飞行障碍。

有太多监管部门。我国按照大飞机的审定方式审定

品体验定价较直升机等产品来说要低得多，并不会

2. 认识气流和安全降落。

小飞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不适用”的问题。比

给消费者造成经济负担。所以，让消费者了解其安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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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结构等信息，进行体验是最为重要的。未来，

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现阶段我们能看到很多机型与房

我们将逐步开展八达岭观光飞行等贴近大众的飞行

地产开发商展开合作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房地产项

体验活动，让大众更进一步地了解滑翔机文化。

目可以补充我们缺少客户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

飞虎通航定位更类似于“中国奔驰”，虽然终

能为房地产项目带来突破口和转折点。

端使用者是我们重要的客户，但我们的核心业务重
点在服务全国的经销商客户。一方面，经销商本身

ＣＧＡＤ： 您认为中国航空文化的普及需要走过一条怎样

就是一家俱乐部，他们可为我们提供大量体验客源。

的路？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另外，由于滑翔机每次只能携带一名乘客进行体验，

吴：反观上世纪 90 年代初汽车在中国的发展，20 年

并且我们提供的体验时间相对较长，加之天气等因

间便形成了家家有汽车的形式。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素，我们也无法为太多的客户提供体验飞行。

“路上的某些跑车价格都可以买两架飞机了。”可见，

所以，现阶段来看，我们在文化普及方面并没

制约这一行业发展的并不是消费能力，而是让汽车跑

有走传统路线。我们更愿意找到一些愿意参与到航

起来，飞机飞起来的基础设施等必备条件的缺乏。我

空文化普及和推动航空产业发展中去的相关人士进

个人认为，近几年我国通航产业在以 80% 的增长速

行合作。其意图并不在于个人娱乐，而更愿意推动

率高速前进，产业黄金期可能在未来五年之内。而这

行业发展，通过购置飞机，成立飞行俱乐部，让更

对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来讲，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转

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样一来，位于全国各地的多家

型期。如果五年后小飞机漫天飞的时候，开发商再考

俱乐部可同时为更多的人服务，缩短普及速度。

虑建机场、修跑道的问题，为时太晚了。

和一些房地产开发者的合作，也进一步推进了滑

飞机销售仅是通航产业的冰山一角。很多人可能

翔机的普及工作。在市场营销方面，我们仰仗房地产

没有购买飞机的能力，但绝大多数人都具备消费由飞

公司的能力，在空域审批、飞机引进与维修方面，我

机所产生的各类产品的能力。这也就需要我们从通航

们则起到主导作用，相互之间起到互补的作用。我们

文化的普及下手。这也是我们飞虎通航与其他大部分

和奥伦达部落的合作便是如此。奥伦达在北京、济南、

通航公司的主要区别之一，我们有飞虎队历史等强大

郑州均有自己的房地产项目。其充分调动、合理配置

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支撑，面向历史爱好者、飞行爱好

当地资源，充分整合了当地的航空资源。比如其位于

者、军事爱好者，使他们从飞行中体验二战文化。如此，

郑州的房地产项目紧邻上街机场，北京官厅北部的项

飞机销售退居其次，我们提供给客户的是一个梦想，

目设有直升机机坪。

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认为，通航文化的普及首先
要满足客户最原始的需求，儿时的梦想，这就需要一

ＣＧＡＤ： 如何迎合具备飞机购买能力的客户的需求？

个强大文化品牌的介入。

吴：我们现在比较困惑的一点也在这里。通常飞机购

很多人问我：“你们的飞机小，只能带一个人，

买由下订单到通过海运抵达客户手中需要 8 到 12 个

能干什么活儿呢？”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们的飞机

月的时间。很多客户考虑到这一点，便放弃了购买意

没打算干活儿。”中国传统作业市场业务量比较固定，

愿。所以，我们的经销商一般都是帮助客户定制并垫

且已接近饱和。大量通航公司的涌入更加剧了市场竞

付飞机货款，然后完成交易交付现机。而这也就产生

争，最终造成谁也无法盈利的局面。然而，通航文化

了一个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如何平衡库存与市场需

市场却极富挖掘潜力。比如我们今年即将推出的飞机

求的问题。一方面，厂家生产能力有限，不能满足过

众筹、国外的飞行旅游等项目，就是对这一市场的开

多的订单需求。另一方面，如果经销商订购了过量的

发。这一板块的潜能可能会大大超过飞机销售本身能

飞机，而市场需求疲软，就会造成库存积压与现金流

带来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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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hise and Chain Operation:
New Road for GA Development in China
Interview with Flying Tiger GA Founder Mr. Wu Hao

CGAD Writer Zhao Xu

Wang Shi said: “If life is measured by length, you can extend its height and width to
make it more meaningful and valuable.” In order to expand it’s operation scale and
influence more peopl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GA company’s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aviation culture could be achieved by franchising and chain operation.

C

hina’s traditional GA market scale is almost
fixed and saturated; more companies
are flushing in the sector will harden the
competition till nobody could make profit from the
business. However, GA culture market is a sector with
outstanding potential. What you need is a strong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atisfying customers’original need and
their dreams in the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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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AD: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and Flying Tiger GA to
our readers. What are your primary businesses now?
Wu Hao (WU): I grew up in Australia and came
back to China after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I was representative forFlying Tigers Historical
Organization(FTHO)in China to promote bilateral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efore I established Flying
Tiger GA in Beijing. There are 2 official associations

related to Flying Tigers,one is Flying Tigers Historical
Organization, while the other one is General Chennault
Association.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my job was to
promote Second World War (SWW) culture and history
in China. Together with local AOPA, the association
brought up a pilot training project called “Young Eagle
Project” from 1970 to 1980. It is said the project fostered
more than 300,000 pilo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t that
time.
From business point of view, we have been looking
for an aircraft that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P40 fighter
during the WWII, and use it as a tool to promote Flying
Tigers’history and aviation culture. The aircraft needs to
be Light Sports Aircraft (LSA) category aircraft,easy to
handle and looks like P40,so that our flying lovers could
easily handle it. After one year’s research, we finally
decided to partner with Pipistrel from Slovenia. From
2012, we became it’s Exclusive Distributor for all 8
aircraft models in China.
As FTHOAdvisory board member, I hop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could be recognized and familiarized
by more youngsters. Flying Tiger GA Co., Ltd is
an independently private owned company. My job
now is to combine and maximize the strength from 2
organizations, and bring cultural promotion and related
activities for our customers. Through importing Taurus,
Virus and Sinus series aircrafts to China, the WWII
history will be slowly promoted. As a LSA aircraft,
Virus series aircrafts’ sharpening nose is its’ signature,
resemble WWII aircrafts the most. It could be used for
aerobatic performance. It has won many international
awards continuously through the years, and is the first
LSA flew over the North Pole in the world.
CGAD: Based on current aircraft models, how to
promote general aviation culture?
Wu: I believe, for most of the Chinese, their awareness
of general aviation culture is still at primary level.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get them to “play”, get to know “why
it could fly”, “where to fly to”, “how to fly”, and make
them understand GA culture through the process. It
coincides with Flying Tiger’s original culture and legacy.
Back in the 40s, the original Flying Tigers team, also
known as the “American Volunteers Corp”, was formed
by bunch of flying lovers and retired air force pilots.

We positioned ourselves as “Benz China”. Although
the final us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in the
business, but they are not the only part. We are focusing
on build 4S stores and retail agencies network in China
now. This is what we could do to bring best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they can have
the aircraft maintained and managed easily. The basic
step is to build up our infrastructure, so we can serve our
customers the best.
Franchising forms our national-wide network.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ompany who is interested in our
business will file an interest and will be our franchising
partner once it is proved qualified. We will support each
other in the business. Franchising company will be in
charge of liaison with local CAAC departments, sport
committee, and schools to put on promotional and sales
activities, while w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ircrafts
import,maintenanceof the aircrafts and setting up their
GA company in the first place.
CGAD: What is the franchising fee? How many
franchise stores do you have now?
Wu:In order to promote aviation culture and the brand,
we haven’t started to charge any fees. But it is possible
that we will put certain amount as franchising fee in the
future. At first stage, we will help our partners to get
their CAAC Part 91 qualification. The company will
purchase 2 aircrafts on their own and build up their own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team with our help. We
will provide training for their professional personnel.
We are developing very fast through the recent years,
currently we have franchising partners in He Nan, Hu
Bei and Guang Xi province. And some potential partners
from Liao Ning and Gui Zhou is joining us soon.
CGAD:Why did you choose glider? How do you foresee
the future for gliders in China? How are gliders applied
in China and overseas’ market now?
Wu: Glider has been an important training tool for air
force pilots in the world. In the earlier days, military and
experienced civil aviation pilots must go through glider
training. In the past, each province in China had its
own glider training school. But due to different reasons,
glider training has been stopped around 1970-1980.
As air accidents is more frequent globally. China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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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ing to recover its glider training. In the year of
2009, US Airways flight 1549 made an unpowered water
landing in the Hudson river after multiple bird strikes. The
captain was a former air force F-4 pilot, told the press that
he has more than 800 hours glider flying hours that made the
landing successful and saved their lives.
No matter from recreational 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perspective, I believe that glider has a huge potential market
in China, which is a piece of blank paperright now. Today,
China only have 45 registered qualified glider pilots with
official licenses; most of them are around their 50th. The
new version of CCAR Part 61 regulation just released
last year, it gives authority to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of China (GASC) the right to supervise and manage
balloon, gliders, LSA aircrafts, gyros and trikes activities,
which lowered the access qualification for potential pilots.
Under this new situation, our Taurus is the first glider that
receivedall 3 certificates from CAAC in China, which
makes our flying fully legal so that we can keep all the flying
records.

Current regulation requires 40 hour flying plus certain times
of single unpowered landing to sit for national examination.
Since there is only one chance of landing for Gliders, so
unpowered land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angerous part
for glider.
Together with GASC, we are going to launch Fixed-wing
Emergency Training course in Beijing later this year, and
will promote it to other provinces.

CGAD: What do you think is China’s plan for glider
training?
Wu: GASC officially released glider training content,
structure and examination papers after 2015’s Chinese New
Year. According to therevised Part 61 regulations, glider
training is judged by flying hours, take-off and landings.

CGAD: Who are the target audiences for glid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How do you manage to promote your product?
Wu: Except training sector, I believe that “recreational”
sector is the other important area. Loud noise makes flying
with other kind of airplane unpleasant. But you can turn
the engine off in the sky if you are flying with a 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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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AD: How does the authority manage glider pilot’s
qualification?
Wu: According to Part 61 regulation, GASC manage glider
pilot’s qualification, and do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private
and commercial. Flying hours is the key factor. Within
LSA aircraft, including motor glider sector, 80 flying hours
makes a pilot commercial, and 200 hours makes him\her
an instructor. CAAC and its’ agencies has regulatory
power over powered gliders and all its’qualifications and
certifications, while GASC has management power over
pilots certifications.

glider, open the window, you will
only hear the wind touches your face.
Furthermo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stomer and pilot will be smooth
without headphones.
To promote glider,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to let the public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aircraft. Glider fight
is much cheaper than other products
carried by other aircrafts. So it is not
a financial burden for most of the
public. Making the public to know
its’structure and experience the flight is
very important. Meanwhile, promoting
safety performance to the public is
another key factor.
As I mentioned earlier, we positions
Flying Tiger Club as Benz China.
Although final user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our core business is to serve
our franchising partners. On one hand,
the franchising partner is a flying GA
company, which can bring us enough
customers. On the other hand, glider
can only bring 1 guest up to the sky at
each time, and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experience for your guests, we

always try to extend the flying time
for them. So, we can’t hold too many
customers for experience flight on
each day.
It seems that are not on the traditional
model to promote aviation culture in
China. We prefer to collaborate with
people or companies who are willing
to promote the culture and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rather
than those who are solely focusing one
work and short term profit. We would
love to bring more people that sharing
the same vision into the industry
through purchasing aircrafts and
establishing their own GA company.
We can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speed
once every province has one or more
flying clubs, and more people will get
to awar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and
its’ culture.
CGAD:How do you foresee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A
culture in China? How long do you
think it will take?
Wu: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89

automobile in China in last Century,
nobody could foresee that it only took
us 20 years to have at least 1 car in
each household. Sometimes we make
jokes: “The price for some trendy
roadsters on the street can easily buy
2 aircrafts.”So it seems that it is not
the purchasing power that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ut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allows the cars
to run and the aircrafts to fly. In my
opinion, China GA industry is growing
very fast at an annual rate of increase
of 80%. The golden age might be from
now to 5 years time.
Aircraft sale is only a small part of
GA industry. Most of the people might
no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purchase
aircraft, but almost everybody could
easily afford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aircrafts.This requires us to start
with GA culture promotion first. And
this is what differentiates our Flying
Tiger GA company from the other GA
companies. We have a strong culture
background supporting us, helping
us to get access to history, flying and
military lovers. What we provide to
our customer is a dream and a lifestyle.
I believe that GA culture promotion
has to satisfy the customers’ original
needs and childhood dreams. And all
of this will require assistance from a
strong culture brand.
China’s traditional GA market
scale is almost fixed and saturated;
more companies are flushing in the
sector will harden the competition
till nobody could make profit from
the business. However, GA culture
market is a sector with outstanding
potential. What you need is a strong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atisfying
customers’original need and their
dreams in the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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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奥克兰二战飞机博物馆
本刊记者 赵旭

2

015 年 5 月中旬，“《中国通航博览》新
西兰通航产业对接团”历时 11 天，对新西
兰南北岛最为成功的维修、制造、销售、

培训等各类通航公司进行访问。一行 6 人来到位于
奥克兰的阿德摩尔通航产业园，开启了此次行程的
第一站。
Pioneer Aero 公司是最让大家感到心潮澎湃
的受访者之一。这是一家专门从事二战老飞机收藏、
展示、维修等业务的私人航空博物馆。逼仄的入口
处摆放着各种二战老照片。跟随着博物馆负责人
Frank 先生，与右手边狭窄的木制楼梯擦身而过，
我们步入好似空军秘密基地般偌大的机库中。
这是一个容世界航空史、新西兰航空史为一
炉的神奇的地方。馆藏一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
几架保存完整的二战神机 Skyhawk“天鹰”和
Kittyhawk 战机。一些保养得当状态良好的老飞
机，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翱翔蓝天。访客
如果愿意，可在支付相关费用后，和专业战机飞
行员一同乘坐这些曾经驰骋沙场的老飞机，穿越
回那片血色的天空。
随着新西兰二战飞行员们变老、逝去，他们
曾经追忆那段历史所创造的各种飞机模型被源源
不断地从全国各地送到 Pioneer Aero 飞机博物
馆。在二层的手工模型展示区，数个玻璃展示柜
中沉睡着由战机飞行员们的双手打造出的各类飞
机模型。
此次对接团为期 11 天，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
的一点是新西兰各个通航企业间保持着良好、稳固
且紧密的关系，互相扶持，相互帮衬。其次，行业
各位从业者，从跳伞教练到航校学生管理人员，每
个人都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性。我想，这也是一个
行业能够在百年发展史中，稳步前行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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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WWII Aircraft Museum
in Auckland
CGAD Writer Zhao Xu

M

a y 2 0 1 5 , “ C h i n a G e n e r a l Av i a t i o n
DigestNZ GA Delegation”spent 11 days
to visit New Zealand(NZ)most successful
General Aviation (GA)companies in the country.
A group of 6 people arrived in Ardmore Airport
and started our visit in an early morning. The most
astonishing place we visited in Ardmore is Pioneer
Aero, a WWII airplane museum. Beside collecting
and displaying warbirds, it also provides maintenance
and repair services to WWII airplanes. Led by its
director Frank, we entered the exhibition hall, which
is packed with several kinds of warbirds. The scene
reminded me of the secret air force military base
hidden in a mountain from a novel.
It is an amazing tank containing the mixture of
world and New Zealand aviation history. You can
find Skyhawk and Kittyhawk right at your fingertips,
which are rarely existence in other plac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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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Some of the old warbirds are maintained so
well that it can still fly nowadays. Visitor who pays
an amount of fees can fly back to the WWII crimson
sky together with the warbirds pilots.
Pilots from the old times are aging; some of them
have already passed away. Countless handcrafted
airplane models that created by those old pilots in
order to recall the history, flushed in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the museum. They are sitting quietly now
in the glass display cases on the second floor.
Within the 11 days we spent visiting NZ GA
companies, the most impressive point is that the GA
companies are united so closely together, help each
other on the way to success. Furthermore, every
industry participant works with extremely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I believe that it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100 years industry
in 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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