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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民航IFLY携全媒体平台
邀您共聚亚洲公务航空会展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visit IFLY on ABAC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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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循环任你飞、飞到哪里任你选、出勤频率任你派。LEAP
发动机为您提供高度的灵活性。LEAP, 可靠性的理想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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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M International is a 50/50 joint company between GE and Safran Aircraft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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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航空在中国更好用了

与前些年相比，公务航空在中国更好用了。公务航空正从运行基础上巩固发展的条件，公务机利用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逐

渐完善、配套服务品类的丰富以及公务机计划申报等运行保障条件改善等，已经显著提高了中国公务航空的正面形象。

公务机真的能够想买就买了！
民航局日前印发通知，取消企业或个人引进一般通用航空

器和喷气公务机的审批和备案，此举引起广泛关注。通航业界

人士纷纷表示购买公务机等通航飞机，终于可以想买就买了！

P16

湾流公务机：时间磨砺品质
自1958年成立，即将迎来甲子之年的美国湾流宇航公司，

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品质、锐意进取，不断扩大着自己在全球公

务机市场的战略版图。截至2016年底，湾流公务机在全球市场

的保有量已经突破2600架。

P72全球公务航空市场震荡复苏
伴随全球市场的调整，以公务机接收比例为特征的不同区

域市场的发展格局也在经历变化。北美作为传统公务机市场，

优势愈加明显，主导地位无可撼动；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增速放缓，持续发展面临考验。

市场观察

政策解读

数据分析

艾德·博伦:
中国在亚太公务航空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靳永发:
中国公务航空应牵住方便快捷的牛鼻子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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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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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Cessna Aircraf t  Company。Cessna及其标识和 Caravan均为  Textron Innovat ions,  Inc.   的注册商标，经允许后方可使用。

多样的构型、宽敞的空间以及强劲的动力，即使面对各种极端环境，您也能从容应对，而多数机型却

只能望洋兴叹。欲了解加长型大篷车 208EX的详情，请访问 Cessna.com.

石家庄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由赛斯纳飞机公司和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具备中国

民航局认可的维修资质，是赛斯纳大篷车208/208EX 的授权服务中心和Wipaire大篷车208/208EX 

浮筒的中国独家代理。

服务范围：大篷车208/208EX 飞机和浮筒的年检，大篷车208/208EX 飞机的一般维修和改装，飞机

喷漆和零部件供应。

加长型大篷车  208EX

Client: Textron Aviation
Ad Title: Versatility is Power (Chinese)
Publication: iFly
Trim: 215mm x 275 mm Bleed: 218mm x 278mm   Live: na

CAC0789 Grand Caravan EX Versatility-Chinese_General Aviation_iFly_China_215x275_v2.indd   1 3/10/17   9:40 AM

人生小目标:2017公务机春季大赏
又一季春机盎然，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上海虹桥，来自世界

主流公务机制造商的旗舰机型，如百花斗艳般在亚洲公务航

空会议暨展览现场为大家上演大秀。对于该区域越来越多的

阳光富豪，究竟哪些飞机才会成为他们的人生“小目标”呢？

公务机机场：
枢纽城市的标配

公务机机场在中国呼之欲出。在公务航空发达的欧美地

区，已经有不少成熟运营的公务机机场。这些机场什么样？运营

情况如何？能给我们的公务机机场提供怎样的经验和借鉴？

中国首个公务机机场呼之欲出

民航局日前出具意见，同意首都机场集团出资参股三河

公务机机场项目，让此前制约三河机场进展的“投资主体不确

定”等问题迎刃而解。中国首个公务机机场建设有望加速。

中国下一个宏大网络:
通用航空推动经济增长
德事隆航空中国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 

比尔·苏尔茨

截至2015年底，中国通用航空已拥

有超过300个机场、281家通航企业和

1874架航空器，通航市场潜力巨大。

创新 赢得市场稳步发展 
专访GE航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向伟明

在2017ABACE召开之际，GE航空集团大中

华区总裁向伟明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畅谈GE在

公务与通用航空领域的技术成就和市场发展。

巴航工业公务机：
梦幻迷人的云端之旅

从世袭1000E到飞鸿100EV，巴航工业公务机家族在内

饰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容小觑。从曼哈顿到好莱坞，公务机与上

世纪20、30年代的建筑、家具、珠宝、汽车和远洋邮轮的设计

元素相碰撞，以非凡的创造力赋予精致客舱完美的飞行体验。

从登机的那一刻起，乘客便开启了这场梦幻迷人的云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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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平台

我们是一本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中国民航报社主办，专注于公务与通用航空、航空经济、航空

旅游方面的权威杂志，《今日民航IFLY》杂志携中国民航网络电视CAACTV“今日民航IFLY空中访

谈”、IFLY官方微信，以专业态度聚焦热点、引领行业，全力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通航全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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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通航产

业，能够改造升级民航的

发展方式，改变人民群众

的交通方式和消费方式，

既可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

需求，也为国家在新常态

下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新的内生动力。

VOICE
声音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冯正霖

绝大多数时候，能让市场决定的，还是由市场决定。能放给市场的，尽量放；该政

府监管的，就得管好，最终目标是坚持放管结合。在通用航空发展上推进放管结

合，要让通用航空器能够飞起来，让通用航空器的爱好者能够热起来，促进

通用航空市场能够发展起来。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李健
要区分商业运行与非商业运行，对私用航空器松绑；要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运行

效率；勇于探索，扎实抓好试点工作，对非载客类的通航适当放松管制，研究支持政

策时“换位思考”，建立一种符合通航实际，以支持性、辅助性、鼓励自主安

全提升为出发点的安全监管模式。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 李军

通用航空的公益性很强，在应急救援、抢险救灾等事件中能够发挥重要

作用。大力发展通用航空，能彻底摆脱以往重大灾害应急救援时，我们要向国外借用

大型救援飞机的局面。此外，发展通用航空业，有利于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培育新增长

点，带动就业和升级服务业。

  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 吴仁彪

人才是长期困扰中国民航，特别是通航的一个问题。包括飞行人员、机务人

员、机场运行指挥人员等在内的航空专业人才不同于其他行业，必须具有丰

富的经验和较高的专业技能，这决定了培养起来需要较长周期。因此，通用航

空人才培养已经刻不容缓。

|快速阅读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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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局取消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程序
民航局日前印发《关于取消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备案）程序的通知》，决定

取消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备案）程序，对个人或企业引进一般通用航空器

和喷气公务机不再实施审批和备案。

  民航局取消“国内通用航空企业承担境外通用航空业务”行政审批
民航局日前印发《关于取消“国内通用航空企业承担境外通用航空业务”行

政审批事项的通知》，决定不再审批国内通航企业承担境外通航业务申请

事项。同时，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民航局要求开展此类业务的公司及时向行

业管理部门报送境外作业信息。

  民航局在华东、西北、新疆地区全面开展通用航空试点
继在东北地区正式开展通用航空管理改革试点后，3月7日、10日、14日民航

局又分别下发在华东、西北、新疆三个地区开展通用航空管理服务平台和

无人机研发试飞基地建设试点、低空空域监视与服务试点、“通用航空

+旅游”试点工作的通知，全面开展通用航空试点工作。

  民航局联合住建部进一步开放民航工程设计市场
为进一步开放民航工程设计市场，增加有效供给，提升工程设计水平，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及民航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开放民航工程设计市场

的通知》，突出四方面改革：简化民航行业工程设计资质，增加有效供给能力；

体现“放管服”要求，为企业提供便利通道；鼓励竞争，推进承接业务互通；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前置条件和要求的

放松、降低，需要加强事

中、事后的监管。监管的

程度不一样，监管的环节

也不一样。将来通航也

需要分类分级管理，放开

前端，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然后再分类，有针对

性地监管。

POLICY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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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博伦  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在亚太公务航空领域
扮演重要角色

务航空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政

治、经济事件密切相关，尤其是

全球和区域经济的景气程度。外部环

境的变幻莫测和不确定性，会让公务

机行业面对一些无法预料的挑战。

过去一年，根据通用航空制造商

协会（GAMA）提供的数据，全球市

场交付661架公务机，较2015年下滑近

8%。我认为没有必要悲观地看待这个

数据的变化，因为在最近几年，无论是

美国还是全球其他区域，都出现了渐

进、有时不稳定的经济复苏，公务航空

跟随经济形势变化在复苏过程中出现

起伏波动，也在意料之中。

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NBAA）

作为国际组织，一直在为推动全球公务

航空市场从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

机中恢复而努力。我们每年都会赴各地

参加政府会议和行业代表会议。在亚

太地区，我们也定期组织亚太地区代

表团赴美国就区域公务航空扩大化发

展进行探索。在这些会议上达成了一系

列重要的协议，包括与APEC合作发布

的声明，关于支持公务航空发展的具体

原则、区域网络等。

北美公务航空市场依然是全球的

领军市场。而亚太地区在过去10年取得

了显著发展，经济活力十足，促进了各

领域企业的增长。北京、新加坡等城市

相继加入纽约、伦敦之列，成为全球重

要的国际工商业中心。随着区域内企业

加大对公务航空领域的投资，确保实

现无与伦比的交通效率和安全性，公

务航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亚 洲 公 务 航 空会 议 暨 展 览

（ABACE）是NBAA与亚洲及中国市场

的重要合作，也是特别成功的合作。过

去几届ABACE不仅凸显了亚太地区公

务航空的规模、重要性和多样化，也推

动了行业的发展。展会期间举办的研讨

会、论坛和教育活动等，为本地区研究

解决公务航空发展面对的挑战和难题

提供了重要参考。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市场上，

公务航空的规模和定义在不断变化，

开始扮演着新的角色，承担着新的使

命，支撑着大小企业和各类团体不断

发展。

同时，中国政府在政策层面不断加

大对包括公务航空在内的通用航空产

业的支持力度，加快通用机场建设步

伐，这些无疑为中国公务航空的发展

带来了令人兴奋的发展机遇。

我们希望中国公务航空市场能够

继续朝着成熟和多样性的方向发展，我

们在世界公务航空业的历史发展中看

到了这一趋势。更多型号的飞机将在中

国被用于公务航空。在第一届ABACE

上，展出的公务机以大客舱的洲际飞

机为主；而到了2016年的展会上，公务

机开始向不同任务类型发展，例如涡

轮机、单引擎发动机和双引擎发动机、

直升机，甚至还有水陆两用飞机。这一

趋势也将继续下去。

ABACE为行业股东们、决策高层

和重要官员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为亚太

地区航空网的健康持续发展在政策和

方向上进行交流，同时为有影响力的政

策决策者提供了机会，来了解公务航空

能够为本地、区域性、国家乃至全世界

带来的好处。

我们已经看到了促进中国公务航

空业发展的关键举措，我们确信未来

还会有更多。虽然这些发展不能都归

功于ABACE，不过确实有很大一部分

是在ABACE的讨论中开始的，尤其

是有很多政府高层领导都来参加这一

盛会。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传统领军者，

从丝绸之路开通以来的2000多年都是

如此。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

仍将在亚太地区的公务航空发展中扮

演这一角色。

公

|权威观点VIEWPO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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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永发  首都公务机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中国公务航空应牵住
方便快捷的牛鼻子

国公务航空已经走过20多个年

头，按照客户对公务航空的认知

程度和公务航空的发展速度，可将其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6年至2008年。主要

特征是提升认知，让潜在用户了解公务

机的用途和优势，发展速度较慢。第二

阶段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至2013

年。该阶段发展速度较快，出现了“盲目

追风”的现象，公务机购买“一窝蜂”求

大、求远、求新，对公务航空定位不清

晰，导致投资方向偏离，宣传方面的误导

也使得公务机和奢侈品联系在了一起。

第三阶段是近3年。随着人们对公务机

认知的提高，消费趋于理性，客户需求呈

现多样化特征，中轻型公务机、二手公

务机等逐步受到认可。该阶段市场增速

放缓，但整个行业仍在向前发展。

当然，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整

个公务机行业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如规

章制度不健全、市场需求不足、人才缺

乏、基础保障薄弱、空域使用不便等。

但这些从行业的生长周期看，是难以避

免的。

最近两年，中国市场接收公务机的

速度放缓，但B字头注册的公务机数量

不能完全说明市场需求的真实状况，几

个主要机场的起降量更适合用于考评。

2016年与2015年相比都有所增加，其中

北京增长近3%，上海约3%，广州约14%，

深圳约28%，成都约72%。由此可见，市

场需求在不断增加，包括政府、投资人、

使用人、生产商、运营商以及资本市场

等，仍然看好中国公务航空的前景。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是系统工程，公

务航空也不例外，需要各相关方共同努

力，抓住行业特点，以问题和结果为导

向，推动公务航空健康持续发展。暂且

不论飞机研发制造、资质审定、空域改革

和机场建设等复杂问题，在现有情况下，

公务航空在运营环节应立足方便、快

捷，多措并举，提升运营质量和效率。

首先是资源匹配。无论是机场资源

还是空域资源，都应当考虑公务航空的

运营需要。从理论上讲，民用机场是公

共基础设施。既然是公共基础设施，

那么只要是合法的航空器应当有同等

使用机场资源的权利，空域资源也应

如此。无论机场资源还是空域资源，最

后还体现在飞行时刻上，按照公务航

空发达国家的水平，公务航空（包括通

用航空）应当占到3%~4%。

其次是用好存量资源，提高保障

效率。目前我国境内的200多个运输

机场应当得到充分利用，这些机场绝

大部分能够满足公务航空日常运行需

求，再加上部分通用航空机场和部分

可利用的军用机场，公务航空的可通

达性将大大增强，出行更加方便，有

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如果能够

在这些机场设立专门服务保障团队、

添置必要的公务航空专用设施设备、

设立相对独立的运营区域和“绿色通

道”、减化不必要程序，必将大幅缩短

客户停留时间，真正体现公务航空“时

间机器”的价值。

优化管理模式、缩短各类申请报

批时间也同样重要。就目前状况来看，

要想实现“说走就走”的目标，还需持

续改善和优化管理模式。管理机构可

以建立大数据共享平台，开展网上业务

申请，及时予以批复和布置任务，提高

审批效率。同时，明确各保障部门职责，

降低运营企业协调成本，缩短协调时

间，突出公务航空快捷的特点。

最后，在实际运行中，各保障单位

也应加强配合、密切协作。任何行业

光有资源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努力是不

够的，需要其他保障部门的支持。如安

全检查、油料、食品供给、空中交通服

务、机务维护、“一关两检”等部门以及

运营流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全力配

合并做到无缝隙对接，才能保障公务

航空运营顺畅，才能真正体现出公务

航空方便快捷的特点，才能更好地激

发市场需求，才能推动行业健康持续

发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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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关于取消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备案）

程序的通知》近日刷爆了微信朋友圈，引起了大家的

广泛关注。企业或个人引进一般通用航空器和喷气公

务机再也不用审批和备案，通航业界人士纷纷表示购

买公务机等通航飞机，终于可以想买就买了！

公务机真的能够
想买就买了 ！ 

  本刊记者 刘九阳

Buying
A Business Airplane 
Becomes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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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民航局《关于取消通用航

空器引进审批（备案）程序的通知》刷爆

了微信朋友圈，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为加快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民航局

决定取消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备案）程

序，对企业或个人引进一般通用航空器

和喷气公务机不再实施审批和备案。对

此，通航业界人士纷纷表示“民航局此举

意义很大”，“非常鼓舞人心，且具有标志

性意义”，购买公务机等通航飞机，终于

可以想买就买了！

   简政放权 高效落地

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一直以来并称

为民航的“两翼”，是国家综合运输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要实现从航空大国

到航空强国的建设，离不开通航产业的健

康发展。交通服务、公益服务、娱乐服务

和大众消费等渐渐开始成为通航的主要

需求，但长期以来，包括公务航空在内的

通用航空业一直是航空业发展的短板。

在2017年之前，企业或个人引进通

用航空器（包括公务机）需事前审批或备

案，并由民航局负责实施。

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规划处处长

张丽介绍：“在2012年末，民航局修订印

发了《引进通用航空器管理暂行办法》，

对通用航空器的引进审批（备案）实行

分类管理。一般通用航空器的引进由民

航各地区管理局备案管理，除大型喷气

公务机（包括波音737和空客A320系列

等）由民航局核准外，其余的喷气公务机

由管理局核准。在该管理办法实施后，民

航局对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备案）程序

进一步简化，并为促进通用航空的发展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16年5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促进

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文件明确

提出“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减

少行政干预，简化进口通用航空器购置审

批（备案）手续”，民航局也将此列入贯彻

落实《指导意见》的重点分工方案。

张丽表示：“发展计划司规划处为了

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和国务院简政放

权的要求，去年组织地区管理局开展了相

关的调研工作，认真进行了论证研究，经

报局领导批准，决定取消通用航空器引

进审批（备案）程序。”

中国民航局运输司通航处副处长商

可佳表示：“为贯彻落实《指导意见》，民

航局研究制定了任务分工方案和推进时

间表。针对通航企业普遍反映的航空器

引进备案难的问题，把‘取消通用航空器

备案’列为2017年的重点工作。今年伊

始，通航作业还没有全面开工，政策就已

经落地。”

取消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备案）是

民航局深入贯彻国务院简政放权精神的

体现，也是贯彻《指导意见》的具体落实。

   公务机真的能够想买就买？

通用航空器的引进从民航局审批开

始，到现在完全放开，契合了国家促进通

用航空业发展的大形势。这份文件实际

上就是全面放开了通用航空器的引进。

“这份文件非常鼓舞人心，具有标志

性的意义！民航局的这个举措跟国家简

公务机机场的选址除了要考虑
与市中心和主要机场的距离外，还
应综合考虑空域繁忙程度、通关的
便捷程度、配套交通等诸多因素。

取消审批以后，企业在安排自身规划、计划和交通

工具的使用上，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不会再浪费金钱、浪

费资源。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规划处处长张丽表示：

“我们应该是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件有利于通用航空业发展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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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放权的大势是吻合的。这也是国家这

两年支持公务与通用航空发展的政策和

举措的重要一项！”

身为通航从业者，中国公务航空集

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廖学锋对这份文件

出台的态度更加积极。“原来一架飞机引

进来的审批是漫长的一个过程，有时候

需要一年多，很多人买了飞机一直闲着，

放在境外进不来。去年民航局把这个审

批程序下放到了地方管理局，审批已经

非常简化，只需要一个备案。这次全部取

消引进审批和备案程序，这是最关键的，

非常值得点赞！”

“这份文件的出台，让大家更方便，

减少了企业的支出负担成本，用更低的

价格去购买航空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

研究院航空运输所通航室主任张兵认为，

“虽然是比较小的一个环节，但这是民

航局实实在在的一个举措，也是实实在

在为个人或企业的需求考虑，最关键的是

运营企业减轻了成本压力，个人购买航空

器更方便快捷。”

取消审批以后，企业在安排自身规

划、计划和交通工具的使用上，就能够准

确地把握，不会再浪费金钱、浪费资源。

张丽表示：“我们应该是实实在在地做了

一件有利于通用航空业发展的事情。”

商可佳认为：“从效果来看，业界普

遍反映这项行政权力的取消含金量很

高，充分体现出民航局简政放权的决心、

力度和为促进通用航空发展做出的实实

在在的努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取消审批（备案）

程序并不等于企业或个人能够无限制、不

受约束地引进和运营通用航空器。

通用航空器引进前，航空器型号设

计首先应获得中国民航局的批准。通用航

空器投入运营前也必须通过运行规范审

定，缺少运营资质以及人员保障能力、安

全状况等不满足要求的企业或个人仍然

不具备引进和运营通用航空器的条件。

“通用航空器投入运行前，仍需加

入运行规范。民航局取消了事前审批，

仍需加强对通用航空器引进后的事后

监管。”张丽认为，“民航局各地区管理

局或监管局要对申请人的飞行安全实

力以及安全状况进行审核，只有通过运

行规范的审核，通用航空器才能真正飞

起来。”

   能让市场决定的由市场决定

中国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在今年两会

期间表示：“绝大多数时候，能让市场决

定的，还是由市场决定。能放给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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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放；该政府监管的，就得管好，最终

目标是坚持放管结合。在通用航空发展

上推进放管结合，要让通用航空器能够飞

起来，让通用航空器的爱好者能够热起

来，促进通用航空市场能够发展起来。”

“通航是对GDP会作出很大贡献

的行业，现在国家政策正在给它松绑”。

廖学峰认为这两年通航是真正地、扎扎

实实地朝着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在发

展，“民航局近期出台的这些政策都很具

体、很实惠。原来成立一个通航公司还有

一年的筹备期，筹备完以后检查资格才

能成立；现在则可以直接成立，要求也大

大降低了。关于私人飞行员驾照考试的要

求也降低了，这些都是国家做出的一系

列支持通用航空发展的举措，非常鼓舞

人心。”

民航局近期也同样简化了国内通航

企业承担境外通航业务的审批程序。在

2017年两会期间，中国民航局局长冯正

霖在答记者问时，将其发挥的作用归纳

为“一省、一增、一拓”，即省时间、增效

益、拓市场。

改革之前，通航企业申请到境外作

业，在通过申请、受理、审核、批复等流

程以后，还要提交航空器的三证、机组检

查执照的签署、航空器保险等近10类材

料。简化后，则直接为通用航空企业节省

了一个月的时间，提高了经济效益。简化

审批后，通航企业能够较快地承接一些

急、难、险、重的作业任务，如执行南极、

北极的科考任务等，还可以灵活地开展

境外临时性的短期作业。这在客观上鼓

励和支持了更多国内通用航空企业“走

出去”，拓展业务，在国际市场上展示中

国通航企业自己的优势。

张兵认为：“民航局去年到今年都逐

渐在简政放权，工作落实也比较高效，获

得了大家的认可。以后只需要把该管的安

全管住，让市场做选择的部分，做到尽量便

民，尽量减少环节，尽量让它贴近市场。”

目前民航局的市场管理类审批项目仅

仅占了22%，其他的都涉及安全、国家主

权，关乎国家利益，还需要进行审批监管。

张兵也表示：“将来通航需要分类分

级管理，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这样的监

管体制是合理的，也是改革的一个重点

方向。”

   通航需要真正起飞

通航是实现航空强国的关键一步，是

整个航空业的基础。取消通用航空器引进

审批（备案）程序的确起到有利于促进通

航市场的发展作用，张兵认为，审批程序

并不是真正制约通航发展的关键环节。

通用航空的发展壮大，需要多年的积

累和沉淀。截至2015年底，我国通用航

空飞行小时和机队规模仅为美国的1/30

和1/100，差距巨大。通用航空的发展面

临着顶层设计亟待完善、空域资源使用

受限、法规体系有待健全、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专业技术人员匮乏、飞机引进与运

行困难等问题。

“实际上，通用航空的问题是有效

需求不足，综合使用成本太高，其中包括

制度成本和费用。”张兵认为，“若把航

空器的引进税减少或取消，至少能减少

企业20%的成本。”

传统的民用运输型客机进口关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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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只要4%。“而公务机进口现在仍

有5%的进口关税和17%的增值税，这

是多年存在的一个问题。”廖学峰表示，

“在中国用公务机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这也与机场数量不够有关，比如说机场

的起降费、通道费用都太高。”

目前我国通用机场数量只有巴西的

1/8、墨西哥的1/3。通用机场作为重要的

公共基础设施，是通航产业的发展基础，

但我国通用航空活动却正面临“无地可

落”的局面。通航机场总量少、分布不均

衡（具有消费潜力的城市周边和东中部

地区数量少）、发展缓慢，这些因素都成

为通航起飞困难以及产业发展的短板。

按照国务院出台的“指导意见”，我

国要在2020年建成500个以上通用机

场，通用航空器达到5000架，通航经济

规模超过1万亿元，释放出大力发展通用

航空的信号。

但与美国10000多个机场相比，我

国通航产业的差距依然十分巨大。廖学

锋表示：“机场的修建不是一天两天的

事。现在大家觉得我们一年修15到20

个新机场，已经挺多了。但从世界范围来

说，中国就算一年修20个机场，10年修

200个，100年才修2000个，还赶不上美

国的一半机场数量。”

“机场是人们正常生活、促进地区

发展的基本基础设施”。廖学峰认为机

场本身并不一定需要盈利，其投入和产

出比却很高。“不要看到机场本身是否挣

钱，而是要看到机场建立以后，对人们生

活的改变，对这个地区经济整体发展的

贡献。中国只有真的实现‘县县通’机场，

才能真正推动西部地区、中原地区、边远

地区的发展”。

“现阶段通用机场整体运营的基本

盈利模式和营运模式依然不清晰。”通航

空港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国

华表示，“通航产业是投资周期比较长、

回报比较慢的一个产业。过去20年，中国

市场的投资人都喜欢赚快钱，谁都没有

耐心对一个产业精耕细作，把它做细致，

做长久了。通航若想发展好，前提是通航

机场建设要形成网络，才能起到交通基

础设施属性的真正作用。机场建设成

为完整的交通网络后，通航才能真正

的起飞。”

目前民航局的市场管理类审批项目仅
仅占了22%，其他的都涉及安全、国家主
权，关乎国家利益，需要进行审批监管。

按照国务院出台的“指导意见”，我国要在2020

年建成500个以上通用机场，通用航空器达到5000架，

通航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释放出大力发展通用航空的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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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航空
在中国更好用了

  本刊特约撰稿 吕人力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通用航空系主任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Becomes More 
Convenient for Customers

与前些年相比，公务航空在中国更好用了。公务航空正从运行基

础上巩固发展的条件，公务机利用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

配套服务品类的丰富以及公务机计划申报等运行保障条件改善等，已

经显著提高了中国公务航空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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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航空市场
呈清晰的复苏态势

全球喷气公务机交付数量2016年

为661架，相比2015年的718架，下降

7.9%；而喷气公务机的交付价值2016年

为183.53亿美元，与2015年的218.77

亿美元相比，下降16.1%—交付价值的

金额降幅大于交付数量的降幅，说明了什

么？说明公务机市场波动对高价值远程

公务机的影响较大。而在二手机交易方

面，亚太待售飞机比例上升、交易价格下

滑和等待交易期延长，说明了存量市场需

求同样疲软。

中国公 务 航空市场也呈现相同趋

势。2016年我国公务机交易保持低位， 

28家运营企业拥有喷气公务机227架，

基本与2015年底（226架）持平。

从2014年起的公务机运营企业和公

务机数量增幅减缓，中国公务航空的“盘

整期”已持续3年，难道中国公务航空市

场还将长期停滞吗？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用数

据说话。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2016年

中国公务航空运营企业年飞行小时数为

34649小时，较2015年增长了15.9%；

2 016 年 中国 公 务 航 空 运 营 企 业 起 降

16790架次，公务航空飞行量增速显著

超过通用航空整体飞行量4%的同比增

速，在机队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增加飞行

量，公务机利用率出现了10%以上的提

升，说明中国公务航空运营市场逐渐呈现

清晰的复苏态势。

从业务结构来看，上海虹桥、浦东机

场的起降总量超过6000架次，年增长率

超过10%；首都机场由于保障条件限制，

起降总量维持在1万架次左右，但国外公

务机与国内公务机起降架次比重从6：4

逐渐转变为4.5：5.5的结构。包机业务开

始回暖，国际飞行比重逐渐增加，中国公

务航空发展更加均衡，并更加突出交通

工具中的比较优势。

   公务航空在中国更好用了

与前些年相比，公务航空在中国更

好用了。公务航空正从运行基础上巩固

发展的条件，公务机利用率的提高、基础

设施的逐渐完善、配套服务品类的丰富

以及公务机计划申报等运行保障条件改

善，公务航空对业主、客户需求的响应更

加迅速，已经显著提高了中国公务航空

的正面形象，这是一个行业发展最关键

的消费基础。

同时，公务航空保持着很高的安全

水平。通用航空在我国发展的重要制约

是公众对航空安全的疑虑，公务机在全

球和我国近年来的安全记录无可非议。

我国公务航空采用性能优越的喷气机型

并由经验丰富的运输公司飞行员执飞，公

众对公务航空安全的主观印象更佳，这

为公务航空的未来“起飞”提供了更加干

净、顺畅的“跑道”。

另外，公务航空可以用得更放心。此

前万达官微发布“中国首富忙碌的一天行

程”在朋友圈广泛流传，王健林一天飞了

6000公里，签订了500亿元合同，在公务

机上看设计图纸。类似的新闻让公众体会

到公务机是企业家的效率工具，消除了社

会对公务机奢侈消费的质疑，阳光富豪们

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使用公务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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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航空潜在增长率正在提高

毋庸置疑，中国的公务航空市场有

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

长，企业的活力逐渐增强。经济需求旺盛

时，企业创新集中在快速扩张产能满足

需求；市场低谷时，企业创新集中在消减

成本和打磨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我国

企业正处于市场出清过程中，企业间的

兼并重组活跃，过剩产能、过高杠杆状况

正在改善，企业和管理团队的更新换代

让公务航空的经营理念更加理性客观。

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也无疑会帮助

公务航空的发展。我国基础建设效率与

成本优势全球领先，无论是北京新机场

的公务航空设施，还是北京、上海和广

州等航空枢纽周边筹划的综合型通用机

场，将释放枢纽机场时刻资源。根据《中

国民航“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

运输机场将达到260个，通用机场将达到

500个，公务机目的地选择将持续增加。

在政策环境方面，国家层面出台《关

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将公务航空列为通用航空交通服务的一

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公务航空，

满足个性化、高效率的出行需求”；《通

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修订后，企业

必须购置拥有两架飞机的限制取消；3月

初民航局又取消了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

（备案）程序，这些都使得公务航空运营

的制度性成本得以实质性地降低。

   期待公务航空“十三五”表现

中国已经拥有亚太最大的公务机机

队，成为中国通用航空领域首先达到这

一领先位置的分支，这说明公务航空前

期在中国的市场开发是成功和有针对性

的。在中国公务航空由销售主导的初创

阶段进入运营商主导的深耕细织阶段，

创新侧重点出现本质变化，服务导向的

存量市场开发和客户价值创造成为创新

主流，中国未来公务航空市场广度扩张

和深度开发，实质仍是增效用与降成本。

根据亚翔公务机报告，从亚太运营商满

意度分析，大中华地区最弱的仍是性价比

（价格）因素，是中国公务航空补短板的

关键。

商业模式还有待突破。一位公务机

运营企业负责人称，目前中国公务机公司

最佳规模就在10架左右，机队规模再扩

大并不能获得成本优势，反而会因管理

难度上升而增加成本。中国不能引入国

际成熟的产权共享、虚拟产权商业模式，

有业主比较信赖专有飞机、飞行员和服务

团队的客户原因，也有商业模式升级需要

较大的技术投资、流程设计与管理人才

升级换代的成本原因。说到底，还是企业

创新的原始动力仍不足，市场压力还有

待充分传导到经营创新中去。

外部成本还需调整。公务机公司抱

怨最多的是，所有外部成本都是刚性的，

而运营服务价格是随行就市的。中国公

务航空仍然被看作民航基础业务之外的

“甜点”，要么交钱，要么别来。但这一趋

势面临改变，原来公务机服务只是机场

和地面服务很边缘化的业务，但随着业务

量的持续增长，公务机业务成为机场重要

的“新增长点”，机场更加注重培育公务

2016年中国公务航空运营企业年飞行小时数为

34649小时，较2015年增长15.9%。在机队数量不变的

前提下，公务机利用率提升，说明公务航空运营市场逐渐

呈现清晰复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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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务航空采用性能优越的喷气机型并由经验丰富的运输公司飞行员执飞，公众对公务航空安全的主观印象更佳，为公务航
空的未来“起飞”提供了更加干净、顺畅的“跑道”。

航空市场。随着枢纽机场时刻缓解，时刻

向高利润“业务”倾斜以及全新公务机专

用机场投入使用加剧机场间竞争，公务航

空地面服务的市场规则将更加清晰。

公务机效用还需提升。能够支付公

务机账单的业主和客户，已经工作生活一

体了，中外皆然。Space X和Tesla创始

人Elon Musk2013年飞了186次，公务

机是他繁忙中增加日程的不多选择之一。

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利用公务机从北京飞

到宁波市宁海县爬山，当天往返。公务机

需要更贴近客户和业主需求，当前中国

公务航空还需要从运行效率、客户响应、

成本效益角度切实提升，真正成为客户

的效率机器。

根据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GAMA）

报告，美国公务机利用率是314小时/年，

是活塞飞机利用率的3.7倍。美国联邦航

空管理局（FA A）的20年预测（2016年

至2036年），喷气公务机的飞行小时将年

均增长3.1%，是通用航空整体增速（年均

1.2%）的2.5倍，其中机队规模增长每年

贡献2.5%飞行增量，飞机利用率提高贡献

其余0.6%的年均飞行增量。公务机在全

球应用的乐观前景将基于运行效率提升

与高效用吸引客户。

中国公务航空能够充分利用政策支

持、基础设施完善和运营商创新的合力，

“十三五”期间，我国公务航空将更加健

康、有活力并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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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薛海鹏

GulfstreamGood Product Quality from Long-term Efforts

湾流公务机
时间磨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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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fstream

自 1958 年成立，即将迎来甲子之年的美国湾

流宇航公司，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品质、锐意进取，

不断扩大着自己在全球公务机市场的战略版图。截

至 2016 年底，湾流公务机在全球市场的保有量已

经突破 2600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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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耕细作 深挖潜力市场

作为一家拥有近60年发展历史的传

统公务机制造商，美国湾流宇航公司凭

借卓越的产品品质，旗下各款公务机在

全球主要区域市场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

势头。

2016年，湾流向全球市场交付115

架公务机，其中大型飞机88架，包括湾

流G450、G550、G650和G650ER；中

型飞机27架，主要是湾流G280。这些新

飞机的交付，使得湾流在全球的公务机

机队规模突破2600架。

用最好的产品服务最需要的市场，

一直是湾流公司秉持的理念。无论是在

传统的北美、欧洲市场，还是在后发展的

亚太、拉美、中东和非洲市场，湾流用自

己的精耕细作，不断扩大着在全球市场

的战略布局。尤其是近5年，在巩固传统

市场份额的同时，湾流格外注重对新兴

潜力市场的挖掘。

北美是湾流公务机的原产地，也是

湾流公务机最大的交付地。美国和加拿

大一直是接收湾流公务机最多的两个国

家。截至2016年底，美国和加拿大两国

的湾流公务机保有量达到1639架，占湾

流公务机总保有量的比例超过60%。过

去5年，湾流在该两大市场的交付量年均

增加45架，在基数较大的情况下，仍然实

现了近4%的年均增长。

欧洲市场曾是湾流除北美之外最大

的区域市场，直到2012年，新兴的亚洲

市场崛起，取代了欧洲市场的位置，使

得欧洲市场的湾流公务机机队规模退居

第三位。过去5年，湾流公务机在欧洲市

场的机队规模从2012年的182架增加到

2016年的231架，年均增速为6.1%。

拉丁美洲也是湾流的重要市场。过

去5年，湾流公务机以接近5%的年均增

长速度，在拉美地区的交付总量从2012

年的165架增加到了2016年的200架。

另外，在中东和非洲市场，湾流公务

机的交付总量在2016年达到了180架，

过去5年的年均增速达到5.4%，略高于

在拉丁美洲的增长速度。

4F,P03-98-JRMH-2-B7G7B3.indd   28 17-3-30   上午2:32

29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是湾流

近年大力挖掘的潜力市场。2012年，湾

流公务机在亚太地区的交付总量突破

200架，达到208架，一举超越欧洲市

场，成为湾流除北美之外最大的全球区

域市场。

高增速是亚太地区公务机机队规模

近年发展的典型特征。对于湾流，截至

2016年底，湾流累计向亚洲交付了314

架公务机，过去5年保持了年均10.8%的

增速，这也是湾流公务机机队在特定区

域市场的最高增速。

目前，亚洲市场保有湾流全球机队

12%的市场份额，其中绝大部分是大型

公务机，包括湾流G450、G550、G650

和G650ER，占湾流亚太公务机机队的

比例高达84%。同时，湾流的大型公务机

占该区域市场大型公务机总保有量的比

例也高达56%。

可见，大型公务机是湾流开拓亚洲

市场的利器，在中国市场上也尤为突出。

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公务机市场，中

国市场近年对公务机的旺盛需求，为包

括湾流在内的世界主流公务机制造商提

供了巨大商机。

自2003年正式进军中国市场，湾

流公务机目前在中国市场的保有量已经

达到110架。湾流旗下各款公务机在中

国都有着良好的市场表现，尤其是湾流

G550。据胡润研究院此前发布的数据，

在中国内地排名前100企业家所选购的

公务机中，有25架为湾流公务机，其中

19架为湾流G550。

前不久，湾流现役最新机型湾流

G650ER正式获得由中国民航局颁发的

型号合格证，标志着该机型可以在中国

01. 湾流G280公务机客舱。
02. 湾流G600公务机备餐间。
03. 湾流G650公务机客舱。

01

02

03

截至2016年底，湾流累计向亚洲交付了314架公务

机，过去5年保持了年均10.8%的增速，是湾流公务机机

队在特定区域市场的最高增速。

湾流G650ER公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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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注册认证。事实上，该款旗舰机型在

2016年就已经被中国的公务机运营商所

引进，用于服务中国市场。

   推陈出新 力保领先优势

湾流公务机畅销全球源自湾流公司

对飞机品质的极致追求。最近一年，湾流

公务机在飞机销售领域树立的多个里程

碑，也证明了湾流品质。

2016年10月，湾流向客户交付了第

100架湾流G280。湾流全球销售高级

副总裁Scott Neal表示：“G280投入运

营将近4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足以令

湾流团队深感自豪。该机型为客户提供

无与伦比的超中型飞机的航程、速度、

燃料效率和舒适性。机组人员和五大洲

的运营 商都证明其 具有高 可靠性和卓

越性能。”根据运营商的记录，目前全球

G280机队的飞行时间已超过70500小

时，起降达到43000次。

在2017年1月，湾流G650/650ER

的交付总量突破200架。作为湾流旗下

现役航程最远、速度最快的旗舰机型，

湾流G650/650ER已创下60多个世界

速度纪录，总飞行时间超过136000小

时。加上最新通过其申请的中国，湾流

G650和G650ER已分别在26个国家和

16个国家获得认证。Scott Neal表示：

“G650和G650E R是我们的畅销机

型，并且未完成订单已延至2018年。我

们看到该机型拥有空前的需求，这归功

于其无与伦比的航程、速度、安全性和舒

适性。”

湾流的成功得益于现役旗舰机型的

优异表现，但湾流并不满足于此。面对市

场需求变化以及公务机研发领域的新趋

势，湾流加快新产品研发步伐，于2014年

推出了两款全新机型湾流G500和湾流

G600。

该两款机型作为湾流下一代支柱产

品，被湾流公司寄予厚望。过去一年，两

款机型的研发工作都按计划进展顺利。

2016年8月，第5架湾流G500试飞

飞机成功首飞。该机也是第一架内饰齐

全的生产型试飞飞机，用作客舱测试平

台。随着5架试飞飞机全部投入试飞以及

试飞计划的继续稳步推进，湾流G500

的面世时间也越来越临近。湾流G500

预计于2017年获得型号合格证，2018年

开始交付。

湾流G600的试飞工作同样进展顺

利。2017年2月24日，第二架湾流G600

首飞成功，正式加入试飞计划。湾流总

裁Mark Burns表示：“首架飞机完成试

飞仅10周之后，第二架试飞飞机也开始

了测试，这充分显示了我们的研发项目

所一贯传承的严格性和纪律性，这一系

列成就将推动G600顺利获得认证和投

入运营。”

湾流预计G600将于2018年获得美

国联邦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并计

划于当年晚些时候交付。

湾流G500和G600两款新飞机保

持了湾流公务机一贯的性能和舒适性，

并在油耗等方面做了进一步提升。湾流

G500能以0.85马赫飞行9260公里，或

以0.90马赫飞行7038公里；湾流G600

则能以0.85马赫飞行11482公里，或以

0.90马赫飞行8890公里。这两款机型的

最大飞行速度均可达到0.925马赫，与湾

2016年，湾流向全球市场交付115架公务机，其中

大型飞机88架、中型飞机27架。这些新飞机的交付，使

得湾流在全球的公务机机队规模突破260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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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G650和G650ER相同。

在研发新产品同时，湾流还设计推

出了一 些辅助提 升飞行 安 全的应 用程

序。其在 2016 年 8月发布 了一 款名为

Per fo r manc e i Pad的应用程序，旨

在帮助湾 流飞机的运营商简化飞行 运

营。作为湾流Pl ane B o o k飞行机组信

息电子版套件的配套产品，这款新开发

的Per formance iPad应用程序能够

让湾流G650或G650E R机组人员迅

速计算出飞机起飞 和着陆阶段 精确的

性能数据，从而取代了纸质图表和人工

计算，而且结果以简单、易懂的图形显

示。这减少了机组人员的准备时间和工

作量，并提升了其情景感知能力和飞行

感知能力。

目前，湾流已计划让更多的机型使

用该应用程序，而未来的增强功能还将

包括巡航和任务计划的制订，以及独立

的重量和平衡计算能力。

   深谋远略 紧跟用户需求

湾 流公 务机深 耕全球主要区域市

场，为他们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尤其

是在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伴随市

场和用户的逐渐成熟，更多人和社会组织

意识到公务机的交通属性能够为他们的

|||||||||||||||||||||||||||||||||||| MARKETING经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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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带来帮助。

相比一味地推销飞机产品，湾流开始

更加关注不同区域市场的用户需求，不仅

让客户买好飞机，更让他们能够用好飞机。

加大对区域市场的保障资源投资，构建快

捷的售后服务网络和客户支援体系，成为

湾流近年在亚洲等市场的发展重点。

湾流会根据对具体区域市场进行的

持续监控，决定是否添加更多的客户支

持资源。以亚洲市场为例，Scott Neal表

示：“湾流在大中华区的大客舱公务机市

场上占有65%以上的份额，需要我们向

该区域的机主和运营商提供世界级的服

务和支持。”

2012年11月，湾流通过与海航集团

合作，在北京首都机场合资成立了湾流

北京服务中心，成为满足中国境内湾流

公务机运营商维修需求的强大资源。目

前，该服务中心的人数已发展到52人，其

中包括24名技术人员。该中心每年差不

多能完成维修100架次左右，目前已累计

完成近600架次送修。

为对大中华区日益壮大的湾流机队

提供支持，湾流在香港、北京和新加坡存

放了价值约6500万美元的零部件。湾流

亚太区客户支持总监Jim Gallagher认

为，对该地区零部件的持续重视缩短了

配送至运营商的时间，加快了飞机重新

投入使用的速度。

香港国际机场是50多架湾流飞机的

大本营，其中包括8架G650/G650ER。

距该机场近在咫尺的就是湾流产品支持

亚洲办事处，它包括可为运营商提供宝

贵资源的亚洲客户支持联系中心。该中

心提供计算机化维修程序分析、技术系

统支持、零部件直接销售及保修协助。

湾流此前还与第一个加入其小时成

本维护计划—PlaneParts的中国国内

客户签约。该计划向客户提供因计划内和

计划外维修而要更换零部件时所产生的

可预计的维护成本。

与大中华区运营商紧密合作的是派

驻香港、北京和上海的现场服务代表。在

香港和曼谷，湾流派驻有外场与空运支持

小组（FAST）的技术人员，专门在飞机停

场情况下，向运营商提供快速响应协助。

此外，湾流在香港还设有公司授权的服务

中心—Jet Aviation以及公司授权的保

修设施—Metrojet。另一个客户资源是

飞安国际（FlightSafety International）

的湾流学习中心，该中心用于培训技术人

员和飞行员，并配备了G550和G450飞

机D级全程飞行模拟器。

在增派人员和加大硬件设施投入的

同时，湾流也在加强与运营商的直接沟

通。2015年7月，湾流在总部萨凡纳召开

了第一个“虚拟”运营商和供应商会议。

湾流G500预计于2017年获得型号合格证，并于2018年开始交付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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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议的亮点就是让湾流供应商可以面

对面地跟湾流用户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沟

通。来自不同区域市场的湾流飞机用户

及运营商能够跟湾流的专家、技术代表

就飞机的更新、监管任务、选择飞机系

统、飞行员的检查、维修工程技术师等一

系列问题进行深刻探讨。

同时，湾流积极参加全球范围内的

重要公务航空专业展会。在亚洲，湾流

每年都会携带旗舰机型参加在上海虹

桥机场举办的亚洲公务航空会议暨展览

（ABACE）。在为期3天的展览期间，湾

流展台面对所有用户和运营商开放。

在贴近本地市场和用户的过程中，

湾流也参与到了该区域的公务航空行业

发展之中，并建言献策。针对中国公务

航空的发展，湾流亚太地区区域副总裁

蔡海文表示：“我们对亚太地区和中国

2017年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中国正在

支持公务航空大踏步地前进发展，我们

希望这种趋势可以保持，让中国公务航空

业能够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减少空

中限制，同时大力培养飞行员、技术人员

和机械师，以实现更大的发展。”

我们对亚太地区和中国2017年的发展前景非常看

好。中国正在支持公务航空大踏步地前进发展，我们希

望这种趋势可以保持。

湾流G600预计于2018年获得型号合
格证，并计划于当年晚些时候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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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刘九阳

Embraer
Executive Jets：A Dreamy 
Journey above the Clouds

巴航工业公务机：
梦幻迷人的云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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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袭 1000E 到飞鸿 100EV，巴航工业公务机家族

在内饰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容小觑。从曼哈顿到好莱坞，公

务机与上世纪 20、30 年代的建筑、家具、珠宝、汽车和

远洋邮轮的设计元素相碰撞，以非凡的创造力赋予精致客

舱完美的飞行体验。从登机的那一刻起，乘客便开启了这

场梦幻迷人的云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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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无与伦比的出行优势，公务机

在中国正被 越来越多的高净 值人群所

熟知和接受。公务机的使用者也逐渐由

极少数的金字塔尖富豪，拓展到企业高

管、明星名人、高端体育运动爱好者，以

及企业级需求客户等。公务机市场的增

长为巴航工业等主流公务机制造商带来

了巨大商机，赏心悦目的客舱内饰设计

也逐渐成为吸引公务机使用者注意的重

要因素。

提起巴航工业公务机，首先想到的

可能是其从世袭1000E到飞鸿100EV涵

盖公务机各级别的全系列产品布局和最

前沿的高科技、卓越的运营性能和成本；

除此之外，巴航工业公务机家族在内饰

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不可小觑。

近日，在巴航工业品牌管理及内饰

设计副总裁杰伊·比弗（Jay Beever）的

推动下，巴航工业再次与前迪士尼幻想

工程师、著名设计师埃迪·索托（Eddie 

S o t t o）强 强联手，为世袭10 0 0 E打

造 两 款 高 度 定 制 化 的 设 计 方 案 —

“Manhattan曼哈顿”和“Hollywood

好莱坞”。

巴航工业世袭1000E超大型公务机

作为公务机市场最受喜爱的机型之一，

拥有出色的可靠性、低运营成本和宽敞

的客舱空间。飞机采用五舱布局，最多可

容纳19名乘客。在搭载8名乘客、NBA A 

IFR备份燃油的条件下，世袭1000E的航

程可达8519千米（4600海里），可从北

京直飞迪拜、香港直飞悉尼，或者上海直

飞莫斯科，是洲际旅行的可靠之选。

世袭1000E宽敞的客舱空间也为

个性化定制提供了无限可能，多种多样

的客舱布局配置 方案能够为乘客 打造

舒适惬意且独一无二的飞行之旅。巴航

工业 这次推出的全新高端定制系列世

袭1000E“曼哈顿”和“好莱坞”是公务

机与上世纪20、30年代的建筑、家具和

远洋邮轮等元素的巧妙碰撞，以非凡极

致的创造力赋予精致客舱完美的飞行体

验。从登机的那一刻，乘客便可开始享受

这场梦幻迷人的云端之旅。 

   曼哈顿的迷人惬意
上世纪20、30年代，法国豪华邮轮

“诺曼底号”（SS Normandie）曾以大

胆前卫的设计和奢华不凡的内饰享有盛

名，其流线感十足的现代设计对装饰艺

术的发展影响深远。杰伊·比弗对这一点

深深着迷，并由此联想到美国本土丰富多

彩的装饰艺术、流线式现代主义的风格

品味和建筑作品，最终催生出打造极致

飞行体验的想法，以此向曼哈顿和好莱

坞建筑中历史悠久的装饰艺术致敬。

“Manhat tan曼哈顿”采用上等实

木材质，在客舱中将纽约的地标性建筑

元素，如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与彩虹

餐厅等，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融合了

浪漫的法国装饰艺术设计风格。

当乘客踏入客舱的那一刻，首先映入

眼帘的便是门厅中由金属拼花和细木镶

嵌工艺制成的美轮美奂的玄关画。玄关画

以流畅的线条、浓浓的怀旧风格重现了纽

约的经典地标建筑，使乘客仿佛已置身于

上世纪20、30年代的纽约城中。

以克莱斯特大厦为灵感打造的“云

端俱乐部”（Cloud Club）位于第一个客

舱区，配有吧台、可折叠高脚凳和舒适长

沙发。长沙发边上是由4块形状各异的舷

窗设计而成的大尺寸观景窗，让·米歇尔

·弗兰克（Jean Michel Frank）品牌的

高档家具以及曼哈顿颇具代表性的室内

设计风格都是它的创意之源。在“云端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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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wood好莱坞”以明朗的浅色
为主，设计简约开阔，搭配交相辉映的灯
光效果，正如米高梅黑白胶片电影般引人
入胜。

“Manhattan曼哈顿”门厅中的玄关画
重现了纽约经典地标建筑，使乘客仿佛置
身于上世纪20、30年代的纽约城中。

乐部”里，手持一杯香槟，舒服地坐在沙

发上，倚靠着设计独特的观景窗，乘客可

悠然地将三万英尺上的云霞美景尽收眼

底，可谓是重现了曼哈顿高档酒吧的醉人

惬意。

中间的3个宽敞客舱配有多张俱乐

部式座椅，可供乘客举办派对，将原本单

调的飞行转变成充满欢声笑语的盛宴。

乘客还可以在客舱后部炫目奢华的“水晶

宫”里举办多达6人的精致私密餐会。“水

晶宫”的侧壁和后方分隔机舱和厨房的

舱门上嵌有精致的水晶雕刻装饰，在灯

光的照耀下映出柔和的光芒，分外迷人，

这也正是“水晶宫”名字的由来。同时， 

该区域还配备了背光式上方智能控制面

板，在飞行过程中提供一目了然的飞行信

息.通过结合智能触屏，乘客可以轻松调

控环境灯光，将高雅韵味与高新科技完

美融合。如果飞行时间较短，无徐提供餐

饮服务，“水晶宫”还可以作为机组人员

的隐蔽休息区。 

   好莱坞的流光溢彩
正 如 繁 华 的 纽 约 与 阳 光 明 媚 的

西 海岸 拥 有截 然 不同 的 气 质，不同于

“Manhattan曼哈顿”的华丽深色基调，

“Hol lywood好莱坞”以明朗的浅色为

主，设计更简约开阔，再搭配交相辉映的

灯光效果，正如米高梅黑白胶片电影般

引人入胜。

当乘客踏入“好莱坞”的门厅，放眼

望去便可看到前三舱的顶部 和侧壁上

装饰有栩栩如生的3D立体皮革浮雕。在

以往的客舱设计中，侧壁和舱顶很少受

到关注、容易被忽略。但是“好莱坞”着

眼于细节，用精致的3D立体皮革浮雕将

这里充分利用起来、装饰一新，以精湛

的艺术创造尽显好莱坞的迷人魅力。从

历史悠久的好莱坞日落塔酒店，到挚爱

飞行的企业家霍华德·休斯（H owa r d 

Hughes）驾驶的飞机，再到上世纪20、

30年代好莱坞街道上的复古汽车，这些

惟妙惟肖的浮雕作品都在讴歌好莱坞的

黄金年代，向每一位乘客讲述着好莱坞

的传奇故事。

为了再现好莱坞的流光溢彩，巴航

工 业公 务机设 计团队不仅在 外观设 计

上颇费心思，在选材和工艺上也是绝不

马虎。柔 软 细 腻 的马海毛 和 羔 羊皮 温

柔包裹着飞机座椅，奢华又不失舒适；

精巧的工艺打造出充满异 域风情的贴

板和镶嵌饰面；顶部的仿水晶材质装饰

在客舱灯光的交相辉映下呈现出独特

的光影效果，使客舱颇有一番浪漫迷人

的电影氛围。“Manhat tan曼哈顿”和

“Hollywood 好莱坞”以独特的方式将

|||||||||||||||||||||||||||||||||||| MARKETING经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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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外观和实用的功能巧妙地融合在

一起，以现代手法诠释复古风格，形成极

具韵味的设计理念，这样的布局在同等

规格的飞机中并不多见。 

   精英人士的梦幻游乐场
空间是一切设计的基础，巴航工业

公务机客舱空间普遍都很宽敞明亮，居

于同级别公务机前列。可供选择的客舱

设计方案多达数千种，包括座椅位置、有

无厨房、壁板材质（皮质、丝质或棉布）、

颜色、台面材质以及地毯式样等。单单座

椅，就有是否需要脚搭、是否需要加热或

按摩功能等多种选项。不同公务机平台

上内部构造所需的时间有很大区别。以

世袭1000E为例，客户自选的内部设计

构造可能要花1到2年的时间；若客户购

买的是巴航工业公务机的认证方案，那

么该过程则可以缩短为6个月。

世袭1000E超大型公务机是个性

化定制客舱内饰的理想平台，巴航工业

在此之前也曾以世袭1000E为载体，y推

出了一系列高度定制化的高端公务机，

如为奢华游艇插上羽翼的“Skyacht™ 

O n e空中游艇”、极具中式典雅韵味的

“Tailored Elegance定制优雅”等。

“Skyacht™ One空中游艇”的内

饰设计充满中世纪的航海情怀，整个客

舱设计采用红白蓝的基础色调，让浮躁

的心灵沉静下来，一同回到那充满希望

与冒险精神的航海时代。客舱中触目可

及的是设计成黄铜罗盘式样的水龙头、

宛如旅行皮箱的玛萨拉酒红色抽屉，摆

放在客舱中的水晶地球仪让主人恍惚间

化身乘风破浪的船长，驾驶Sk yacht™ 

One在云间翱翔。

华美典雅的“Tailored Elegance定

制优雅”系列在客舱的设计中融入大量

中式元素，将传统的雕梁画栋与当代科

技的优雅相结合，如门廊玄关区的中国

字画、沙发上具有吉祥寓意的云纹把手、

古典流苏绸缎靠垫、祥云地毯等。团队在

选材上也别具匠心：橱柜柜体以及座椅扶

手采用了寓意平安吉祥的檀木，沉稳大

气，为整个客舱空间增添了几许禅意；同

时，在整个客舱设计中，中式茶道以及中

式餐饮器皿储物抽屉也独具一格。“定制

优雅”系列目前共有温馨舒适的香槟棕、

沉稳大气的棕咖色、以及古典与现代结

合的钢琴漆色为主色系的3个系列内饰方

案可供选择。

独特 迷 人的客舱内饰设 计 让世袭

1000E俨然变身成为一座专属于精英人士

的梦幻游乐场，杰伊·比弗也表示：“世袭

1000E是实现这些设计概念的理想之选。” 

“Manhattan曼哈顿”和“Hollywood 

好莱坞”虽然是为世袭1000E量身打造的，

但事实上，从飞鸿100EV超轻型公务机到

世袭1000E超大型公务机，巴航工业的全

系列公务机都可以采用这一精致美观的姊

妹设计方案。在浩瀚星空中穿行，与云霞和

彩虹为伴，在这梦幻迷人的云端之旅背后，

是巴航工业公务机团队的努力和汗水。

一直以来，巴航工业公务机都秉承

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致力于让飞机服

务于客户，使乘客在飞行过程中畅享飞

行之趣。近年，巴航工业在客户支持与服

务领域的成绩已获得了世界各地客户的

认可。在该领域专业杂志AIN及ProPilot

的2016公务机产品支持与服务调查中，

巴航工业公务机的综合评分均荣居全球

榜首。

独特迷人的客舱内饰设计让世袭1000E俨然变身成

为一座专属于精英人士的梦幻游乐场，杰伊·比弗也表示：

“世袭1000E是实现这些设计概念的理想之选。” 

|经营者说MARKE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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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宫”的侧壁和后方分隔机舱和厨房的舱门上嵌有精致的
水晶雕刻装饰，在灯光的照耀下映出柔和的光芒，分外迷人，这也正
是“水晶宫”名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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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在通用及公务航空领域的技术成就极大受益于其在航空领域几

十年的技术储备和不懈的创新与投入。在 2017 亚洲公务航空会议暨展览

（ABACE）在上海举办之际，GE航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向伟明接受了本

刊记者的专访，畅谈GE在公务与通用航空市场的发展。

创新
赢得市场稳步发展
专访GE航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向伟明

GE aviation
Innovation Leading 
Stead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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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赢得市场稳步发展

先进的三维压气机技术、航空发动机

燃烧室技术、高压涡轮技术、发动机全权数

字发动机控制技术、先进的CMC陶瓷基复

合材料、数字化、3D打印/增材制造技术……

在通用及公务航空领域持续的创新与技术

投入，为GE赢得了市场的稳步发展。

航空产业是长周期的产业，GE一直

致力于航空领域技术创新的长期投入，在

通用和公务航空领域也不例外。“我们相

信中国公务机将会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稳

步发展，随着机场、空域管理等基础设施

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中国经济开始走向国

际。GE在通用与公务航空市场将与在商

业飞机市场一样，获得客户的认可，得到市

场的回报。”向伟明表示。

   在通用及公务航空领域
的数字化变革
G E这个百年老店正在进行一场有

史以来最大的企业转型变革，即G E的 

数字化转型。大数据的应用在GE最大市

场的商用发动机领域已开始为客户带来

价值，在公务航空领域的数字化今年也

已开始。

像商用飞机一样，在公务机连续飞

行数据的基础上，GE的数据科学家和发

动机专家将一起实现对发动机乃至飞行

过程的全方位危害预兆诊断。相比基于

ACARS数据报文的远程故障诊断，这无

疑又是一个全新的跨越。向伟明告诉记

者：“最终我们期待通过大数据实现极具

客户价值的发动机主动适情维护，极大提

高公务机的签派可靠性、利用率，并大大

降低维修成本。” 

除此之外，连续的飞行数据能够帮

助G E和客户一起分析发现潜在的飞行

偏差隐患，降低安全风险，并定制专属培

训等。 

   EEPC让通用涡桨发动机
更为智能 

G E在通用及公务航空领域的首款

涡桨发动机H系列大家应该已经不再陌

生。中航通飞正在取证试飞阶段的首款

国产涡桨公务机AG300使用的正是该系

列的H85型号，我国最大的农林作业通

用航空公司批量引进的高效画眉鸟航化

作业飞机装配的是H80型号。对已趋成

熟的H系列发动机，G E也一直没有停止

过创新。螺旋桨集成及发动机电子控制

(EEPC)就是GE航空集团在这一领域史

无前例的技术创新。 

受 到 广 泛 应 用 在 商用 发 动 机 上 的

FADEC全权数字发动机智能控制技术的

启发，GE的工程师们通过革命性的技术

创新，把智能化的发动机数字控制技术与

通用和公务航空领域可以接受的成本完全

集成了螺旋桨控制、发动机电子控制，首

航空产业是长周期

的产业，GE一直致力于航

空领域技术创新的长期投

入，在通用和公务航空领

域也不例外。

GE H80涡桨发动机EEPC控制盒。

|||||||||||||||||||||||||||||||||||| MARKETING经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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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实现了涡桨发动机的单杆操纵。这项创

新帮助GE进一步优化了发动机供油程序，

加快了螺旋桨转速，提升了发动机的加减

速特性，同时进一步赋予了发动机更高的

智能水平，实现了地面、空中完全自动的超

温、超扭保护，将涡桨发动机的操作变得

像先进的涡扇发动机一样简单。

去年11月，GE具备EEPC功能的H

系列发动机已经取得了 EASA的适航证，

EEPC 发动机飞机集成的启动项目在新天

宇航的G90XT飞机上密集试飞，去年中期

启动的画眉鸟510G航化飞机的EEPC项

目也进展顺利。这两个EEPC 的飞机项目

都有望在今年完成取证。

   颠覆传统制造方式的
3D打印/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
“3D打印/增材制造技术”几乎是高

端制造业最热的新名词了。在很多企业

还只在谈论增材制造的时候，GE已经在

大量新交付的发动机上使用了3D打印的

重要部件。目前正在交付的LE A P 发动

机和正在研发的G E9X发动机的所有燃

油喷嘴都是通过3D打印完成的。其中最

另人期待的、即将首飞的C919所安装的

LEAP-1C发动机的全部燃油喷嘴都是由

3D打印出来的。

在通用及公务航空领域，GE将会把

这一技术创新提升到新的高度。特别是GE

颠覆行业历史的全新先进涡桨发动机ATP

项目将首次大幅度采用3D打印技术帮助

完成发动机的研发，并完成既定的性能指

标。届时，超过30%的ATP发动机部件将

会通过3D打印来制造。

举例来看，过去发动机上850多个

传统的零部件会减少到10多个3D打印的

部件，如发动机机匣、尾排、轴承腔室、

热交换器等。这样一来，除了大大减少了

零部件数目、简化生产制造过程外，同时

可以期待5%的重量减轻、1%的油耗降

低。当然，这种新技术还会大大缩短部件

的研制周期，例如过去需要几个月完成的

在通用及公务航空领域，GE将会把3D打印/增材制

造技术创新提升到新的高度。

GE正在研发的ATP先进涡桨发动机。

3D打印制造的ATP发动机尾排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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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燃烧室衬套，现在仅用2天就能够

实现。

向伟明向记者透露：“我们期待ATP

首台发动机能够在今年第四季度开始试车

试验，而这在3D打印技术实现以前是不可

想象的。”

   更令人期待的ABACE 
“GE在中国公务机的机队稳步壮大，

传奇性的CF34已经为我们造就了坚实的

客户基础。近几年来，我们在中国的远程、

超远程大客舱公务机客户也有了迅猛发

展，包括使用CFM56发动机的波音BBJ和

空客ACJ，使用CF34-10E发动机的巴航

工业世袭1000，还有去年全新交付到中国

市场的使用GEnx发动机的波音BBJ787

公务机。”谈到这些成绩，向伟明难掩对

GE公务机团队的自豪。

本届ABACE将延续去年的主题，GE

的公务机团队会继续关注现有客户的使用

体验。GE专职公务机客户服务的团队这次

特别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公务机客户维修解

决方案。在ABACE期间，他们会和每位公

务机的特定客户进行交流。

“我们也获悉，本田公务机公司的高

层领导将出席今年的ABACE，并携其外

形优雅、独特气动布局的首款本田公务机

到场，这是这款飞机在亚太地区的首秀。

作为本田公务机HF120轻型涡扇发动机项

目的合资方，我们也非常骄傲。相信中国客

户会喜欢这款性能卓越的公务机，同时也

期待市场对HF120发动机感兴趣。希望我

们有机会结交新的合作伙伴，开拓新的轻

型涡扇飞机项目”。

不久前，庞巴迪超远程大客舱公务

机环球7000的第二架取证飞机已经成

功完成了首飞，并进入密集的适航取证

试 飞 阶段。环 球 70 0 0 便 采 用了G E 的

Passport发动机。

对GE航空集团在通用与公务航空市

场的未来，向伟明满怀信心：“ 让我们共同

期待Passport发动机的首次交付，并翘首

以盼采用3D打印部件最多的ATP发动机

项目早日成功！”

GE9X发动机地面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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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网络机遇
纵观整个文明史，网络一直是经济

发展的基础。各个领域的网络—从道

路、运河、铁路、海上航线，到电报、电话

和互联网，每一个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

产力，并成为构建繁荣社会的重要基石。

今天，中国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创建

新的网络，带动经济腾飞。

想象一下，一个快速发展、持续运转

且具有拓展性的宏大网络，每年能创造

超过75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增长，相当

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随着它的发展，

数以百万的工作岗位得以创造，国家环

境、国民健康和安全也都将受益。这个经

济网络始于国内，并能立即与全球网络

相连接，服务于商业，通过持续的商品服

务交换，促进跨境商贸，加强亚洲区域间

的交流往来。这一机遇将为投资者、企业

家和事业起步期的年轻人带来无限广阔

的发展前景。

这个新的网络机遇就是通用航空，

利用通用航空可以将任何事物在任何时

间运往各地。经过长时间缜密的考量，国

务院提出通用航空将成为未来经济腾飞

的推动力之一，并且在相关政策中强调其

对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性。

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截至2015年

底，中国通用航空已拥有超过300个机场、

281家通航企业和1874架航空器。相比而

言，美国拥有超过2万个机场和接近30万架

通用航空飞机。可见，中国通航市场潜力巨

大。对于具有远见卓识的商业领袖和企业

家来说，抢夺市场先机的时刻已经到来。

   发展通航网络
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

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

年，中国将建成500个以上通用航空机

场。为加快机场网络建设，中央政府向地

方政府下放了通用机场核准权限，并鼓

励社会资本进入。

机场建设是关键的第一步，其他相

关政策的陆续出台也为通用航空的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关政策指出，针对通

用航空的低空空域开放将扩大；通用航

空飞行任务审批更为简化，为提高审批

效率，在某些地区，飞行计划的审批时间

从几天缩短至2个小时。此外，通用航空

运营许可申请流程将更加简化。

2016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发布《关于做好通用航空示范推广有

关工作的通知》，鼓励和扩大社会资本投

资通用航空业，强化通用航空交通服务，

促进通用航空与旅游、体育等融合发展，

拓展通用航空服务领域。

针对这些政策，市场已做出了积极响

应。全国范围内将逐步建成超过100个通

用航空产业园，常州航空产业园便是其中

之一。这一产业园由常州市政府主导，将

重点以发展通用航空制造和运营为主的

通用航空上下游产业，从事大飞机改装、

装饰、维修以及大飞机的配套服务，并打

造长三角地区航空快递集散中心。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此前宣布在全国

分批建设50个爱飞客航空综合体，打造

综合性的飞行体验服务平台，以推动航

   比尔·苏尔茨 德事隆航空中国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

中国下一个宏大网络:
通用航空推动经济增长

Pulling 
Economic Growth Out of the Air: 
China's Next Grea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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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文化发展，推进通用航空的发展。全国

首个通用航空综合体项目落户湖北荆门，

将着重发展通航制造业、航空旅游、航空

研究以及相关文化产业，如飞行俱乐部

和博物馆，并致力于打造综合性高端通

用航空示范项目。

如果说利好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是

构建通用航空网络的基础，那么商业领

袖将是这一网络发展壮大的另一关键。

   发展通航网络的商业策略
随着通用航空网络的不断发展，如

何抓住这一新机遇将是企业家们需要思

考的问题。作为通用航空业的全球领军

企业，德事隆航空见证并协助了无数客户

及合作伙伴拓展其业务。总结过往经验，

以下三个步骤可为企业家制定发展中国

通航的商业策略提供参考。

首先，需了解这一通航网络可能形成

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参考美国等通用航

空发展成熟的市场，了解不同的商业模式

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以及在中国市场的

适用性。同时，需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包括发展现状和重要的国家政策，比如

旨在进一步促进亚洲大陆60个国家经济

一体化的“一带一路”战略计划。

学习通航案例，寻找灵感并总结成

功经验，将有助于找到业务突破口。中国

经济改革期间的诸多成功案例表明，将

对本国市场的熟稔与国外成熟的商业经

验相结合，有利于摸索出最适合自身的发

展模式。

其次，必须了解通航业内的科技和

相关应用。一些对通用航空不熟悉的人

或许会误认为通航的唯一应用就是私人

飞机，只为富人们提供安逸和享乐。事实

上，公务机是为商务出行提供便利的高效

代步工具。特别是对分秒必争的公司决

策者而言，公务机能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

率。公务机只是通用航空领域的冰山一

角，通勤、短途货邮运输及其他特殊任务

飞行占据了通用航空更大的份额，也更具

截至2015年底，中国通用航空已拥有超过300个机

场、281家通航企业和1874架航空器，通航市场潜力巨

大。对于具有远见卓识的商业领袖和企业家来说，抢夺市

场先机的时刻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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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增长潜力。

从了解如何选择购买机型，将其效

率最大化，到高效地运营和管理机队，是

一个持续学习和不断实践的过程。懂得

抢得市场先机的商业领袖将更具优势。

最后，当企业家们准备将对市场的

机遇和技术的了解应用到实际中时，他

们或将现有的商业模式做转型，或开创

全新的业务。通用航空的应用极其广泛，

从农业、渔业、医疗、教育，到旅游、媒

体、房地产开发等行业，无所不包。如果

懂得管理，一架飞机将能扮演多个角色，

执行多种任务，从而提高效率，增加收

益。因此，制订清晰的商业计划，与志同

道合且具有丰富经验的伙伴合作，同样

也是发展通用航空的关键。

   在通航网络中发展商业

网络的连结性能提高效率，创造新

市场和新业务的发展机会。随着经济活

动的增多，网络具有自我发展和壮大的

能力，往往能创造指数级的经济增长。

通用航空网络的机遇或将来自三种

形式，前两种依托于网络规模的扩大，第

三种则在于网络自身的质量及其无限拓

展的潜力。

网络内部节点间的服务是第一种形

式，即往返机场（网络节点)之间的包机、

短途货邮、某些特殊任务飞行，如医疗转

运等服务。这些商业模式是明显的市场

机会，但只有具有足够经验和远见的通

航企业家才有能力创新，把握最佳发展

时机。

联邦快递利用赛斯纳大篷车飞机和

高效的辐射式集散中心，成功建立了航

空货邮运输服务以及灵活且可扩展的商

业模式，使其成为市场的领导者。另一

个供应链创新的案例是美国的区域性血

库。医院对于血液供求往往变化较大，

而血量的充足与否可能决定着病患的生

死。于是，美国南部的地区医院与通用航

空运营商合作，用航空运输的方式将血

液运输至相关地区和医院，确保地方血

站每日血库量充足。

第二种形式则是网络节点服务，即

在通航机场的周边范围内提供服务，比

如某些特殊任务飞行，如人工影响天气、

航空测绘、海洋监测等。这些领域的通航

应用正日渐增长，例如相关单位在保护

或开发稀有土地和水等资源时，需利用

新技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然而，节点服

务最常见的应用依然在于航空旅游、休

闲娱乐以及配套服务领域，特别是在公

共设施不完善的偏远地区。

中国西部拥有极其美丽的原始自然

风光，如果能在此发展短途客运服务，将

为游客出行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促进当

地的旅游和经济。在美国一些人烟稀少

的地区，如阿拉斯加、科罗拉多州、蒙大

拿州和亚利桑那州，通用航空服务发达，

大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这些服

务的经济影响不仅限于飞机运营商。随

着交通更加便利，过去渴望到这些地方

参观的游客终于有机会去观光，新的酒

店、餐厅、纪念品商店和其他配套设施也

将随之兴盛。

第三种形式体现在服务通航网络的

建设上。通用航空网络也需要技术升级

和人力资源的支持。这一网络的发展不

仅需要更多的飞机、零部件和其他相关

通用航空的应用极其广泛，从农业、渔业、医
疗、教育，到旅游、媒体、房地产开发等行业，无所
不包。一架飞机能扮演多个角色，执行多种任务，从
而提高效率，增加收益。

结合广袤多样的地理环境、地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优

势以及强劲的经济实力，中国有能力发展好且充分利用通

用航空网络。未来，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在规模和创新

上的通用航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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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还需要高素质的飞行员、工程师、

地勤服务人员等人才。

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而言，

也许这是最好的时代。目前，全球飞行员

短缺现象普遍，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严

重。这一问题也迫使更多企业为飞行员开

出了更丰厚的薪酬，以此吸引人才。如今

的年轻飞行员在离开商业航空运输后也

许将开创自己的航空事业，他们很可能就

是未来通用航空业的商业领袖。

   中国的通用航空梦

根据美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

会的统计，通用航空贡献了超过1%的美国

国内生产总值，在专业服务和制造业创造

了130万个工作岗位。今天，与之类似的情

况将在中国出现—投资者、航空专业人

才以及实践于中国通用航空网络的企业和

个人将迎来一个7500亿元的市场。

对于中国来说，国内生产总值1%的

贡献量属于下限，而非上限。当代中国正

经历着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和服务业的

强劲增长，并无时无刻地接受和发展着

新的科学技术。无论是在分享经济、电子

商务、移动支付，还是其他领域，中国市

场已展示赶超许多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

的能力和发展潜力。结合广袤多样的地

理环境、地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优势以及

强劲的经济实力，中国有能力发展好且

充分利用通用航空网络。未来，中国将赶

超美国，成为在规模和创新上的通用航

空大国。

目前，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急需

新的解决方案。通用航空能够在运输师

资、医生及其所需设备到偏远地区中发

挥重要作用，或者使用包机及时将专家

送达目的城市。这些航空解决方案均在

阿拉斯加和澳大利亚内陆等地区得以成

功应用。

电子商务则是另一个中国走在世界

前列的领域。中国的网络销售额已超过

美国，到2020年，预计将实现每年20%

的增长。为实现及时送达，中国电子商

务的繁荣需各种运输方式通力协作。作

为支撑，从自行车到无人机，再到轻型飞

机，各种运输工具将各尽其用。

此外，“一带一路”的战略计划无疑

为通用航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更加壮

大、蓬勃向上的通用航空业，将有效助力

进一步连接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促进国

家之间和企业之间的连接和交流。

通用航空网络的发展机会已向我们

靠近。当机遇来敲门，你是否已做好准

备，迎接下一个宏大的经济网络？

|||||||||||||||||||||||||||||||||||| MARKETING经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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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薛海鹏

中国首个公务机机场
呼之欲出？

2017 年新春伊始，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式出具意见，明确同

意首都机场集团出资参股三河公务机机场项目建设，让此前制约

三河机场进展的“投资主体不确定”等问题迎刃而解。中国首个

公务机机场建设有望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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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机机场建设有望加速。

The firstBusiness Aviation Airport in China Will Be Built

4F,P03-98-JRMH-2-B7G7B3.indd   48 17-3-30   上午2:33

49

The firstBusiness Aviation Airport in China Will Be Built

4F,P03-98-JRMH-2-B7.indd   49 17-3-29   上午3:46



50

2017年新春伊始，中国民用航空局

正式出具意见，明确同意首都机场集团

出资参股三河公务机机场项目建设，让

此前制约三河机场进展的“投资主体不

确定”等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首个公务机机场建设有望加速。

公务机机场作为欧美发达公务航空

市场的“标配”，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

建设和运营没有老路可走，也没有经验可

借鉴。三河公务机机场建成什么样、怎么

建、如何运营，将不仅填补国内没有公务

机专用机场的空白，也会为探索公务机机

场运营管理积累有益经验。

   三河公务机机场呼之欲出

有关河北省三河市建设中国首个公

务机机场的消息，在公务航空业界传闻

已久，此前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鼓噪

一阵便没了动静。

不过，这个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据

三河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公开消息，三河

市早在2011年就开始谋划建设公务机机

场，希望将北京地区的公务飞行和私人

飞行业务剥离出来，搬至三河。2013年9

月，河北省发改委对《河北三河通航机场

（临时起降点）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

了批复。

但随后的进展并不顺利，由于“投资

主体不确定”等多方面的因素，三河机场

项目发展缓慢，一度停滞。

直到2014年，国家提出“京津冀

一体化”发展战略，民航率先突破，出台

《民航局关于推进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

的意见》，明确在北京周边选址建设可供

公务机起降的通用机场，分流首都机场

公务机航班。三河机场建设项目迎来了

转机。

首都机场集团为推进和实施“京津

冀”机场群“目标一致化、定位差异化、

运营协同化、管理一体化”的战略，积极

介入三河机场项目，提出加快三河通用机

场建设，分流北京地区公务机航班。

2015年5月，《民航局与河北省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的会

谈纪要》明确，将拟建的三河通用机场

交由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控股并负责建设

管理。

进入2016年，为推动“两翼齐飞”，

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民航局出台了一

系列旨在促进通用航空发展的政策。公

务航空作为通用航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三河机场项目

的筹备工作也得以稳步推进。

2016年底，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在与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的会谈中，提出要推

动三河公务机场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调整

京津冀地区航空市场结构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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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民航局正式批复同意首都机

场集团出资参股三河公务机机场项目建

设，让机场建设的前期工作往前迈进了

坚实一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

露，三河通用机场项目的建设模式已经

明确，由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亚联公务机

有限公司、三河程官营机场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共同出资建设。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民航办

主任王普清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公务机机场在国内尚属新事物，要在

民航局和军方的指导支持下走出一条创

新之路。下一步，首先是依据2016年8月

中部战区空军参谋部组织的三河机场空

域使用协调会精神，加快项目立项可研

报批，尽快取得核准文件；其次是同步推

进项目土地预审报批和筹备新法人公司

组建工作；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各投资方

自身的资源优势，形成合力，切实加强与

民航、军方等各部门的沟通对接，力争把

三河公务机机场项目打造成京津冀协同

发展民航工作的样板工程。

   首个公务机机场
为何花落三河？

三河公务机机场项目位于河北廊坊

三河市高楼镇东侧，直线距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约25公里，距离北京城区约60公

里，车程约1.5小时。

“三河所在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公

务航空发展需求最旺盛、发展基础较好

地区。通过公务机机场建设，能够缓解首

都机场公务机机位与时刻紧张、容量饱

和的情况，补齐公务航空基础设施发展

短板，提升供给保障能力。”中国民航科

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所通航室主任张

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的确，现阶段国内公务航空起降集

中在枢纽机场，首都机场、上海机场、

广州和深圳机场起降量占据90%以上。

北京首都机场作为华北地区公务机起

降量最大的机场，近3年受制于停机

位、起降时刻等资源不足的压力，公务

机年起降超过10000架次后，已很难实

现突破。

保障资源不足给运营商和用户也带

来了困扰。在首都机场运营的华龙航空

（北京）执行总裁武冰告诉记者，在首

都机场停机位不足的时候，他们需要将

飞机临时调往天津停放，等需要时再调

回，这使得运营商增加了很多额外的使

用成本。

近两年，中国的公务机机队规模虽

然增速放缓，但飞机使用率却实现了逐

年提升，年均增长超过10%。

“运营市场的回暖使得公务机机场

建设愈发迫切。”亚洲公务航空协会副

主席吴景奎向本刊记者表示，“我国的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型城市，公务

航空伴随着商业经济贸易的发展已经达

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公务航班不断密集，

而机场的运输航班数量已经达到饱和状

态，无法给公务航班起降时刻及机位资

源，就有必要建立公务机机场。”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通用航空系

副教授杨蕤认为，“中国应该效仿发达市

场，在中心城市枢纽机场周边建设减压

型的公务机机场，解决基础设施不足难

题，保证公务航空服务的便利性和快捷

性”。杨蕤非常认可三河机场的定位，也

看好它未来的发展潜力。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型城
市，公务航空伴随着商业经济贸易的发展
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公务航班不
断密集，而机场的运输航班数量已经达到
饱和状态，无法给公务航班起降时刻及
机位资源，就有必要建立公务机机场。

三河所在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公务航空发展需求最

旺盛、发展基础较好地区。通过公务机机场建设，能够缓

解首都机场公务机机位与时刻紧张、容量饱和的情况，补

齐公务航空基础设施发展短板，提升供给保障能力。

||||||||||||||||||||||||||||||||||||||||||| FOCUS焦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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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一线城市建设减压型通用

机场是全球的通行模式，比如纽约附近

的泰特波罗（Teterboro）机场，距离曼

哈顿仅19公里，比周边的国际机场更加

方便快捷，三河机场的选址和发展定位

与泰特波罗机场如出一辙；其次，三河机

场距离正在通州新建的北京市政府行政

办公区和核心商业区仅20公里，随着配

套设施的建设完善，从东部进入北京城

区的地面交通时间将大幅缩短，这将极

大增强三河机场开展公务航空服务的区

位优势。

“合适的公务机专用机场，会提高

公务机的使用效率，既能更好地满足客

户需求，也会降低公务机的运营成本，吸

引更多人选择公务机出行。”武冰认为，

“专用机场有助于提高中国公务机市场

的成熟度。在发达国家，专用的公务机机

场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

助于提升国内城市形象，也能改善城市

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对于三河机场，中国公务航空集团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廖学锋认为，

“专用的公务机场除最大程度帮助公务

航空发挥快捷、灵活的优势外，也能让首

都机场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干线航班上，

对提升安全、减少延误也有重要作用”。

   中国需要怎样的公务机机场？

三河机场作为中国首个公务机机

场，对于以首都机场集团为代表的投资

方来说，无论是建设还是日后管理运营，

都是全新的尝试和挑战。中国的公务航

空市场究竟需要怎样的公务机机场呢？

从三河机场看，根据河北省发改委

此前对三河机场作为临时起降点的批

复，建设跑道长度是1200米，这虽能满

足大部分通用飞机的起降要求，但对于

公务机就有点不足。以湾流G650为例，

最短起飞距离为1829米。而波音公务机

等超大型公务机需要更长的跑道。可以

预见，三河机场的建设规模从跑道长度

来看，应该会有所调整，以满足主流公务

机机型以及潜在用户群体的需求。

在商业模式方面，参考欧美市场的

合适的公务机专用机场，会提高公务机的使用效

率，既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也会降低公务机的运营成

本，吸引更多人选择公务机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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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公务机机场除了供飞机起降、停场

外，具备丰富的功能，配备很多相应的设

施。作为核心设施，FBO（固定运营基

地）为公务机运营商及用户提供具体服

务。国外公务机机场基本采用多家FBO

共同运营的模式，规避价格垄断，通过竞

争保证服务水平。

三河机场会选择怎样的商业模式，

会有几家FBO呢？吴景奎表示：“国内公

务机机场应该通过降低企业门槛，在保证

机场公共属性的前提下鼓励自由竞争；同

时适当配置完善的配套设施，如145部维

修能力、会议设施、飞行训练学校等，为行

业的相关产业链发展留有足够空间。”

随着国内首个公务机机场建设轮廓

和发展定位的逐步明晰，包括运营商在

内的国内公务航空界十分关注，对它日后

为推动国内其他公务机机场建设发挥示

范作用充满期待。

结合三河机场的实践，中民正阳通

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王建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公

务机运营追求的是便捷高效，在选址上

要考虑乘客如何在机场和实际目的地之

间快速抵达与离开，在建设时要考虑流

程的便捷和高效，对商业和娱乐设施的

内容应适当简化，在配套设施方面应考

虑移动办公、电子商务、视频会议、高端

休闲等设施”。

针对三河机场建成后，如何与首都

机场以及北京新机场共同协调运营该区

域的公务机业务，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相关人士表示，在协同发展机场群和公

务机机场的建设中，政府部门因具有更

加开阔的视野和战略性思维、更强大的

话语权，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时更具权

威性。作为公务机专用机场，更需要优化

机场所在区域的航路航线，提升公务机

机场的空域容量，建立通达国内主要城

市和全球知名城市的航线网络，发展与

周边城市的直升机直飞网络，做好公务

机与直升机的衔接服务，提高机场的服

务能力和辐射范围。

在监管层面，吴景奎建议，我国的公

务机机场的建设和管理应从政府层面考

虑制定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真正区

分开公务机航班和普通商业定期航班，

建立符合公务航班特性的管理制度及监

督制度。

对于所有这些从业者的诉求，张兵

表示，三河机场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试验

机会。作为国内首个公务机机场，三河具

有探索发展道路的功能，能够加快推动

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内其他重点区域公

务机机场发展，在打破缺乏公务机机场

格局和探索建设管理经验方面具有里程

碑意义。

公务机运营追求的是便捷高效，在选址上要考虑乘客如何在机场和实际目的地之间快速抵达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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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河公务机机场建设提上日程，专用的公

务机机场在中国呼之欲出。在公务航空发达的欧美

地区，已经有不少成熟运营的公务机机场。这些机

场什么样？运营情况如何？能给我们的公务机机场

提供怎样的经验和借鉴？

公务机机场：
枢纽城市的标配
  本刊记者 孙昊牧

Global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Fluctuates and Rec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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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机场群中的公务机机场

在全球的国际型大都市周边，一座

甚至多座公务机机场已经成为“标配”。

如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型大都市

中，由多个机场组成的城市机场群已经

形成常态，其中的公务机专用机场也早

已闻名全球。这些公务机场大都地理位

置优越、机场设施良好，在统一管理下形

成有序竞争，为城市提供完善的公务机

服务。

在美国纽约，由纽约—新泽西港务局

管理的纽约机场群服务着全球最繁忙的空

域，包括肯尼迪（JFK）、纽瓦克（EWR）、

拉瓜迪亚（LGA）3个大型机场和斯图尔

特（SWF）、大西洋城（ACY）、泰特波罗

（TEB）3个小型机场。

其中泰特波罗机场是北美乃至全球

公务航空用户最熟悉的机场之一，长期

位居全球公务航空起降量前列。泰特波

罗机场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卑尔根郡，

距纽约市曼哈顿中心区仅19公里，1918

年开始运营，最初的设计定位为周边大

型枢纽机场的替代机场，与周边大型枢

纽机场的空中距离较近。借助于曼哈顿

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成为了公务机来

往频繁的机场。

泰 特波 罗机 场现在作为通 过 美国

FAA认证的专用公务机机场，以私人飞行

及商务飞行为主营业务，占地面积近4平

方千米，拥有2条跑道、6座航站楼和27

个机库，只运营包机、公务机以及其他通

用航空服务。有5家公务机固定基地运营

商（FBO），仅2014年完成的公务机起

降量已达到16万架次。

英国伦敦也有多座民航运输机场，

包括希思罗机场（LHP）、盖特威克机场

（LGW）、斯坦斯特德机场（STN）、卢

顿机场（LTN）等。同时，伦敦也是欧洲

最忙碌的公务机起降目的地，每年在这

里进出的公务机近10万架次。

排名第4的卢顿机场就是伦敦周边

最繁忙的公务机机场，每年接待的旅客

中超过20%来自包机服务。目前卢顿机

场设有3座公务机专用候机楼，近几年的

公务机起降量均达到3万余架次。

两年一度的范堡罗航展也令位于伦

敦西南小城的范堡罗机场（FAB）闻名于

世，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正是伦敦的

公务机专用机场之一，也是伦敦周边第二

繁忙的公务机机场，全年公务机起降量

也达2万架次以上。

此外，距离伦敦市中心仅20分钟车

程的伦敦城市机场（LCY）也是重要的公

务机机场，因为交通便捷，尽管起降费高

昂、不适用于大型喷气机，仍有不少公务

航空用户选择这里。

法国巴黎的机场群则有超过30 座

机场，其中业务量最大的 3 座机场—

巴 黎 戴 高乐机 场（C D G）、奥 利 机 场

（ORY）和布尔歇机场（LBG）均由巴黎

机场集团运营。两年一度的巴黎航展正

是在巴黎东北部的布尔歇机场举办。

布尔歇机场于1919年开始启用，是

巴黎的第一座民用机场，现在是公务机

专用机场，也是欧洲最繁忙的公务机机

场，拥有全球公务航空机场最多的驻场

FBO，共有8家在这里运营，并有多家包

机服务公司。除布尔歇机场外，大巴黎地

区其他的机场中也有多家主要为小型公

务机服务的机场。

国际枢纽城市的公务机机场大都地
理位置优越、机场设施良好，在统一管理
下形成有序竞争。

在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型大都市中，由多个机

场组成的城市机场群已经形成常态，其中的公务机专用机

场也早已闻名全球，并为这些枢纽城市提供完善的公务机

服务。

||||||||||||||||||||||||||||||||||||||||| GLOBAL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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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越的地理位置
与差异化协同管理

欧美公务机机场大都在城市老旧机

场的基础上建成，这些机场修建于城市

发展的早期，相比后期建成的大型运输

机场，距离城市商业圈更近，具有非常优

越的地理位置。如巴黎的布尔歇机场，距

市中心12公里；纽约的泰特波罗机场，距

市中心19公里；伦敦城市机场，更是毗邻

伦敦新兴金融区。

法国尼斯蔚蓝海岸机场（NCE）位

于度假胜地尼斯市以西8公里之处，拥有

一座专门的公务航站楼，配有豪华的购

物场所、VIP休息室和操作室。机场共有

3家FBO，以及3家提供转运至邻国摩纳

哥的直升机服务商。夏季的尼斯机场最

为繁忙，公务机起降量排名欧洲第一。

欧洲公务机起降量排名前列的日内

瓦国际机场（GVA），始建于1919年，距

日内瓦市中心不到5公里。尽管航线繁

忙、起降费用昂贵，但紧邻众多国际组织

所在地，仍吸引了4家FBO、众多包机运

营商和大量公务航空用户落户日内瓦国

际机场。

此外，纽约机场群、巴黎机场群都由

统一的机构管理—纽约—新泽西港务

局和巴黎机场集团运营管理。

联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设立的纽

约—新泽西港务局被赋予了广泛的综合

规划职能、相当规模的基础设施资源控

制能力和跨区域协调能力，因此港务局可

以通过管制、投资和价格等多种手段，在

各机场之间动态地调整运量，积极引导

航线航班分流。例如，制定各机场差异化

的收费标准、限制拉瓜迪亚机场最大航

程、限制泰特波罗最大起飞全重等措施，

实现纽约几大机场较为均衡的协同发

展；通过提高泰特波罗机场保障标准、降

低收费水平，来吸引纽约三大机场的公务

机到泰特波罗机场运营。

同样，上世纪70年代在修建巴黎戴

高乐机场时，法国政府便明确规定，布尔

歇机场可经营除商业定期航班以外的其

他所有航空服务，为其后来发展成为欧

洲最大的公务机机场打下了基础。

   依托FBO优化运营服务

从世界范围来看，FBO的运营模式

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连锁经营，二

是业务全面。

欧美公务机机场的运营主要依托

3~5家FBO提供专业的商务包机、空中

出租车、私人飞行、地勤保障服务。在有

序的竞争中，FBO服务更能达到公务航

空用户快捷、高效、舒适的要求。此外，

部分机场通过直升机服务连接邻近都市

圈的市中心和周边大型国际枢纽机场；

绝大多数公务机机场尽管不提供定期航

班服务，但仍有少部分机场运行以支线飞

机或通用飞机执飞的与运输机场的点对

点通勤航线。

此外，在欧美的FBO服务中，也逐渐

呈现出网络化、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例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FBO—

Signature公司，在全球有100家分支机

构，在美国除驻场泰特波罗机场外，贯穿

东西海岸设有几十家服务点，其网络化的

公务机机场应综合考虑空域繁忙程度、
通关的便捷程度、配套交通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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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保证了在每个分支机构人员数量不

多的条件下，若某个服务点临时飞行保障

计划紧张，各个分支都可以立即提供有

力的人力支援，保证高质量的服务。

同 样 驻 场 泰 特 波 罗 机 场 的 J e t 

Aviation在全球24个主要机场内设置分

支机构，拥有5000余名雇员，以托管、

维修以及代管等模式服务的公务机高达

1700架，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务机机体维

修商。因为与湾流宇航公司同为通用动

力公司的子公司，业务更着重于湾流系列

飞机的维修、保养、翻新、托管、培训、包

机等方面。

对于没有能力形成网络化布局的小

型FBO，除了通常的运营服务和地勤保

障外，可以积极开发维修、飞行培训、飞机

改装和飞机销售等上下游市场。在为公

务航空用户提供油料、机库、休息室、飞

行计划等常规FBO服务的同时，针对价

格更亲民、更普遍的中小型通用飞机，开

展维修、改装以及内饰装修等业务。

部分公务机机场还在周边设立飞行

俱乐部和航空博物馆，以此吸引飞行爱好

者和宣传航空文化。此外，还有巴黎布尔

歇机场和伦敦范堡罗机场，通过举办世界

性的航空航天展览会，一方面极大提高机

场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利于促进包括公

务航空在内的航空工业的整体发展。

参考资料：《欧美经验谈：中国该如何发展

公务机机场》《FBO产业取得成功的关键：美国

经验的启示》《伦敦与巴黎机场群发展对京津冀

机场群协同发展的启示》

欧美公务机机场大都在城市老旧机
场的基础上建成，这些机场修建于城市发
展的早期，相比后期建成的大型运输机
场，距离城市商业圈更近，具有非常优越
的地理位置。

欧美公务机机场大都在城市老旧机场的基础上建

成，这些机场修建于城市发展的早期，相比后期建成的大

型运输机场，距离城市商业圈更近，具有非常优越的地理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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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薛海鹏

Small
targets:2017 Spring Awards 
of Business Jets

又是一季春意盎然，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上海虹桥，来自世界主流

公务机制造商的旗舰机型，如百花争奇斗艳般为大家奉献一场亚洲公

务机大秀。伴随该区域公务机市场的发展成熟，越来越多的阳光富豪

成为公务机的拥有者及潜在买家，他们的“小目标”究竟花落谁家呢？

人生小目标
2017公务机春季大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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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fstream 650/650ER

湾流 G650/G650ER
直飞航程覆盖

上海－纽约

湾流G650ER是湾流在亚洲投

放的最新机型。自2014年5月在欧

洲商务航空会议及展览（EBACE）

上首次揭幕以来，仅仅5个月便获得

适航认证，并于2014年底实现首架

飞机交付。截至目前，湾流G650和

G650ER在全球市场的销量已经突

破200架。

    性能：
湾流G650ER在G650的基础

上增加了燃油，进一步提高了超远

程续航能力。其以0.85马赫（1041

千米/时）的速度可连续飞行13890

千米，比G650的航程多出近1000

千米；而以0.9马赫（1102千米 /

时）的速度搭载8名乘客则可飞行

11853千米。远航程飞行能力使得

G650ER能够直飞更多目的地，如

从上海直飞纽约、从达拉斯直飞迪

拜以及从旧金山直飞新德里等。

    舒适性： 
在 延 长 航 程 的 同 时，湾 流

G650ER并未忽略乘客的舒适度，

在客舱及航电设备方面保持了与

G650同样的配置。椭圆形的机身横

截面最大化增加了内舱的使用空间，

同时减少了湿区和阻力。G650ER

宽敞的客舱可分为4个部分，每一区

域的长度都接近2.7米。在远程飞行

时，前部机舱可用作机组活动区域，

包括单独的卫生间，确保了乘客的私

密空间。此外，该机型拥有16个椭圆

形全景机窗，单个舷窗面积较G550

加大了16%，使内舱照明环境更好。

|航展之星ST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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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座位数/个

18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25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3890
最大巡航高度/米

15545
参考价格/美元

待定

湾流G650ER是湾流公司现役最新款机型，前不久该款飞机获得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

号合格证，标志着它能够在中国内地注册认证。湾流G650ER是湾流宇航公司在其旗舰机型

G650的基础上推出的升级型号。2016年，在该机型获得中国内地注册许可之前，南山公务机就

已经引进了一架，注册在境外，已经可以用于服务国内客户。

|||||||||||||||||||||||||||||||||||||||||||||||STAR航展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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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湾流公务机的旗舰型号，湾

流G550是湾流公司在2003年9月推

出的一款大型远程公务机。自2009

年金鹿公务航空引进中国首架湾流

G550以来，该款飞机很快便成为中国

买家最喜欢的机型之一，目前也是中国

市场保有量最大的一款公务机。

    性能：
湾流G550搭载增强型罗尔斯·

罗伊斯BR710涡扇发动机，拥有同级

别飞机中最强劲的动力，最大巡航速

度达到0.87马赫，最远巡航距离达

12501千米。凭借其远程飞行能力，

G550能够以0.8马赫的速度从上海直

飞伦敦、从纽约直飞迪拜，或以0.85

马赫的高速从伦敦直飞东京。

    舒适性： 
湾流G550的客舱环境不仅能提

高工作效率，同时兼具出色的舒适性。

它有4个独立的乘客区、3个温度带，并

有多达12种布局方案可供选择，最多

可容纳19名乘客。G550配备传真机、

无线局域网络及卫星通用装置等标准

通信功能，为乘客空中办公的高效率

提供了保证。此外，该机型在巡航过程

中能保持高度为1800米的舱压，能为

乘客提供更舒适的乘坐体验。

Gulfstream 550

湾流 G550

直飞航程覆盖

上海－伦敦

美国湾流宇航公司旗下的湾流G550一直是中国买家最青睐的公务机之一。据胡润研究院的财富报告，在

中国排名前100富豪选购的公务机中，有25架湾流飞机，其中多达19架为湾流G550。

最多座位数/个

18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885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2501
最大巡航高度/米

15545
参考价格/美元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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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fstream 280

湾流 G280
湾流G280于2009年12月完成首

次飞行，并于2012年9月获得美国联邦

航空管理局（FA A）的认证。2015年8

月，湾流对G280的航电软件进行了升

级，使得缓降速更慢、着陆距离更短并

可在飞行时进入行李舱。

    性能：
湾流G280在搭载8名乘客时，最大

航程达到6667千米，足以实现在亚太区

域任意城市间的穿行。湾流G280配备两

台霍尼韦尔HTF7250G型发动机，并在

机翼设计上引进了最先进的技术，从而

大幅提升了飞机的爬升能力。载重达到

最大起飞重量的G280可以在20分钟内

直接爬升至12500米的高度，并能飞至

13716米的最大巡航高度。同时，配置超

强的G280还能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起飞。 

    舒适性： 
相比同级别公务机，湾流G280 的

客舱空间要大17%~35%，客舱高度达

到1.91米，总体积达4.36立方米的客舱

足够容纳多达10名乘客。湾流公司为

G280提供了企业家(Executive)、普及

版(Universal)和经典版(Hallmark)3种

舱内布局选择，客户可根据自身工作及

娱乐需求选择相应的配置。同时，在客

舱设计中，湾流公司还采用了一些巧妙

的空间设计概念，如可滑动水池盖，既

增加了操作空间，又增添了客舱的现代

感。此外，G280还采用了先进的客舱管

理系统，让乘客可以轻松地控制调节舱

内的照明、温度及娱乐系统等。 

参考价格/美元

直飞航程覆盖

上海－科伦坡

最多座位数/个

10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85
8名旅客航程/千米

6667
最大巡航高度/米

13716
参考价格/美元

待定

湾流G280是湾流旗下一款畅销的中型公务机。自2012年11月投入运

营以来，湾流G280在全球已累计售出超过100架。2014年4月，中国公务

机运营商汉宇航空引进了中国首架湾流G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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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er Lineage 1000E

世袭 1000E
直飞航程覆盖

北京－迪拜

2013年，巴航工业以世袭1000

为基础，推出了全新的世袭1000E

超大型公务机，通过一系列改进举

措增强了飞机的飞行性能，并提升了

客舱体验。

    性能：
世袭10 0 0 E搭载 动力强劲的

GE CF34-10E7-B发动机，最大飞

行速度达到0.82马赫，且具备远航

程飞行能力。在符合NBA A IFR规

定的备份燃油条件下，世袭1000E

搭载8名乘客时的航程可达8519千

米。按该航程计算，世袭1000E能够

轻松地从纽约直飞莫斯科、从伦敦

直飞孟买、从迪拜直飞雅加达，或从

北京直飞迪拜。

    舒适性： 
世袭10 0 0E采用五 舱 独立布

局，拥有十分宽敞的客舱空间，最多

可携19名乘客出行。其中，机主客

舱区可选装豪华双人床及站立式淋

浴间。世袭1000E在内饰方面的提

升体现在全新座椅、电动舱门、新厨

房及橱柜设计、全自动桌、人体工程

学设计等上。针对中国客户，巴航工

业在2014年还以世袭1000E为平

台，携手国际知名内饰设计公司太可

尼康推出了高端定制公务机内饰方

案—定制优雅系列。该设计从中国文

化的历史韵味中汲取灵感，将中国元

素融入客舱内饰的设计细节，用现代

手法诠释了尊崇繁复的中式风格。

|航展之星ST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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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座位数/个

19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82
8名旅客航程/千米

8519
最大巡航高度/米

12497
参考价格/美元

53,000,000

世袭1000E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旗下的一款超大型公务机，也是在中国市场最受欢迎的超

大型公务机型号之一。自2011年取得中国民航局的适航认证以来，截至目前，巴航工业已经向中

国用户交付了7架世袭1000/1000E公务机。

|||||||||||||||||||||||||||||||||||||||||||||||STAR航展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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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格赛500是巴航工业旗下全新

设计的中型公务机。2015年4月，该机

型在ABACE期间首秀中国，随后在北

京、上海等多个城市进行了演示飞行

并通过中国民航局适航认证。

    性能：
莱 格 赛 5 0 0 是 业内首 款也是唯

一一款采用全电传操纵系统的中型公

务机，使飞行更加平稳。莱格赛500燃

油效率高、噪音污染小，而且易于维

护，堪称同级别公务机最环保的机型。

莱格赛500运营性能十分出众，最大

巡航高度达到13716米，起飞跑道要

求仅为1245米。在符合NBAA IFR备

份燃油规定条件下，搭载4名乘客能连

续飞行5788千米，可从迪拜直飞苏黎

世或从北京直飞新德里。

    舒适性： 
莱格赛500公务机的内饰设计由

巴航工业联合宝马集团美国设计工作

室合作完成，考虑周到，甚至针对男性

和女性乘客在审美、性格上的差异，特

别推出了莱格赛500“史密斯夫妇之专

属定制”系列。同时，在细节设计上也

极其考究，实木、金属和皮革的精细组

合以及侧壁、照明等人性化设计，为乘

客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舒适感。

Embraer Legacy 500

莱格赛 500

直飞航程覆盖

北京－新德里

莱格赛500是巴航工业旗下最新推出的一款中型公务机。2016年1月，成龙接收了一架莱格赛500，成为该

机型在中国的启动用户。事实上，成龙与巴航工业莱格赛系列机型有着很深的缘分。早在2012年，成龙就成为

了巴航工业莱格赛650（现已升级为莱格赛650E）大型公务机的在华启动用户。

最多座位数/个

12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83
4名旅客航程/千米

5788
最大巡航高度/米

13716
参考价格/美元

19,9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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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er Legacy 650E

莱格赛 650E

2016年10月，巴航工业正式推出

莱格赛650大型公务机的全新升级版—

莱格赛650E大型公务机，并提供前所

未有的10年保修服务。

    性能：
莱格赛650E以莱格赛600/650为

平台进行打造，搭载罗尔斯•罗伊斯AE 

3007A 2发动机，最大 巡航速度达到

0.80马赫，搭载4名乘客时可连续飞行

7223千米，能够不经停从北京直飞雅加

达、从香港直飞阿德莱德、从伦敦直飞

纽约、从迪拜直飞伦敦或新加坡。

    舒适性： 
作为一款三舱独立布局的公务机，

莱格赛650E为客人在飞行途中用餐、休

憩以及工作提供了私密、安静的环境。

1.83米的内部客舱高度，相比同级别机

型，为旅客提供了更宽敞的旅行空间。

主客舱区采用俱乐部式座椅布局，座椅

可完全放平对接成可供休憩之用的小

床，而3人座长沙发也可以完全展开变成

一张大床。巴航工业对莱格赛650E的

客舱内饰进行了全面升级，采用了创新

型材料和噪音隔离技术，并配置了全新

的客舱管理系统以及先进的机载商务设

施等，使得升级后的莱格赛650E客舱不

仅更安静、舒适，为乘客空中办公及娱

乐也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参考价格/美元

直飞航程覆盖

北京－雅加达

最多座位数/个

14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80
4名旅客航程/千米

7223
最大巡航高度/米

12497
参考价格/美元

27,000,000

全新升级的莱格赛650E计划于2017年投入运营。莱格赛650E延续了莱格赛650优异的可靠性和运营

成本，并融入了最前沿的科技和前所未有的十年保修服务，将为公务机市场和客户提供更卓越的服务。截至目

前，莱格赛600/650在中国市场获得的确认订单总计为22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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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状 X L S+ 560完美结合了舒

适、操作简易、任务能力广泛和运营效

率高等多项优点，这令其从众多轻中

型飞机中脱颖而出，受到企业主长期

以来的青睐。

    性能：
相比原有的奖状XLS，最新的奖

状XLS+拥有Rockwell Collins的Pro 

Line21仪表系统、带FADEC控制的

普惠发动机，同时对驾驶舱进行了改

进，这些都极大提升了该机型的飞行

性能。奖状XLS+ 560的最大巡航速

度为817千米/小时，航程达到3889

公里。在标准海平面的条件下，当起飞

达到最大起飞重量时，仅需跑道1085

米。搭乘奖状XLS+，一天之内可从北

京飞抵香港,再由香港飞至上海。

    舒适性： 
奖状X LS+飞机是精美设计和创

新的完美结合，绝对是高性价比的中

型公务机。在飞机内部，奖状X LS+

拥有同级别机型中最大的客舱，长达

5.64米，下沉式过道令整个客舱高度

达到1.73米，可同时搭载12名乘客。德

事隆航空中国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比

尔·苏尔茨（Bill Schultz）表示，“奖状

XLS+ 560拥有满足当今商业领袖需

求的客舱规模和便利设施，同时具备

中型商务机领域无与伦比的性能表现

和运营效率”。

Cessna Citation XLS+

奖状 XLS+

直飞航程覆盖

北京－香港

奖状XLS+是赛斯纳公司畅销奖状Excel-XLS家族的最新机型，于2014年正式取得中国民航局的型号认可

证，并于同年11月由珠海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完成首批交付。赛斯纳与中航通飞于2012年在珠海签约组建合

资公司，其在华业务包括奖状XLS+的总装、喷漆、测试、内饰安装、定制化服务、试飞和交付国内客户等。

最大乘客数/个

12
最大巡航速度/马赫

0.67
最大航程/千米

3889
最大巡航高度/米

13716
参考价格/美元

约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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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sna Citation Latitude

奖状纬度

奖状纬度是赛斯纳飞机公司在

2011年10月推出的一款中型喷气式公

务机。该机型于2014年2月实现首飞，

2015年6月取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

型号合格证，并于2015年8月如期交付

市场。

    性能：
赛斯纳公司在奖状纬度公务机的研

发阶段，曾3次提高飞机的航程及起飞

性能，最终推出的奖状纬度具备5278千

米的远程飞行能力，较最初公布的航程

多出1500千米。奖状纬度搭载两台普惠

PW306D1涡扇发动机，拥有出色的短

跑道起降能力，能从短至1091米的跑道

起飞。该机型此前获得了进出法国拉莫

尔机场的运营资格，该机场周边地形复

杂，取得运营授权对飞机性能的要求极

为严苛。

    舒适性： 
奖状纬度公务机的客舱长6.63

米、宽1.96米，最多可容纳9名乘客。高

1.83米的客舱，采用了众多创新设计，

如铺设平直地板、使用电控客舱门等，

为客户提供了舒适现代的客舱环境。同

时，奖状纬度公务机还配备了赛斯纳最

先进的客舱管理系统，乘客可通过其个

人电子设备享受机载互联体验和机上娱

乐服务。而全新的客舱制冷系统及增压

系统，也为乘客和机组提供了更为舒适

的飞行体验。

参考价格/美元

直飞航程覆盖

香港－北京

最大乘客数/个

9
最大巡航速度/马赫

0.67
最大航程/千米

5278
最大巡航高度/米

13716
参考价格/美元

约16,300,000

德事隆航空旗下赛斯纳飞机公司生产的奖状系列喷气式公务机，在中轻型公务机领域独树一帜，在全球市场持

续保持优异的销售表现。2016年，全系列8款公务机累计售出了178架。由于其飞机具备的多功能性，奖状系列飞机

产品在中国市场也非常受欢迎，尤其是一些组织用户，如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等。当然，

也有很多个人用户选购奖状公务机，用于私人商务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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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7X于2005年5月首飞，2007

年4月获得法国和美国的适航证书，

2011年9月取得中国民航局的适航认

证。

    性能：
猎 鹰 7 X 由 3 台 加 拿 大 普 惠

P W307A 发动机提供动力，加上先

进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使得该机型具

备出色的飞行性能，相比同级别飞机

有高15%~30%的燃油效率。在符合 

NBAA IFR 规定的备份燃油条件下，

猎鹰7X搭载8名乘客可以持续飞行13

小时，航程达到11019千米，可实现北

京至巴黎、上海至西雅图的不经停直

飞。猎鹰公务机引用部分达索战斗机

的技术，也为猎鹰7X提供了更精确的

操控，减轻飞行员工作负荷的同时提

高了安全系数。

    舒适性： 
猎鹰7X采用了气派、舒适的全新

座舱设计。其宽敞明亮的座舱拥有28

个舷窗，客舱面积比猎鹰之前的型号

大10%。座舱设计融合了功能性、高

科技和人体力学，加之先进的温度控

制系统和减噪设计，为乘客营造了优

雅的感官空间。

Dassault Falcon 7X

猎鹰 7X

直飞航程覆盖

上海－西雅图

法国达索旗下猎鹰7X公务机凭借3引擎设计，有着很高的辨识度。在中国市场，猎鹰7X也是一款非常畅

销的机型，很多中国公务机买家选择购买该款飞机作为自己的入门机型。2014年，达索在猎鹰7X的基础上

推出猎鹰8X。航程、客舱和技术方面均有提升，2016年已开始交付使用。

最多座位数/个

16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1019
最大巡航高度/米

15545
参考价格/美元

4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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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bardier Global 6000

环球 6000

环球6000作为庞巴迪公务机的旗

舰型号，一直是庞巴迪公务机的交付冠

军。该机型于2015年正式投入市场，并

于2010年进入中国。

    性能：
环 球 6 0 0 0 配 备 罗 罗 公 司 的

BR710A2-20涡扇发动机，最大巡航

速度达到0.89马赫，搭载8名乘客和4

名机组成员可飞行11414千米，能够实

现巴黎至洛杉矶、巴黎至北京的不经停

直飞。此外，环球6000驾驶舱采用了先

进的平视显示系统（HUD）、第3代增

强型视景系统（EVS）和合成视景系统

（SVS），为飞行员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操

控及舒适体验。

    舒适性： 
庞巴迪在环球6000上投入了很多

精力去满足乘客的舒适性需求，如设置

专用温区、布置宽阔的座位空间、配备宽

阔的行李空间等。环球6000的客舱相

对宽敞，使得客户可以灵活选取舱内布

局，在飞机上安排8到19名乘客。标准配

置的客舱布局含有一个盥洗室相连、完

全封闭的大型后舱休息室。此外，飞机还

配备了4人俱乐部式座椅、中舱会议组座

和一个专门的前舱，前舱设有一个盥洗

室、一个大型备餐间和机组休息区。

参考价格/美元

直飞航程覆盖

巴黎－北京

最多座位数/个

19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89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1414
最大巡航高度/米

15545
参考价格/美元

60,490,000

环球系列公务机是庞巴迪公司旗下的旗舰产品，该系列4款大型、远程机型——环球5000、6000、7000和

8000能够在航程上覆盖9630千米至14630千米的跨度。其中，环球6000作为全球大型公务机领域的众多主角之

一，于2005年投入使用，在2010年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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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务航空市场
震荡复苏

Global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Fluctuates and Recovers

伴随全球市场的调整，以公务机接收比例为特征的不同区域

市场的发展格局也在经历变化。北美作为传统公务机市场，优势

愈加明显，主导地位无可撼动；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经历

高速增长后，增速放缓，持续发展面临考验。

  本刊记者 薛海鹏 

伴随全球市场的调整，以公务机接收比例为特征的不同区域

市场的发展格局也在经历变化。北美作为传统公务机市场，优势

愈加明显，主导地位无可撼动；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经历

高速增长后，增速放缓，持续发展面临考验。

伴随全球市场的调整，以公务机接收比例为特征的不同区域

市场的发展格局也在经历变化。北美作为传统公务机市场，优势

愈加明显，主导地位无可撼动；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经历

高速增长后，增速放缓，持续发展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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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务航空市场复苏道路并不平

坦。2016年，来自北美、南美和欧洲的主

流公务机制造商共向全球交付661架飞

机，较2015年减少57架，降幅接近8%。

这是继2014年和2015年全球公务机年

交付量连续突破700架之后，再次跌回

700架以内。

美国分析机构认为，全球公务航空

市场自2008年遭受经济危机重创以来，

进入到漫长的调整恢复期，600架至800

架将成为公务机市场的正常交付区间，

超过800架，甚至达到1000架在短时间

内恐怕难以重现。

伴随全球市场的调整，以公务机接

收比例为特征的不同区域市场的发展格

局也在经历变化。北美作为传统公务机

市场，优势愈加明显，主导地位无可撼

动；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经历高

速增长后，增速放缓，持续发展面临考

验。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全球经济波动等

多方面因素影响，使得主流公务机制造商

的产品结构和销售策略面临新的调整。

   美国： 
主导全球市场风向

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是全球起步最

早的公务航空市场，有着世界范围内最

大的公务机保有量。每年有超过全球销

量一半的公务机被交付至北美地区；同

时，来自美国的公务机制造商也向全球贡

献着近一半的公务机销量。

在2016年全球新交付的661架公务

机中，北美市场接收了410架，占比高达

62%。与2015年相比，在接收数量减少

27架的情况下，销售占比却有所提高。

62%也是北美市场自2008年以来公务

机接收量占全球总交付量比例的新高，

凸显北美在全球公务机市场愈发稳固的

主导地位。

从公务机输出看，湾流宇航、德事隆

航空和波音是美国最主要的公务机提供

商，这3家公司在2016年共售出297架公

务机，较2015年减少了34架，但占全球

公务机总交付量的比例没有出现明显下

滑，依然达到44.9%，几乎占据了全球公

务机年销量的半壁江山。

美国湾流宇航公司旗下拥有多款持

续畅销的公务机产品，一直保持着良好

的销售表现。2016年，在全球市场不景

气的背景下，湾流全年累计交付了115

架公务机，较2015年减少39架。其中，

大型公务机的表现受影响较大，湾流

G450、G550、G650和G650ER四款

飞机共售出88架，较前一年减少32架；

而湾流G150和G280两款中型公务机则

表现相对稳定。

尽管两大类机型的交付数据相比

2015年出现了不等比例下滑，但湾流还

是最大程度保持了出货量的稳定，在销

售和交付过程中也树立了一些主要的里

程碑。2016年，湾流旗下两款旗舰机型

G280和G650，累计交付量先后突破

100架和200架。

同时，被湾流寄予厚望的下一代支

柱产品湾流G500和G600项目进展也

非常顺利。湾流G500生产型试飞飞机

于2016年8月成功首飞，湾流G600也于

2016年12月提前完成首飞。两款机型有

望按计划于2018年和2019年先后投入

市场。

大型公务机销售不景气除了影响专业

公务机制造商的大型产品系列外，对民航

客机改装公务机市场的影响更大。波音在

2016年仅售出4架波音公务机，与2015年

的11架相比，降幅达到63.6%，这也是波

音公务机过去10年的最低交付量。

不过，对于类似波音公务机这样的

大型超远程市场，飞机销量比较平稳，不

会出现太大波动。

一直专注中轻型公务机市场的德

事隆航空，在2016年表现优异。其旗下

赛斯纳飞机公司的奖状系列喷气式公务

机，实现了销量的逆势增长，8款奖状公

务机累计售出178架，较2015年166架的

销售成绩，增长了7.2%。

其中，持续畅销的轻型公务机奖状

M2延续了良好的销售表现，2016年共

售出38架，仅比2015年减少3架；而从

2015年开始投放市场的奖状纬度则在

2016年迎来爆发，全年累计交付42架，

成为奖状系列公务机新的交付冠军。

全球公务航空市场自2008年遭受经济危机重创以

来，进入到漫长的调整恢复期，600架至800架将成为公

务机市场的正常交付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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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追求更均

衡的产品线，在继续专注中轻型公务

机市场的同时，德事隆航空也开始将

目光转向大型公务机市场。其于2015

年推出的旗下首款大客舱公务机奖状

Hemisphere，在2016年进展顺利，耗

时1年便推出了客舱原型，该机型预计于

2019年首飞。

   北美、南美：
公务机输出喜忧参半

来自南美巴西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和位处北美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务机，是

美国之外全球最重要的公务机提供商和

输出市场。2016年，两家制造企业共向

全球交付了280架公务机，占全球总交付

量的42.4%，贡献度仅次于美国。

巴航工业是全球唯一提供从超轻型

到超大型全系列产品的公务机制造商。

得益于丰富的产品线，其在2016年全球

公务机销售不景气的情况下，并未受到

太大影响。全年公务机交付量仅比2015

年减少3架，达到117架，占全球公务机交

付量的比例攀升至17.7%，这是过去5年

巴航工业公务机交付量占全球总交付量

市场的最高份额。

在巴航工业交付的117架飞机中，有

超过六成是轻型公务机，包括飞鸿300

和飞鸿100。其中，飞鸿300的交付量高

达63架，是全年交付量最高的公务机机

型，此前该机型已连续3年位居全球公务

机年交付量榜首。同时，超轻型飞鸿100

也交出了10架的成绩单，仅比2015年减

少2架。

相比轻型公务机稳定的交付，巴航

工业2016年销量得以保持该归功于中

型公务机的优异表现。分别于2014年

和2015年开始交付市场的两款旗舰机

型—莱格赛450和莱格赛500，全年

共交付33架，较2015年增长了43.5%。

其中，莱格赛500保持了2015年的增长

态势，交付量略有增加；莱格赛450作为

2015年第四季度新交付的机型，平均每

季度交付3架的表现与刚推出市场时的

销售热度保持了一致。

在全球大型公务机销售普遍不景气

的情况下，巴航工业旗下的大型公务机

在2016年表现相对平稳，全年共交付11

架飞机，包括9架大型莱格赛650和2架

超大型世袭1000E。

得益于均衡的产品结构以及中型和

大型公务机良好的市场表现，巴航工业

在全球公务机市场，尤其是中大型公务

机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稳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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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转向北美的庞巴迪，同样也是

拥有从轻型到大型全系列公务机产品的

制造商。2016年，庞巴迪向市场交付了

163架公务机，较2015年减少36架，降

幅达18.1%。

在所交付的各类机型中，环球

5000/6000作为庞巴迪旗下大型公务机

的主打产品，全年累计交付51架，环球系

列近5年来首次让位于挑战者系列，未能

成为庞巴迪公务机的销售冠军，较2015

年73架和2014年80架，分别下滑30.1%

和36.35%。

不过，这并不影响庞巴迪加码大型

公务机市场的信心和决心。其旗下最新

研发的环球7000公务机，在2016年11月

终于成功首飞，该飞机计划于2018年下

半年投入使用。环球7000被庞巴迪寄予

厚望，将成为环球系列在大型公务机领

域复兴的重要力量。

以挑战者350和挑战者650为代表

的挑战者系列，是庞巴迪旗下中型公务

机的主要产品，这两款机型在2016年的

表现比环球系列更加平稳。其中，挑战者

350全年交付62架，比2015年减少6架；

而从2015年开始交付市场的挑战者650

则交付了26架，较前一年多交付1架，这

也是庞巴迪旗下唯一交付量有所增加的

机型。

在轻型公务机方面，庞巴迪里尔系

列—里尔70和里尔75共交付了24架

飞机，与2015年的32架相比，降幅达

25%，小于环球系列飞机的降幅。

从巴航工业和庞巴迪两大制造商的

交付数量和结构可以看出，相比大型公

务机市场销售不景气，中轻型尤其是中

型公务机的销售平稳，市场份额逐步扩

大，体现出市场需求呈现多样化特征。同

时，除了共同面对的外部因素外，制造商

自身的产品结构和研发策略也不同程度

影响到公务机产品的市场表现。

   欧洲、亚洲：

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欧洲和亚洲是除北美市场之外，全

相比大型公务机市场销售不景气，中轻型尤其是中

型公务机的销售平稳，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体现出市场需

求呈现多样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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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公务机交易最为活跃的两大区域市

场，每年接收新公务机的份额仅次于北

美，分列第二、三名。在2016年全球交付

的661架公务机中，有175架被欧洲和亚

洲两大市场所吸收，占全球总交付量的

26.5%，较2015年略有下降。

其中，欧洲市场表现平稳，共接收

124架飞机，比2015年减少5架，但整体

份额略有提升；亚洲市场增速放缓明显，

新飞机接收数量为51架，较2015年减少

23%，占全球公务机年交付量的比例也

从9.7%降低至7.7%，对全球公务机市场

增长未能提供预期的动力。

从公务机输出来看，欧洲的空客公

务机公司（ACJ）和达索猎鹰公司两家主

流公务机制造商2016年共向市场交付了

50架公务机，占全球交付总量的比例不

足8%。

过去一年，受超大型远程公务机

在新兴市场上需求减弱的影响，空客

公务机仅在2016年第四季度售出1架

ACJ330，较2015年减少3架，未能改变

自2010年以来销量逐年递减的趋势。

法国达索猎鹰公司作为老牌公务机

制造商，在2016年交出了50架的成绩

单，与2015年的55架相比略有减少。

过去一年由于受到美国大选、英国

公投等全球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影响，很

多公务机潜在买家保持观望，达索和其

他竞争对手一样，都感觉到了市场的疲

软。为适应市场发展的状况，达索曾在

2016年年中就将交付期望值从60架调

整至50架；同时，达索还加大了在其他方

面的投资，如军机生产，从而保持公司长

期的盈利能力。

全球市场相对低迷，达索和其他主

流制造商一样，加快机型升级换代的步

伐，并在2016年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达索旗下最新研发的大型超远程猎鹰8X

于2016年10月正式交付客户。另一款大

型远程公务机猎鹰5X正处于引擎认证阶

段，预计于2020年交付市场。

亚洲作为全球潜力最大的公务机输

入市场，近年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让它成

为各大主流公务机制造商的必争之地。

从2010年到2014年，平均每年有84架

公务机被交付至亚洲市场，5年累计420

架的交付量占全球同期公务机总交付

量的份额接近12%。但从2015年开始，

亚洲市场接收新飞机的步伐明显放缓，

2016年增速放缓的趋势依然在延续，占

全球年交付量7.7%的公务机接收份额也

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

然而，作为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公

务航空市场之一，亚洲市场尽管增速放

缓，但市场空间仍被包括公务机制造商

在内的各方看好。湾流、巴航工业、德事

隆航空、达索等主流制造商在2016年通

过加快机型认证、完善售后服务、加强本

土化合作等方式，纷纷巩固并拓展在以中

国为代表的亚洲市场的布局，主动应对

新兴市场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机遇

和挑战。

数据来源：GAMA《2016通用飞机交付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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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global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is traversing a rough 
road of recovery. According 
to the data published by 

the General Aviatio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GAMA), in 2016, world major 
business airplane manufacturers delivered 
661 airplanes in all, a drop of nearly 8% or 
57 units compared to 2015.

American research institutes believed 
that the global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has 
entered into a long recovery period after it 
was heavily struck by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The annual deliveries of 600 to 800 
units would become normal in business 
airplane market. Deliveries of over 800 even 
up 1,000 units will probably be impossible 
in a short term.

Among the newly delivered 661 units 
worldwide,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took 410 units, representing 62%, which 
reached a new high from 2008. 

Gulfstream Aerospace, Textron 
Aviation and Boeing are thre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airplane providers. They 
sold 297 units of business airplanes in total 
in 2016, decreasing by 34 units than 2015. 
But the share of their sales in the total global 
business airplane deliveries did not have an 
obvious decline, still reaching 44.9%.

Gulfstream Aerospace delivered 
115 units of business jets in 2016, with a 
decrease of 39 units compared to 2015. A 
total of 88 units of large-size business jets, 
including G450, G550, G650 and G650ER, 
were sold, dropping by 32 units than the 
previous year. Two middle-size business 
jets, Gulfstream G150 and G280, showed a 
relatively stable performance. 

Boeing sold only 4 units of business 
jets in 2016, with a reduction of 63.6% 
compared to 2015, which hit a record low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extron Aviation had an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2016. Business jets of 
Citation series by Cessna, a subsidiary 
company of Textron, Aviation had an 
increase in sales. A total of 178 units of 8 
types of Citation business jets were sold 
with a growth of 7.2% than 2015. 

Embraer and Bombardier are two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jet manufacturers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6, the 
two companies delivered 280 business jets, 
accounting for 42.4% of global total.

Benefiting from its rich production 
lines, Embraer delivered 117 units of 
business jets in 2016, only 3 units fewer than 
2015, and its share of total global deliveries 
climbed up to 17.7%. 

T

Global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Fluctuates and Recovers

 Text/ Xue Hai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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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bardier delivered 163 units in 
2016, decreasing by 36 units compared to 
2015 with a reduction of 18.1%. 

Compared with large-size business 
jets, light-to-middle size airplanes, 
especially middle-size ones, had stable sales 
and an expanding market share, reflecting 
diversified market demands. 

In 2016, 175 units of business airplanes 
were sold in European and Asian markets, 
presenting 26.5% of total global deliveries, 
with a slight decline than that in 2015. The 
European market took 124 unites, 5 units 
fewer than 2015; and the Asian market took 

51 units with a 23% drop, and its share in 
the total global business airplane deliveries 
fell from 9.7% to 7.7%.

Airbus Business Aviation and Dassault 
Falcon Aviation, the two major business 
airplane manufacturers in Europe, delivered 
50 units in 2016, which was less than 8% of 
global deliveries. 

Asian market, regarded as one with 
huge potential, has kept a high growth 
rate in recent years. From 2010 to 2014, 
84 units were delivered on average level to 
this market each year. But from 2015, the 
growth obviously slowed down, and this 

trend continued in 2016. The share in the 
total global deliveries was 7.7%, reaching 
the lowest from 2010. 

However, even though the growth 
slows down, Asian market is still expected 
to have a promising prospect. In recent 
years, major manufacturers such as 
Gulfstream, Embraer, Textron Aviation have 
consolidated and expanded their market 
shares in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nd proactively respond to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emerging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ranslation by Li 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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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CAAC 
decides to abolish the 

procedures for approval (filing for record) 
on introducing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which means enterprises or individuals 
no longer have to be approved and or 
have to file for record in buying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and business jets.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insiders say 
that it is finally possible to buy business 
jets or other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anytime they wan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is indispensable 
for China to become an aviat ion 
powerhouse. For a long term, general 
aviation, including business aviation, has 

always been a weak link constr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industry. 

On May 13, 2016,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Guidance 
Opinions on Promoting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uidance Opinions”), 
which clearly stated simplifying 
procedures for approval (filing for record) 
on importing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Since the beginn ing of 2017, 
CAAC’s policy has been adopted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to address the 
common problem of filing for record of 
imported aircraft for all general aviation 
enterprises. Importing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previously needed approval by 
CAAC and now is completely open, 
which conforms to the general trend that 

China strives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The 
document actually lifted constraints on 
introduction of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Liao Xuefeng, President and CEO 
of China Business Aviation Group, said, 
“It is very inspiring that all procedures 
for approval (registration) are abolished. 
It is of landmark importance.”

Zhang Bing, Director of General 
Aviation Office of Air Transpor t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Civil 
Avi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id “CAAC has taken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need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olicy would reduce the cost pressure 
on operators and facilitate individual 
purchase of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It is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In

A Business Airplane Becomes Simple

 Text/ Liu Jiuyang
Bu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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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llation of approval (filing for record) 
procedures does not mean enterprises or 
individuals could buy and operate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without limitations.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any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the aircraft type design 
should first be approved by CAAC. 
The operation specifications of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have to be certified 
before the aircraft are put into operation.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would 
contr ibute a lot to GDP. Now the 
national policy is loosening constraints 
on the industry.” Liao Xuefeng believed 
“Policies recently issued by CAAC 
are practical and beneficial. In the 
past, it took a year of preparation 
before a general aviation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Now such a company can be 
directly set up without the preparation 
period. The requirements for private 
pilot tests are reduced.” Similarly, CAAC 
also simplified the approval procedures 
for domestic general aviation companies 
to undertake overseas operation.

At present, CAAC’s approval 
items in relation to market management 

only account for 22% of the total. The 
others are related to security,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tate interests which 
still need examination and oversight. 
Cancellation of approval (filing for 
record) procedures could indee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market. But the procedures 
are not the key factor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faces 
a number of problems such as top-level 
design which needs to be improved, 
rectricted use of airspace resources, an 
incomplete regulation system,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agging behind, lack of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and difficulties in 
aircraft import and operation.

“The problem of general aviation is 
the lack of effective demand and overly 
high costs of comprehensive use.” Zhang 
Bing said “If the tax on aircraft import 
was reduced or cancelled, companies 
will save 20% of costs at least.”

There are only 4% of import tariffs 
and value added tax on traditional civil 
transport airliners. Liao Xuefeng said 

“However, 5% of import tariffs and 17% 
of value added tax are still imposed on 
importing business aircraft, which is a 
long-standing problem.”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in China is only 1/8 of 
that in Brazil and 1/3 that of Mexic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ance Opinions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ver 500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will be built before 
2020 with an economic scale over 1000 
billion yuan, which sends a signal that the 
state will strive to develop general avia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hug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more than 10,000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Gao Guohua, President of General 
Aviation Airpor t Construction &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said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has a long 
investment cycle and payback period. Only 
when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become a 
complete transport network can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truly take off.”

Translation by Li 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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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global del iver ies of 
business jets dropped by 7.9% 
from 718 units in 2015 to 661 
units in 2016. The delivered 

value of business jets declined from 21.877 
billion US dollars to 18.353 billion with 
a decrease of 16.1%. The decrease in 
delivered valu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delivered units, indicating that fluctuations 

in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high-valued and long-ranged 
business airplanes. As to second hand 
business jet transactions, the percentage 
of aircraft on sale in Asia Pacific region 
increases, prices drop, and the waiting 
period for transaction extends, which 
shows a similarly weak demand of the 
existing aircraft market.

The same trend appears in the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Business 
jet transactions in China remained low in 
2016. There are 227 business jets operated 
by 28 Chinese operators, nearly flat with 
the number (226) in the end of 2015. Since 
2014, the growth of business jet operators 
and airplanes have slowed down by a large 
margin. The standstill of Chinese business 

T

 Text/ Lü Renli  Dean of General Aviation Department,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China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Becomes More 
Convenient fo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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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ation industry has lasted for 3 years. 
Will th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in China 
remain a long-term stagnation? 

Based on our preliminary statistics, in 
2016, the flight hours per year of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operators reached 34,649 
hours, increasing by 15.9% over that of the 
previous year. In 2016, aircraft movements 
of these operators was 16,790. The market 
has gradually staged a clear recovery. The 
growth of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flight 
hours significantly exceeds the year-on-
year 4% growth of overall general aviation 
flight hours. The flight hour growth in the 
condition of stable fleet number indicates a 
more than 10% growth of business airplane 
utilization in China. 

Business avia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more convenient for customers compared 
with the past.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the industry have been consolidated in 

terms of operation basis. The increase in 
business airplane utilization,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richer 
categories of supporting services, supportive 
condition improvement such as business 
airplane plan reporting, and quicker 
responses to customer demands,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positive image of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Meanwhile, with business jets of 
superior performance and pilots with 
rich experience, it would help build a 
better image of business aviation safety 
for the public, which clears the obstacles 
of the runway for the future takeoff and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viation. 

Business aviation is gaining more 
recognition. The official micro-blog of 
China Wanda Group once posted “A Busy 
Day of The Richest Man in China”. It said 
that Mr. Wang Jianlin, Chairman of Wanda 

read design drawings on his business jet and 
flew 6,000 kilometers in one day to sign 
a contract worth of 50 billion yuan. Such 
news have enabled the public to realize that 
business jets could be an efficient tool for 
entrepreneurs, and ironed out the doubts 
about business jets as a luxury, which helps 
cultiv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rich people 
to travel by business jets.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in China 
has a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which is 
beyond all doubt.

As Chinese society and economy 
maintain a medium-to-high speed growth, 
Chinese compan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clearing. Active mergers 
and restructuring among enterprises, 
improvement in overcapacity and over 
leverage, and updates of company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teams, which 
have brought up a more rational and 
objective business concept of business 
aviation. 

Meanwhile, the efficiency and costs 
of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in China take the 
lead in the world, no matter the business 
aviation facilities in Beijing’s new capital or 
the comprehensive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around air hub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which will release slot 
resources of hub airports.

In terms of policies, the issuance of the 
Instructions on Advancing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cancellation of 
procedures for general aircraft introduction 
approval (for record) have substantially 
reduced the institutional costs of business 
aviation ope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irteenth 
Five Year Plan, BizAV industry in China 
will become more vibrant and dynamic and 
create more value for customers. 

Translation by Li 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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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Sun Haomu

or worldwide metropolis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one or severa l busi ness 
aviation airpor ts located 

a round have become a s t anda rd 
facility. In New York, London and 
Paris, the existence of urban airport 
c lu s t e r s cons i s t i ng of mu l t ip le 
a i r p o r t s a r e a l r e a d y a n o r m a l 
s i t u a t io n ; wh i l e t h e d e d ic a t e d 
airports for business jets within the 
clusters have been famous around 
the globe since long. These airports 
include Teterboro Airport (TEB) in 
New York, America, Luton Airport 
(LTN), Farnborough Airport (FAB) 
and London City Ai rpor t (LCY) 
in London, UK, and Le Bourget 
Ai r por t (LBG) in Pa r is, France, 
among others.

Business aviat ion ai rpor ts in 
Europe and America are mostly built 

on the basis of old airports, which 
were constructed during the cities’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located 
closer to business d ist r ic t s thus 
having great location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he large transport 
airports built later. For example, the 
Le Bourget Airport in Paris is 12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city center, 
Teterboro Airport in New York, 19 
kilometers and London City Airport, 
bui lt next to London’s emerging 
financial area, is even closer.

However, in China, except for 
Sanhe Business aviat ion Airpor t 
planned to be built in the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region, other first-
tier cities like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do not have the right 
condit ions to const ruct business 
aviation airports near the city.

Regarding this, Kevin Wu, Vice 

Chairman of Asian Business Aviation 
Association (AsBAA), is not worried, 
as he said, “Site selection for business 
jet airports in China should mainly 
focus on convenience and efficiency, 
instead of the distance f rom city 
center and major airports. Meanwhi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traffic load of 
airspace, convenience of customs 
clearance and connecting transport 
choice should a 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esides, New York A i r p or t 
Cluster and Paris Airport Cluster are 
both under centralized management 
by single organization, respectively the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and Paris Airports.

After visiting London and Paris 
a i rpor t clusters, relevant off icial 
of CAAC Nor th Ch ina Regiona l 
Ad m i n i s t r a t ion p o i n t e d o u t i n 

F

BusinessJet Airport: A Must for Hub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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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r ticle that, to avoid excessive 
compet it ion and bet ter improve 
suppor t and coordinat ion among 
a i r p o r t s , u n d e r t h e i n t eg r a t e d 
and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and airport authorities, so as to ensure 
that airports within the region are 
operated with properly differentiated 
positioning based on market demand 
and their own conditions. 

Under the prerequisite of limited 
location choices, constantly upgrading 
business jet operation services will 
inevitably become the pr ior ity of 
China’s future business aviat ion 
airport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operation 
of business av ia t ion a i r por t s i s 
mainly supported by the professional 
business charter flight, air taxi, private 
f light and ground support services 

provided by three to five FBOs. In an 
orderly competition, FBOs’ services 
can bet ter sat isfy the demand of 
business aviation for fast, efficient and 
comfortable transport service. Besides, 
some airports offer helicopter services 
to connect themselves to centers of 
surrounding metropolitan areas and 
large international hub airports; and 
there are a few airports using regional 
aircraft or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to operate point-to-point commuting 
f l ight from/to t ranspor t ai rpor ts, 
though most business aviation airports 
do not provide such service as regular 
flights.

In addit ion, FBO servic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also start to show 
features of net based, professional and 
diverse operation.

According to Jin Yongfa, Deputy 
Chief Engineer of Capital Jet Company 

Limited, “In the mature markets 
of Europe and America, there are 
already many FBO chain enterprises 
of relatively large size; meanwhile in 
terms of services provided, functions 
of FBO will feature larger coverage, 
i.e. all functions of a f light service 
station besides fuel supply and parking 
service, which may even include 
trade of second-hand business jets, 
provision of invest ing/f inancing 
solutions, maintenance, catering and 
car renting, all of which will become 
basic functions of FBO. From the 
worldwide perspective, the operation 
mode of FBO shows two developing 
trends, one is chain operation, and the 
other is services of full coverage. And 
similarly these trends apply well to 
China.” 

Translation by Sun Xi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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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ginning of 2017, 
CAAC issued an official 
opinion which agreed that 

Capital Airport Holding Company (CAH) 
might inves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Sanhe Business Aviation Airport, and as a 
result the opinion lifte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roject without a principal investors.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business 
aviation airport in China is expected to be 
accelerated.

In fact, Sanhe City started the plan to 
build such an airport in as early as 2011, 
expecting to spin off the business and 

private jet market of Beijing. In September 
2013, Hebei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pproved the Pre-
Feasibility Research Report on Sanhe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 (Temporary 
Take-off and Landing Points) in Hebei 
Province . 

However, the project did not proceed 
smoothly. The progress was slow and the 
project even once stopped for multiple reasons 
including the lack of principal investors. 

Up to 2014, with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adopted by the State, 

CAAC took the lead i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and issued CAAC’s Opinion 
on Promoting Integrated Civil Aviation 
Development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which identified that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can be built near Beijing to divert 
some of business flights in Beijing Capital 
Airport. It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Sanhe 
Airport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Beijing-Tianjin-Hebei airport 
cluster with a harmonized objective, 
differentiated positioning, coordinated 
operation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In
The firstBusiness Aviation Airport in China Will Be Built

 Text/ Xue Hai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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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H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project, 
proposing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and 
spin off business jets of Beijing. 

In May 2015, the Minutes of Meeting 
on Expedi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vil Aviation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between CAAC and Hebei 
Provincial Government identified that CAH 
will be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f the 
planned airport and be responsible for its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n July 1, 2015,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Sanhe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 
was determined. CAH, Asia United 
Business Aviation Limited, and Sanhe 
Chengguanying Airport Management 
Co., ltd jointly established “Sanhe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 Company Limited”.

In 2016, in order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transport aviation 
and general aviation, CAAC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Business aviation,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general aviation, 
also enjoys the policy bonus. The 

preparation of Sanhe Airport project 
proceeded steadily. 

In August 2016, the Coordination 
Meeting on Airspace Use of the New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 in Sanhe Hebei 
organized by the Air Force of the Central 
Theater Command, determined and 
clarified the location, size and aircraft type 
for landing of the airport. 

I n t h e e n d o f 2016, C A AC 
Administrator Feng Zhenglin had a talk 
with Hebei Provincial CPC Secretary 
Zhao Kezhi. Feng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anhe Business Aviation 
Airport and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 
airport’s role of adjusting aviation market 
structure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I n Feb r u a r y 2017, t he t h r e e 
shareholders held a start-up meeting 
for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discussed 
with Hebei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n the project filing 
and approval, reporting entities, scale of 
construction, etc.

On March 3, 2017, they held a meeting 
again and agreed that CAH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Sanhe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 project, and determined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includes one 2400-meter 
runway, facilities for two fixed base operators 
(FBO), 80 stands exclusive for business 
aircraft,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such as air 
traffic control and fuel supply etc. 

The long expected Sanhe Airport will 
finally take shape.

Now everything is ready, except one 
approval yet to be received. According 
to Yu Jun, CAH has approved that the 
airport project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Hebei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in the form of project filing 
(concurrently the pre-feasibility study 
report). It plans to finish the compiling of 
project filing report by the end of April 
2017, and expects to obtain an approval 
from the Commission before this July. 

The firstBusiness Aviation Airport in China Will Be Built

Translation by Li 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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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a t i o n i n d u s t r y i s a 
long cycle business. GE 
has been cont inuously 
invest ing in aviat ion’s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cluding 
business and general aviation. We 
believe that China’s business aviation 
will develop along with the long-
term st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cont i nuously i mprove d a i r p or t 

a n d a i r s p a c e m a n a ge m e n t a n d 
infrastructure, especially the go-global 
of Chinese economy.  Our efforts will 
no doubt be recognized by customers 
and the yield returns in the market, 
like the achievements we have made in 
commercial aircraft market.

GE, a company with over 100 
years of history, is undergoing the 
biggest t ransformat ion ever, the 

digit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commercial 
engines has brought benefits to airline 
customer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business and general aviation has 
just started.  We expect to realize 
proactive engine maintenance that will 
bring customer values through the data 
collected so to dramatically improve 
dispatch reliability, utilization and to 

A

GE aviatio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Weiming Xiang, President of Greater China, GE Aviation

Innovation Leading 
Stead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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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reduce maintenance cost. 
GE Aviat ion’s f i r st H-ser ies 

turboprop engine is well-known in 
business and general aviation now. 
Inspired by FADEC technology,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ommercial 
eng i nes, GE c ont i nues m a k i ng 
technical innovations in H-Series 
engines. Using the revolut ionary 
technology, GE exper ts integrate 
the intelligent engine digital control 
technology into propeller controls 
with a f fordable a rch itectu re for 
general aviat ion and business jet 
community, which achieved single-
lever control of turboprop engine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further optimizes the fuel procedures 
for engines and the propeller speed 
to improve engin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performance, but also 
enhances the engine intell igence, 

therefore achieving a full-automatic 
protection for temperature exceedance 
and over-torque in flight and on the 
ground.

3D p r i n t i n g ,  a l s o  k n o w n 
as add it ive ma nufac t u r i ng, i s a 
hotspot in high-end manufacturing 
nowadays. When many companies 
are talking about the technology, 
GE has incorporated 3D printed key 
components in its newly delivered 
engines. All the fuel nozzles on LEAP 
and the developing GE9X engines 
are manufactured by 3D pr inting 
technology.

In business and general aviation, 
GE wil l ra ise up the 3D pr int ing 
technology to a new level.  The brand 
new advanced tu rboprop engine 
program ATP, will make its history 
by incorporating over 30% of the 
engine components produced by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achieve its 
performance target. For instance, over 
850 traditional parts formerly used will 
be reduced to around 10 3D printed 
pieces, including engine f rames, 
combustor liners, sumps, exhaust case, 
bearing housings and heat exchanger. 
In addition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number of parts and simplify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3D printing 
technology will also help reduce the 
weight by 5% and fuel consumption by 
1%. Moreover, the lead time for new 
parts developing will be considerably 
shortened - the combustor liner can be 
completed in two days now, while a 
couple of months were needed befor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ATP engine will 
conduct its first test run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this year. 

GE aviation

Translation by Bing Yuan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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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Bill Schultz Textron Aviation’s Senior Vice Presid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China

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networks have 
always served as the basis 
fo r e c onom ic g r ow t h. 

Networks of roads, canals, sea-lanes, 
telephones, and the Internet each enabled 
an extraordinary rise in productivity and 
prosperity for the societies that built and 
connected to them. Today, China hovers 
on the brink of the creation of a new 
network set to serve as an engine for 
growth and opportunity. 

This new network opportunity is 
general aviation, the ability to fly almost 
anything, anywhere, anytime. The State 
Council has already identified general 
aviation as one of the next engines to 
drive the economy and has declared 
it vital to the nation’s transportation 
system. 

As of the end of 2015, China’s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had more 
than 300 airports, 281 enterprises, 
and 1,874 aircraft. In comparis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over 20,000 airports 
for nearly 300,000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The market holds enormous 
potential for growth, and the time has 
arrived for forward-thinking business 
leaders and entrepreneurs to capture the 
opportunities it offers.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plan, there will be 500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by 2020. To facilitate that 
expansion, the approva l process 
for airports was revise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now have the authority 
to green light projects; and the plan 
encourages pr ivate investment in 
building airports. 

Building airports is a critical first 
step. More airspace will be opened up 
for general aviation flights and the time 
needed to process a flight plan will be 
reduced from several days to as little as 
two hours in certain regions. In addition, 
the process for obtaining an air operator 
certificate (AOC) will be streamlined. 

The market is already responding to 
the government’s policy initiatives. Over 
one hundred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ial 
parks are to be built across the country, 
including the one planned.

New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i nst a l led i n f rast r uc t u re a re t he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aviation 
network, but business leaders are the 
critical component that will make 
the network vital and beneficial for 
society. 

With the anticipated expansion 
of the genera l aviat ion network, 
entrepreneurs are considering what to do 
next to profit from the opportunity. The 
following three steps are basic principles 
entrepreneurs can consider as they 

build new business strategies in China’s 
general aviation market. 

The first step is to understand the 
size and potential of the market that is 
being created with the new network. We 
can look to matured general aviation 
markets l ike the United States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China market. We can also look at 
China’s uniqu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its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One Belt, One Road’ vision for 
connecting China and its enterprises 
on a larg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scale. 

Second, ent repreneu rs must 
understand the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Special missions comprise 
a much larger portion of general aviation 
activity and hold far more potential for 
business growth. Knowing which kind 
of aircraft to purchase, then how to 
efficiently operate and manage a fleet 
involves a learning curve that business 
leaders will have to embrace. First 
movers will have the advantage. 

Finally, there are general aviation 
solutions for industries and disciplines 
as diverse as agriculture, healthcare, 
education, tourism, and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just to name a few. And 
in some cases, if properly managed, the 

T

Pulling
Economic Growth Out of the Air
China's Next Grea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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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aircraft can 
serve multiple roles. Building a general 
aviation business plan with clarity 
and partners with relevant expertise is 
critical. 

Networks can create exponential 
economic growth and tend to naturally 
grow as efficiencies and activities are 
reapplied further and further. Following 
this logic, opportunities in general 
aviation come in three forms. 

Inter Node Services - The first form 
of opportunity is providing services 
from and between airports (network 
nodes) with charter passenger flights, 
short haul cargo, and some special 
mission services. These business models 
are the obvious market opportunities. 

Federal Express built its successful 
air delivery services a highly efficient 
hub and spoke model. Another example, 
a regional group of hospitals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partnered with 
an air operator to fly blood supplies 
between local blood banks on a daily 
basis to maintain consistent supplies. 

At Node Services – The second 
form of oppor tunity is providing 
services near or within short reach of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Certain special 
missions, such as weather modification, 
a e r i a l m a p p i ng, a n d m a r i t i m e 
monitoring are good examples. The most 

common 
ex a m p l e s o f ‘a t - n o d e 
ser vices’ a re where aviat ion 
enhances tourism and leisure activities. 

Servicing the Network – The 
general aviation network will ceaselessly 
demand technology upgrades and 
human support. More aircraft, parts, and 
other technology will be demanded as 
the network grows, but so will the pilots, 
mechanics, and other ground personnel 
that keep everything running. 

Moreover, there ha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be a well-trained pilot, due 
to global shortages of pilots, especially 
in China. And today’s young pilots are 
likely to be tomorrow’s general aviation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leaders. 

According to the US Aircraft 
Owners and Pilots Association, general 
aviation provides more than one perc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DP. Today, the 
same result would be a CNY 750 billion 
business opportunity within the growing 
footprint of China’s general aviation 
network. 

Combining its huge and diverse 
geography, location o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nd its economic power, 
China could develop and leverage a 
general aviation network that greatly 
surpasses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in 
size but also in innovation. 

New 
s o lu t i o n s a r e 
needed in critical services like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general aviation can 
play a big role in transporting teachers, 
physicians, and their equipment to rural 
areas; or transporting the most valuable 
specialists from city to city on timely 
chartered flights. 

E-commerce is another arena 
where China could blaze new trails. 
The online sales are expected to grow 
20% annually by 2020. All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will be needed to support 
China’s e-commerce boom, f rom 
bicycles to drones and light aircraft, as 
sellers compete to achieve the fastest 
delivery times.

And most impor tantly, is the 
opportunity to support ‘One Belt, 
One Road’. Further linking will be 
greatly enhanced with the heightened 
connectivity of a vibrant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accelerating more business-to-
business connections. 

The opportunity is big and getting 
bigger. Are you ready for the next big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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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 unparalleled advantages 
in travelling, business je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known and accepted by 

more and more high-net-worth people 
in China. The beautiful cabin interior 
design has also gradually become a key 
factor which attracts business jet users.

Recently, Embraer launched two 
highly customized interior designs 
for Lineage 1000E, “Manhattan” and 
“Hollywood”.

The exquisite and splendid cabin 
decoration of these business jets, with 
the art deco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furniture, jewels, vehicles and ocean 
liners dating back to the 1920s and 
1930s, reflects marvelous creativity and 
offers perfect flying experience. From 

the moment they board the airplane, 
passengers will start to enjoy the dreamy 
journey above the clouds.

The “Manhattan” design adopts 
deep and rich woods and embodies 
various New York City landmarks, 
such as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the Chrysler Building and the famous 
Rainbow Room. When passengers step 
into the cabin, the first thing they will 
see is the exquisite metallic entry mural 
with the use of intarsia, displaying New 
York’s iconic skyscrapers and landmarks 
with a classic style.

The Cloud Club bar, the concept 
of which is inspired by the Chrysler 
Building, is located in the first cabin area 
and equipped with a bar, striking fold-up 
bar stools, a comfortable divan and an 

Embraer-exclusive portrait view window. 
The idea of the large bar lounge window 
beside the divan originates from the 
Jean Michel Frank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s found throughout Manhattan.

The three spacious middle cabin 
zones, with a variety of club seating 
options, are available for parties, which 
will turn flights into get-togethers full of 
laughter and happiness. Private dinner 
parties can be held at the glamorous 
Crystal Room in the rear of cabin 
which is capable of offering fancy and 
elegant dining experience for up to six 
passeng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dining 
area is also uniquely equipped with 
the Embraer Executive Jets exclusive 
Upper Technology Panel, wh ich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contextual 

 Text/ Liu Jiuyang

Embraer
Executive Jets：A Dreamy 
Journey above the Clouds

W ith unparalleled advantages 
in travelling, business j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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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the cabin, the first thing they will 
see is the exquisite metallic entry mural 
with the use of intarsia, displaying New 
York’s iconic skyscrapers and landmarks 
with a classic style.

The Cloud Club bar, the concept 
of which is inspired by the Chrysler 
Building, is located in the first cabin area 
and equipped with a bar, striking fold-up 
bar stools, a comfortable divan and an 

Embraer-exclusive portrait view window. 
The idea of the large bar lounge window 
beside the divan originates from the 
Jean Michel Frank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s found throughout Manhattan.

The three spacious middle cabin 
zones, with a variety of club seating 
options, are available for parties, which 
will turn flights into get-togethers ful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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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information at a glance, combined 
with smart glass touchscreen cap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lighting controls – a 
beautiful marriage of high-touch and 
high-tech.

The “Hollywood” is decorated 
with bright and light colors and radiant 
light effects, making it as attractive as 
those black-and-white films produced by 
MGM.

The headliner and sidewalls of the 
first three cabin zones of “Hollywood” is 
decorated with vivid 3D sculpted leather 
reliefs of Sunset Tower, Howard Hughes’ 
aircraft, vintage cars on Hollywood 
streets back in the 1920s and 1930s, 
paying a tribute to the golden days of 
Hollywood.

Apart from novel design concept, 

“Hollywood” also features luxurious 
materials and special techniques. The 
seats are gently covered with fine 
mohair and lamb skin leathers. Exotic-
style boards and veneers are made 
by exquisite techniques. Moreover, 
simulated crystal, developed for aircraft, 
creates special lighting opportunities, 
producing a romantic atmosphere as in 
movies. 

The unique and charming interior 
cabin design makes Lineage 1000E 
into a dreamy playground for elites. 
Jay Beever says, “Lineage 1000E is an 
ideal platform to realize such design 
concepts.”

From the entry-level Phenom 
100EV to the ultra-large Lineage 1000E, 
the aesthetic design can be applied to 

the entire line of Embraer Executive 
Jets. Such a dreamy journey as travelling 
on the starry sky and accompanied 
by rosy clouds and rainbows is built 
upon the constant efforts of Embraer 
Executive Jets whose excellent customer 
support and services have been highly 
recognized by customers all over the 
world. 

In 2016, Embraer Executive Jets 
won the top ranking in two independent 
industry surveys: AIN’s 2016 Product 
Support Survey and ProPilot’s 2016 
Corporate Aircraft Product Support 
Survey, with very high marks, proving 
its commitments to extraordinary 
products as well as services. 

Translation by Li 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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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Xue Haipeng
GulfstreamGood Product Quality from Long-term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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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ditional business 
jet manufacturer with 
n e a r ly 60 ye a r s o f 
h istory, Gulfst ream 

Aerospace Corp. (Gulfstream), by 
its extraordinary product quality, 
maintains a good momentum in its 
business jet sales in major regional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In 2016, Gulfstream delivered 
115 business jets to its customers in 
the global market, including 88 large-
cabin aircraft, such as G450, G550, 
G650 a nd G650ER, a nd 27 m id-
size aircraft, mainly G280, therefore, 
adding its fleet to over 2 600 aircraft.

The company consistently adheres 
to the philosophy of “providing the 
best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with 
urgent demand”. Either in traditional 
markets, including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or emerging markets, 
such as Asia Pacific, Latin America, 
Middle East and Africa, Gulfstream 
is increasingly expanding its strategic 
dist r ibu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through its hard work. In the last 
five years, it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emerging markets while 
reinforcing its share in the traditional 
market.

North America is the origin of 
Gulfstream’s business jet as well as the 
largest customer bases of the comp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have 
taken delivery of the largest number of 
business jets. By the end of 2016, the 
number of Gulfstream’s business jets 
in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reached 
1 639, accounting for over 60%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ts business jets.

Besides North America, Europe 
was once Gulfstream’s the largest 

regional market. In 2012, Asia, the 
emerging market, began to rise and 
replaced Europe, resulting in the fleet 
of Gulfstream’s business jet in the 
European market slipped to the third 
plac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fleet of 
its business jets in that market increased 
from 182 in 2012 to 231 in 2016,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of 6.1%.

L a t i n  A m e r i c a  i s  a l s o  a n 
important market.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its business jets in this region 
reached roughly 5%, with its total 
delivery increasing to 200 in 2016 
from 165 in 2012.

Fu r t her more, i n t he M idd le 
Eastern and African markets, the total 
number of delivered business jets 
reached 180 in 2016. From 2012 to 
2016,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climbed to 5.4%,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Latin America.

In recent years, Gulfstream has 
made effor ts to develop potential 
Asia Paci f ic ma rket with Ch ina 
as it s pr ior ity. In 2012, the tota l 
number of its business jets delivered 
in the Asia Pacif ic region hit 208 
and exceeded that of the European 
market. Therefore,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became the largest regional 
market around the world, except North 
America.

Rec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jet flee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growth 
rate. By the end of 2016, Gulfstream 
has delivered 314 business jets to its 
customers in Asia and kept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10.8%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hich is the highest 
growth of the company in specific 

regional market.
At present, Gulfstream’s market 

share in Asia accounts for 12%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ts business jets around 
the world and most of them are large-
cabin aircraft, such as G450, G550, 
G650 and G650ER, accounting for 
84% of its fleet in Asia. Meanwhile, the 
company’s large-cabin aircraft accounts 
for 56% of the total number of large-
cabin aircraft fleet in that market.

So, the large-cabin aircraft is an 
important weapon for the company to 
develop the Asian market, particularly 
China’s market. As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jet marke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China has st rong demand 
for business jet and of 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mainstream business 
jet manufacturer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Gulfstream.

Gulfstream officially entered 
China’s market in 2003. By now, the 
total number of its business jets has 
reached 110 in China and all types 
of its products sold well, especially 
G550. According to the data released 
by Hurun Research Institute, among 
business jets purchased by some 
entrepreneurs who are listed on Top 
100 Entrepreneu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ere are 25 Gulfstream’s 
business jets among which 19 are G550.

Lately, the newest G650ER was 
officially granted a type certificate 
by CAAC, which means that it is 
permitted to register in the mainland 
of C h i na . I n fa c t , G650E R wa s 
introduced by the operators of business 
jets and used to serve in China’s 
market in 2016. 

As

Gulfstream

Translation by Bing Yuan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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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 Yongfa, Deputy Chief Engineer, Capital Jet Company Limited

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gained its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over 20 years ag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based on the 
customers’ recognition of BizAV and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The first phrase was from 1996 to 
2008,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enhanced 
recognition of target groups, awareness of 
uses and advantages of business airplanes. 

The second phrase was from 2008 
to 2013. Some people blindly followed the 
trend and pursued large, long-range and new 
airplanes. The unclear market positioning 
led to deviation of investments, and the 
misleading publicity linked business jets 
with luxuries. 

The third phrase is the recent three 
years. The public had a better recognition of 
BizAV and became rational in consumption, 
with varied requirements. During this 
phase, the market growth has slowed down, 
but the whole industry still moves forward.

Over two decades, the industry has 
encountered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an incomplete regulatory framework, 
insufficient market demand, shortage of 
human resources, weak infrastructure, and 
inconvenience in airspace use, etc. However, 
such challenges are unavoidable in the 

industry’s growth cycle. 
The development of any industry is 

a complex system. It calls for joint efforts 
of all relevant parties to focus o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boost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viation 
with problems and results as the orientation. 
Putting some complicated issues aside 
such as aircraft R&D and manufacturing, 
qualification, airspace reform and airport 
construction, under current circumstances, 
the industry shoul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pursue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ir operation. 

The first is resource matching. The 
requirements of BizAV OPs sha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it comes to airport 
resources or airspace resources. As long as 
the aircraft are legitimate, they shall have 
equal rights in using airport resources, the 
same for using airspace resources. 

The second is to fully utilize existing 
resources and increase support efficiency. 
The current over 200 transport airports in 
China should be made the best use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airports can satisfy 
daily BizAV OPs. With part of GA airports 
and some available military airports, the 
connectivity of BizAV will be greatly 
expanded, and travelling by business jets 

will be more convenient, which would help 
further stimulate the market’s vitality. 

It is equal important to optimize 
management patterns and reduce the 
reporting and approval time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should 
also establish a big-data sharing platform, 
offer online operation application. It shall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supportive 
department, decrease the coordination costs 
of operating enterprises, reduce the time for 
coordination and highlight the convenience 
and efficiency of BizAV service.

Last but not least, suppor tive 
entities should closely work together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ll components 
in the operation cycle, such as security 
check, fuel, food supply, air traffic service, 
maintenance, customs, border inspection, 
migration control and quarantine, etc., 
have to fully collaborate and seamlessly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so as to guarantee 
the smooth BizAV OPs and take the 
advantages of convenience and efficiency 
of such service into full play, which 
will better stimulate market demand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C

Take
the Advantages of Convenience 
and Efficiency of BizAV Service

Translation by Li 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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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 Bolen, Capital Executive co., LTD  Assistant Chief Engineer

China 
Plays a Defining Role 
in Asia-Pacific BizAV Market

iven how closely business 
aviation is tied to global, 
na t iona l, a nd reg iona l 
economies,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we’re seeing a similarly measured 
recovery for our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BAA hopes global market could continue 
its broader recovery from the depths of the 
2008-2009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we 
will continue to experience incremental 
growth for business aviation on a worldwide 
basis.

Every year, NBAA personnel travel to 
the region for discussions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and other 
key stakeholders on methods to foster the 
growth of business aviation across China 
and the Asia-Pacific. NBAA also frequently 
hosts delegations from the Asia-Pacific 
region visiting the U.S. to explore methods 
to expand business aviation in the region. 

The North American BizAV market 
tends to serve as leader for the global 
market. But we’re glad to see our industry 
is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we’re seeing this 
manifested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rough 
the ongoing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cope and 
definition of business aviation in the region, 
as new roles and missions for this industry, 
supporting companies and communities of 

all sizes, are identifi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pecifically 

noted support for improving access to 
the nation's airspace, and developing the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domestic GA operations. This 
development acknowledges the significance 
of a robust Chinese GA industry in 
furthering economic growth throughout the 
nation, and appears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for continued expansion of China's aviation 
infrastructure.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results from this policy in the coming 
years.

We expect the ongoing matu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hina’s BizAV 
industry to continue, just as we’ve seen 
with the industr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One indicator of this 
evolution is the continued proliferation of 
more diverse aircraft types used for business 
purposes across China.

The static display at the first ABACE 
exclusively featured jet aircraft, primarily 
large-cabin intercontinental jets. At last 
year’s event, however, these aircraft were 
joined bymore specialized aircraft intended 
for specific missions, such as turboprop 
aircraft, single- and twin-engine piston 
aircraft, helicopters, and even amphibious 
aircraft. This trend will undoubtedly 

continue.
ABACE serves as an important venue 

bringing together industry stakeholders, 
high-level decision makers, and key officials 
for discussions on policies and initiatives 
fostering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a robust aviation network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o educate these influential 
policymakers about the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enefits of 
business aviation.

We've already witnessed several key 
initiatives to nurture China's emerging 
BizAV industry, and we will certainly 
see more in the years ahead. While these 
developments can’t be solely attributed to 
ABACE, they have come about, at least 
in part, through discussions that began 
in relation to the event, and particularly 
through participation by top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show.

China has historically served as a 
cultural leader throughou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ating back more than 2000 years 
to the Silk Road. We believe China will 
play a similarly defining role i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viation 
throughout the regio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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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nd Chinese officials are collaborating on a new conference that will be 
held later this month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o explore possibilities for expanding the 
business and general aviation sector in China. The new U.S.-China General Aviation 
Business Conference was held March 25-31 and hosted by Threshold Aviation, 
attracting more than 30 representatives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investment 
organizations, airport operations and 
academia.

“If China is to grow its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it needs assistance 
with literally everything involved 
in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supply 
chain,” organizers note.

参加亚洲公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 (ABACE2017) 、与数以千计的公务
航空领导者、企业家和其他采购决策者齐聚一堂。无论是对于将公务
航空视为商机的投资者或计划使用公务飞机的公司来说，还是对于长
期将飞机作为高价值商业工具的航空部门来说，ABACE2017 都是最
佳的理想去处。请您预留出参展时间，您也可访问 ABACE 官方网站
以获取更多信息。

www.abace.aero/ifly

中国 上海
2017 年 4 月 11–13 日

New Conference To Explore Industry Growth in China

China’s CAAC has abolished a rule 
stating that Chinese buyers needed to gain 
government approval before buying and 
registering business jets on the local B- 
registry. The change in rules, which affects 
both new and pre-owned sales, came into 
effect on March 3, 2017.

Business aviation brokers in Asia say 
that the change in rules will make it quicker 
and easier for Chinese buyers to acquire 
aircraft.

China is predicting that the number of 
small aircraft will grow up to 5,000 by the 
end of 2020. To help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ircraft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it will build up to 500 new airports.

Chinese Business Jet Buyers 
No Longer Need Government   
Approval for B-aircraft

Flight departments are sharpening their focus on improving safety throughout 
their operations, but one area remains overlooked: FBOs.

“FBOs perceive little value in investing in additional safety and risk-reduction 
measures”, said Mike France, NATA’s managing director for safety and training. 
While prospective customers grill FBOs about fuel prices and amenities, France noted 
that topics related to safety and training programs never come up. 

NBAA’s Safety Committee listed ground collisions as one of its top issues in 2015 
and last year, noting that they are “on the rise” and result in “significant costs.” Insurer 
AirSure calculates the average cost of a business-aviation ground mishap at about 
$130,000. 

FBOs Lag In Safety-program Push

Business aircraft flight activity in North America rose 1.3 percent year-over-year 
in Febraury, despite this February being one day shorter than last year due to the leap 
year, according to TraqPak data released by Argus International.

By operational category, increases in charter and fractional flying offset a 1.2 
percent decline in the Part 91 segment. Charter activity logged a 3.7 percent gain, while 
fractionals were up 5 percent. Large-cabin jets continue to dominate activity by aircraft 
category, rising 3.9 percent year-over-year last month. 

Argus: U.S. Bizav Flying Up, but Part 91 Lags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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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FSTREAM.COM

无论航程、速度还是舒适性，G650ER™皆为业界领导者。它可从上海直飞纽约*，或
带您前往其他任何想去之处。我们引以为豪的全方位支持服务，会让您一路安

心无虞。这就是湾流，全球首屈一指的航空体验提供者。

至尊体验

+86 10 8535 1866 或 +86 139 1064 2948 |          (HERMAN CHAI)  herman.chai@gulfstream.com

+852 2918 1600 或 +852 6928 6988 |          (PETER HOI)      peter.hoi@gulfstream.com

+86 10 8535 1866 或 +86 159 0115 7089 |          (MATTHEW LIU)  ziqiang.liu@gulfstream.com

许建钿

刘自强

蔡海文

广告

*航程为搭载8名乘客、4名机组成员以及在NBAA IFR最低燃油量条件下的理论航程。影响实际航程的因素包括ATC航线安排、飞行速
度、天气、配置选项和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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