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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暖孤城 1998

陈长芬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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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 以“放”为杆
撬动通航万亿市场

中国民航局局长冯正霖用16个字形象地概括了当前通

用航空发展形势：“大势向好，路径曲折，热度上升，飞得不

多。”今年以来，民航局在推动通用航空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整体思路：分类管理、简政放权、试点

引路、真情服务，以“放”为核心深化通航管理改革，着力提

升通用航空服务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公务航空发展
迎来最佳契机

刚刚结束的第六届澳门公务航空展，吸引了高达万余人

次的观展人潮。粤港澳大湾区公务航空市场的蓬勃发展，成

为业内外人士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众多嘉宾达成了共识：粤

港澳大湾区的公务航空发展，已迎来了最佳契机。

P30

P26启动通航消费市场
打开通航发展突破口

实现我国通用航空飞行量快速增长的真正的突破口在于

通用航空消费，即要尽快启动通用航空应用消费市场，这可以

从优先发展航空旅游、航空救援与航空运动入手。

政策解读

焦点关注

市场观察

艾德·博伦: 航展对推动公务航空发展大有作用

廖学锋: 中国亟待补齐公务航空发展短板
 P18

业界观点

P36

环球视野

C
P14
快速阅读中国民航局局长

冯正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对民航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全民航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围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需求，努力实现民航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安全水平要让人民群众更放心、服务

质量要让人民群众更满意、正常工作要让人民群众更踏实。”

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公务航空行业，离不开必要的基础

设施提供支撑。这早已被欧美成熟市场的发展实践所证明。

但在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相比机队规模的迅速扩张，

基础设施建设却明显滞后，逐渐成为制约区域内公务航空进

一步发展的首要因素。

亚洲公务航空
遭遇资源瓶颈？

焦点关注

中国公务航空FBO
的机遇和挑战

未来几年将是我国FBO从区域性、垄断型、资源依赖的模

式向竞争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我国公务航空FBO的发展，

应以行业筑底反弹为契机，将一些公务机活跃的区域机场的

FBO，打造成为世界级通用航空综合服务商，主动由以资源换

收入转为向服务要利润。

P42
行业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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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推动了飞机技术的发展，从

而为大战后民用航空的复苏与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喷气发动机的问世。它全面提升了

整个航空技术的水平，大大加快了民用航空运输的发

展势头，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

“飞机就像灵魂，它们有一对翅膀，经久耐用。即使

我离开这个尘世，它们依然可以翱翔蓝天。”

飞行并不轻松
所以有趣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贝克斯机长对

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感恩。更幸运的是，他能够一直健康、

平安地工作到退休。

P68P56
行走天下

P72
飞行简史

P48
经营者说

喷气时代的民航客机

庞巴迪公务机:
叱咤全球的环球家族

庞巴迪公务机是全球仅有的能够生产从小型到大型全

系列公务机产品的制造商之一，其旗下不断更新的环球系

列，不仅是庞巴迪公务机的旗舰机型，更是庞巴迪公务机

发力全球大型公务机市场的“杀手锏”。

法式激情与优雅
达索航空之旅

飞行故事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线，以国际化、互联网化为引

领，以打赢转型发展、品牌建设、能力提升新三场战役为保

障，以实现‘世界一流、幸福东航’为发展愿景”是东航发展

新思路。在新征程将要开启的节点上，勇于改革、锐意创新

仍将是东航的不变初心。

东航：
不忘初心 锐意创新经营者说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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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学把握新时代民航

强国建设的战略进程，近期

要聚焦解决行业快速发展需

求和基础保障能力不足的突

出矛盾，中期解决人民群众

多样化需求和民航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远期

解决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问

题，逐步建成民航强国。

READING
声音

 中国民航局局长 冯正霖

“1957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民航局《关于中缅通航一周年的总结报

告》上批示：‘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这份批示，高度

概括了民航工作的主要内容，深刻阐明了民航工作的基本要求，闪耀着思想

和智慧的光芒，60年来始终是指导民航工作的总方针。60年来周恩来总理批

示的思想精髓，已积淀为中国民航的优良传统，内化为民航人共同的价值追

求和行为规范，一代代民航人遵循总理指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在安全、

服务、正常工作上不断取得新成绩，民航安全基础不断稳固，安全水平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对民航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民航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秉承中

国民航的优秀传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航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承担起新时代赋予中国民航服务国家战略的新使命，围绕更好

地服务国家战略、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努力实现民航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安全水平要让人民群众更放心、服

务质量要让人民群众更满意、正常工作要让人民群众更踏实。”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李健

“要解放思想，最大限度地放开通航管理；要进一步简化通航管理程

序，能够放开的大胆放开，给予通航产业充分发展的空间；要对通用航空实

行分类分级管理，通过创新通航管理模式，来实现对通航的有效管理。此

外，还要督促企业落实好安全主体责任，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要发挥社

会其他力量的协管作用；要通过严肃查处违章行为、构建通用航空诚信评价

体系等方法来做好事中事后监管。”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 李军

“当前，我国民航业以强劲的发展态势、领先的安全水平、美好的发展前

景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我们应在航空运输整体运行景气的大环境下，

按照‘幸福美好’的要求，提升运输质量，加快机场建设，持续提高发展与保

障能力，助力民航强国目标的早日实现。”

 中国民用机场协会秘书长 李小梅

“对未来经济实体来说，高质量、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是发展企业的重

要首选因素之一。围绕运输机场规划地区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使其成为

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便捷互换的枢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临空

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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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亿元

民航局日前公示2018年民航中小机场补贴方案，对171家民航小机场

进行补贴约18.3亿元。其中有3家通航机场，共获得补贴1558万元。

  637万元

民航局财务司日前公示《2018年民航教育培训专项资金预算方案》，

2018年全年将共计安排11442万元资金用于民航教育培训，其中通航类教

育培训涉及资金637万元。

  185个

京东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在2017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表

示，京东正在四川布局建设185个无人机机场，以构建便捷低价的物流运

输体系，帮助贫困村运出农产品。

  255名

截至2017年11月底，我国签署《航空公司飞行员有序流动公约》的航空

公司达到65家。2017年前3季度有255名飞行员通过《公约》实现有序流动，

占流动总数的94%。

  6103架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发布的《2017~2036年民用飞机中国市场

预测年报》，未来20年，中国需补充民用客机6103架，其中大型喷气客机

5120架，支线客机983架。

  785架

C919订单总数达到785架。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日前增购55架国产

C919大型客机，以100架订单量成为C919飞机最大订单客户。 

  2万个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副主席李正梅日前表示，中国航协正计划融合建设

2万多个“航空飞行营地”，让老百姓“想飞就飞”。

促进通航发展已经进

入改革的“深水区”，要全

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

进，系统地梳理规章政策，

制定出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的通航促进政策，并确

保政策落地。各项政策要力

求实效，真正满足企业运行

要求和发展需求，让企业有

真真切切的获得感。

DIGITAL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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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咨询公司蒂尔集团日前发

布预测：未来4年内，全球公务航

空新飞机交易市场将回到经济危机

前的水平。其中轻型公务机的销量

将继续上升，中型公务机的销量将

基本持平，大型公务机的销量将

会稳中有降，但大型公务机仍占主

要交易份额。未来10年，公务航空

市场将会有缓慢、稳定的增长，在

2033年左右将会回到2008年金融

危机之前的水平。AV Buyer认为：

“如果这些预测足够准确的话，这

将是航空史上最缓慢而又漫长的

一次复苏。”

漫长的复苏

根据美国航空制

造商协会（GAMA）的

数据，2017年第3季度

全球活塞式、喷气式与

涡桨式公务机的交付

量达1523架，上升1.7

个百分点，但交付总价

值下降2.8个百分点，

达13.2亿美元。

1523架

READING

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统计，在过去的10年里，价值数十

亿美元的全新公务机相继进入印

度，使之成为全球第9大公务航空

市场。到2026年底，印度有望超越

英国成为全球第3大市场。印度的公

务机数量也从全球第18位上升到

第4位。

印度公务航空正在飞速发展

|环球视野GLOB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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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美国航空类网

站JSFirm.com最

近共计对200家91

部和135部运营商

进行年度调查，结

果 显示，随 着公

务机运营商越来

越多，公务机飞行

员的缺口正 在扩

大。而欧洲的情况

却有一定程度改

善。由于近期德国柏林航空公司和英国君主航空公司的相继破产，民航

飞行员流向公务航空，使得欧洲公务航空运营商在2017年流失的飞行员

数量明显减少。

公务航空飞行员此消彼长

为了提高无人机安全的“公共意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敦促小型无人驾驶飞机系统（sUAS）内的无人机飞行员在操控无人机

时，必须要穿上荧光背心。“无人机活动迅速增加，但相应的技术和法

规都比较新，一般的公众和执法人员并不清楚可以在什么时候、在哪里、

如何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使用无人机。”FAA表

示，“公众认为一些无人机的行动会威胁到他们

的安全或隐私，所以希望无人机驾驶员的位置能

够醒目。”FAA建议背心中需要包含诸如“Drone 

Pilot, Stand Clear（无人机飞行员、请避开）”之

类的措词，以便于显示无人机驾驶员身份，让人

们尽量不要打扰他们。

FAA要求无人机飞行员穿上荧光背心

近几年“客机与无人机险些相

撞”事件在英国层出不穷。根据最新

来自UK Airprox Board (UKAB)的年

度报告，此类事故的发生频率在英

国增加了一倍多，从2015年的40例上

升到了2016年的94例。英国警方明年

可 能会出台新规

定 ，警 方

将 被 赋

予“ 防

止 不 安

全或非法 使

用无人驾驶飞

机的权利”，新措施也将迫使无人机

机主进行登记备案，以改善问责制，

“禁止所有无人机飞行在400英尺以

上或在机场附近飞行”等，都可能成

为新法规的一部分。

无人机事故发生频率翻倍

||||||||||||||||||||||||||||||||| GLOBAL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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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航空展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

将整个行业聚集在一起，共同探

讨和解决公务航空市场发展中所面临

的问题。

美 国 国 家 公 务 航 空 协 会

（NBAA）成立于1947年，历史悠久。

作为全球公务航空业内最为重要的组

织之一，NBAA具有超过60年在世界

各地举办重要公务航空展的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NBAA

在美国成功举办第一届公务航空展

至今，N BA A每年分别在美国、欧

洲、亚洲、拉丁美洲举办的公务航空

展，都迅速成为所属大洲最重要的

公务航空展，并为当地经济带来了可

观的贡献。

我们对于航展举办地的选择，

考量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发

展水平，二是公务航空市场的发展

程度。

NBAA在2001年选择在日内瓦举办

欧洲公务航空会暨展览会（EBACE）。

欧洲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文化和传统

都不一样，当时我们选定瑞士日内瓦

作为EBACE的举办地，也是因为瑞

士经济的发展和公务航空业的相对

成熟，瑞士又是世界公认的中立国,

所以选择“国际会议之都”的日内瓦

来举办EBACE是众望所归的。

2005年，NBAA来到中国，举办了

第一次属于亚洲的公务航空展。其

实选择中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

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

潜力。

当时的中国，普罗大众仍不知公

务航空为何物，公务航空市场也远

未形成规模，而NBAA选择在这个时

间点进入中国举办专门的公务航空

展，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虽然后来

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几年时间，直到

2012年我们与上海机场集团合作，在

虹桥机场的霍克太平洋商务中心成

功举办了亚洲公务航空会议暨展览

（ABACE），今年已经连续举办6届。

实践证明，NBAA在中国举办专

业的公务航空展的决定非常正确。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已然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公务航空市场，

同时发 展潜力仍然十分巨大。从

“十二五”到“十三五”以来，政府对

通用航空及公务航空的支持力度也

越来越大。中国及亚洲公务航空的

发展速度、市场体量已经引起了全世

界的重视。

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的经

济、文化、饮食都非常吸引人，全世

界的人都愿意到上海来。

每年4月份在上海举办的ABACE，

吸引了世界各地许多参展商参展，其中

40%都来自中国及亚洲；每年约9000多

位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

参观者来到ABACE观展。ABACE不

仅仅是公务机产品的展示，更是一个

业界能够交流彼此经验的场所，包括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航空组织、美

国交通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美

国航空航天局等政府和组织的代表

都曾参观ABACE。

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重要的公务航空市场之一，如今，

ABACE已跻身全球四大公务航展之

一，ABACE也成为了中国、亚洲乃至

世界公务航空界的一场不可错过的

行业盛会。

NBAA与上海市政府、上海机场

集团以及上海霍克太平洋商务航空

中心一直合作得非常愉快。虽然随着

ABACE规模的连年扩大，一些基础设

施上的限制，如停机位紧张、航班时

刻紧张的问题凸显，但随着中国政府

支持通航发展政策的不断出台，相信

未来的ABACE将更加发展壮大。

不管是在北美、欧洲或是亚洲，

NBAA将继续致力于专业公务航空

展的举办，让更多的大众、客户更加

了解公务航空业，同时推动整个公务

航空业在全球的不断健康发展。

艾德·博伦（Ed Bolen） 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航展对推动
公务航空发展大有作用

公

|业界观点VIEWPO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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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球运营着36000多架公务

飞机，其中美国有24000多架，巴

西有1500多架，大中华区约有600架。巴

西运营的公务机单机平均价值大多数

均低于1000万美元，而中国的公务机单

机平均价值超过3000万美元。因此我

认为，从飞机价值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了

全球第二大公务航空市场。

然而，伴随中国公务航空市场的快

速发展，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逐渐显

现。尤其是与公务航空发展相匹配的

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机队规模的扩增，

没有得到同速发展，已逐渐成为制约中

国公务航空市场发展的最大因素。

在中国，企业从小到大的发展，会

逐渐经历从县城到省城再到一线大城

市的搬迁过程。这与美国很多知名企业

将总部长期停留在小城市的做法不同。

抛开其他因素，机场数量不足，或者通

用航空机场体系不发达，是导致这一现

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举一个例子，如果

一个廊坊的企业家要出差去苏州，由于

没有直达航班，在不能使用公务机的

情况下，往往就不得不付出更高的通勤

成本和时间成本。

公务机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能够

尽可能将客户送达目的地或者距离目的

地最近的机场。从目前国内运输机场

的数量和布局看，东部地区的机场分布

密度较高，但中西部地区的机场建设相

对滞后，很多地区仍无法达到居民在地

面交通100公里范围内或1.5小时车程内

享受到航空服务的标准。

因此，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如果没

有一定量的通用航空机场作为补充，完

善的机场体系难以建立，势必会影响

公务航空及通用航空功能的发挥。

好消息是，国家已经意识到建立通

用航空机场体系的重要性，并推出了有

力举措。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促

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明

确提出，到2020年，建成500个以上通

用机场，基本实现地级以上城市拥有

通用机场或兼顾通用航空服务的运输

机场。

多建机场是缓解目前国内公务航

空发展资源受限的有效途径。尤其是

公务航空发展的集中区域，如北京、上

海等。更多的机场能够提供更多的起降

时刻和更多的停机位。

当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得依赖

新建机场，多举措提高现有机场资源

的利用效率也能发挥较大作用。改革

现有公务机的停放方式就是行之有效

的方法。国内现在对公务机的停放要

求是按照121部的规定管理，飞机间隔

距离很大，某种程度上浪费了很多停机

位资源。我欣喜地看到，国内正在做这

方面的探索，如近两年的亚洲公务航

空会议及展览（ABACE），就通过缩

短飞机间隔，让有限空间停放了更多的

飞机。

此外，一些运营饱和的机场在不能

新增建设的前提下，可尝试与周边机场

建立合作，在实现共赢的情况下，打破

发展资源瓶颈。如在香港，近年公务航

空飞速发展，让香港国际机场不堪重

负，受限于面积，香港无法新建机场。

因此，香港机场如何与周边的广州、深

圳、珠海、澳门等机场开展有效合作，

共同解决整个珠三角地区公务航空发

展难题，便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然，制约中国公务航空的因素还

有很多，如购置税费高、使用成本高、审

批流程复杂等。但这些问题会随着发

展逐步得到解决，中国依旧是全球最具

发展潜力的公务航空市场之一。

目前，中国每架公务机的年平均使

用率只有200小时，而很多欧美市场的公

务机年使用小时数能达到1000小时。如果

中国的公务机使用效率也能提升至1000

小时，那么，现有的1架飞机就等于5架。

有效提升飞机的使用效率，将大幅

降低飞机的使用成本，从而吸引更多的

公务机潜在用户。假设现在国内有15万

潜在的公务机用户，通过多种渠道降低

使用成本后，这个数字可能就会达到

百万。可见，补齐发展短板，让更多人认

知和了解公务机，是中国的公务航空市

场朝着更大目标迈进的驱动力。

廖学锋 中国公务航空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亟待补齐
公务航空发展短板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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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陆二佳

以“ 放”为杆
撬动通航万亿市场

Caac
Intensifies De-regulation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GA

民航局局长冯正霖用 16 个字形象地概括了当前通用航空发展形势：“大势

向好，路径曲折，热度上升，飞得不多。”今年以来，民航局在推动通用航空

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整体思路：分类管理、简政放权、

试点引路、真情服务，以“放”为核心深化通航管理改革，着力提升通用航空

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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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指

出，要树立分类管理的新理念，对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分类管

理；对经营性通航业务与自用性通航业务分类管理；对经营性通

航业务中的载客类飞行与非载客类飞行实行分类管理。C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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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到

2020年，我国通用航空产业整体规模将

超过1万亿元。

万亿的大“蛋糕”，看起来蓬蓬勃

勃，但真正要做大做强，却并非易事。

2017年1月~6月，我国通用航空器

达到2205架，同比增长15.7%；通航企

业达到345家，同比增长7.8%。但同期

通用航空飞行量为37.3万小时，同比仅增

长1%。通航机队规模、企业数的增长率

远大于飞行量的增长率，通航发展热度

不减，但“飞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民航局局长冯正霖用16个字形象地

概括了当前通用航空发展形势：“大势向

好，路径曲折，热度上升，飞得不多。”今

年以来，民航局在推动通用航空发展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整体

思路：分类管理、简政放权、试点引路、

真情服务，以“放”为核心深化通航管理

改革，着力提升通用航空服务能力。

  分类管理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通航发展广受各界关注，在民航局

承办的2017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中，有

关通航的议题达30余件，涉及推进通航

上下游产业链发展、通航外部环境改善、

促进地方通用航空发展等多方面。

“买飞机更方便了！”辽宁锐翔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利国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他说的“方便”，是指今年3月民

航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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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引进通用航空器的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

了。”张利国说。

长期以来，在通用航空器引进、通航

作业审批等方面，审批程序复杂、用时过

长。全国人大代表、泰豪集团董事长黄代

放也在今年两会建议中提出，通航发展

涉及管理部门较多，行业门槛偏高，项目

审批周期较长。张利国也表示，目前对通

用航空的管理思路和法规沿用运输航空

的管理，不利于通用航空发展。

人民的关切是民航局努力的方向。

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

体会议明确指出，要树立分类管理的新

理念，对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分类管理；

对经营性通航业务与自用性通航业务分

类管理；对经营性通航业务中的载客类

飞行与非载客类飞行实行分类管理。

民航局还确立了“放管结合、以放

为主”的安全管理新思路，大力推进“放

管服”工作，出台了一批简政放权的新

举措：2016年2月，民航局取消了“国内

通航企业承担境外通用航空业务”行政

审批事项，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参与

国际市场竞争；3月下发《关于简化特殊

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的通知》；今年3

月，取消了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备案）

程序，为个人和企业购买飞机、从事通航

活动提供自由和便利；调整通航收费措

施，通用航空器使用通用机场收费实行

市场调节价。2017年5月，印发《关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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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P03-98-JRMH2-C8.indd   21 17-12-13   1:28



22

|封面故事COVER ||||||||||||||||||||||||||||||||||||

范并简化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和飞行计划

审批的通知》，将企业上百页的重复性各

类资质证明简化为2页的“申请函+承诺

书”，以减少企业运营成本。

“民航局党组确立的通航管理‘放

管结合、以放为主’的新思路，既坚持安

全第一，又避免因为发生几起事故，就过

度恐慌，甚至动摇发展的信心。对通航

的安全监管，该放的要放，该简化的要简

化，该降低标准的要降低标准。”民航局

运输司通用航空处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正在修订的《通用航空经

营许可管理规定》将取消现有经营许可

项目的甲乙丙丁类，整体划分为“载人

类”“载货类”“作业类”和“培训类”4

类。加强对载人经营安全活动的安全监

管，放松对非载人类经营活动的管制。

《民航法》修订案也将明确，整合现有通

航企业“经营许可”和“运行许可”，规定

从事经营型通用航空活动只需取得“运

营许可证书”。

“放”的同时，民航局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突出经营性载人飞行活动监管重

点，加强“低慢小”航空器运行监管；制

订了《通用航空市场监管手册》，严查违

章行为，并建立通航诚信评价体系；聚焦

“痛点”，凸显真情，建立了公共服务的

新通道，设置了通航管理“意见箱”，建

立了通用航空供求信息平台，并启动了驾

驶员电子云执照。针对不少两会代表委员

呼吁的“创新通航管理体制机制，加强通

航公共服务”，民航局将加大对通航监察

员培训力度，以适应通用航空快速发展

对行业监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试点引路 推进通用机场建设

7月12日，在江西省赣州南康区交通

综合服务站顺丰无人机试飞基地，顺丰

集团的两架无人机载着约5公斤试验货

物稳稳起飞，沿周边划定空域飞行两圈，

平稳落下。

“无人机送快递”这个曾经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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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管理“放管结合、以放为主”的
新思路，既坚持安全第一，又避免因为发
生几起事故，就过度恐慌，甚至动摇发展
的信心

“试点引路”是民航局推进通用航空发展的重要途

径，以期通过成熟试点，以点带面，带动地方通用航空

发展。

异想天开的想法，随着科技进步正在逐

步成为现实。今年8月，民航局正式批复

同意在江西省赣州南康区开展无人机物

流配送应用试点，鼓励先行先试、提升服

务，争取试出可推广、可复制的成果。10月

12日，民航无人机物流配送应用试点项

目正式启动。

“试点引路”是民航局推进通用航

空发展的重要途径，以期通过成熟试点，

以点带面，带动地方通用航空发展。截至

今年8月，民航局先后在东北地区开展通

用航空管理改革试点、在华东地区开展

通用航空管理服务平台和无人机研发试

飞基地建设试点、在西北地区开展通用

航空低空空域监视与服务试点、在新疆

地区开展“通用航空+旅游”试点。

通用机场是通用航空“飞起来”的

重要支撑。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地

方的通用机场建设是当地代表委员们的

重要关注点。水上机场建设同样如此，

全国政协委员杨鸿生在其《关于加快推

进我国水上通用机场建设的提案》中提

出，充分利用水域资源建设水上通用机

场，有利于旅游业转型升级，完善综合

交通体系，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减少占用

土地资源，应做好水上通用机场建设的

顶层设计，营造水上机场建设发展的良

好环境。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于一

认为，建设环节的审批难、运营环节的

盈利难，是限制通用机场发展的主要原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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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明确，

新建通用机场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

批准的规划审批（核准）。民航局修订了

《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规定》和《民用机

场安全运行管理规定》，把规章名称中的

“民用机场”改为“民用运输机场”，从

拥放”的同时，民航局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突出经营性载人飞行活动监管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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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通航这块“万亿蛋糕”，需要人们齐心协

力，从政策、投资、运营、市场等多角度全方位推动，形

成强大合力，早日实现通用航空真正“飞起来”。

制度设计上将通用机场和运输机场彻底

分开，给予通用机场建设更大的自主权；

适度降低对通用航空的管理要求，通用

机场可以建立仪表或者目视飞行程序；

开放民航工程设计市场和通用机场投资

限制，鼓励各地政府统筹考虑通用机场

与运输机场规划布局，鼓励各非枢纽机

场增加通用航空设施，与通用机场统筹

协调发展。

民航局于今年1月19日发布了行业

咨询通告《水上机场技术要求（试行）》

（AC-158-CA-2017-01），为水上机

场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标准依据。民航局

机场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民航局将持之

以恒地推动简化通用机场建设审批，加

快通用机场建设，从而为通用航空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补齐短板 提升通航服务能力

8月28日，民航安徽监管局局长张浩

为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颁

发DA42飞机生产许可证书。该公司成为

国内首家以国外型号合格证（TC）为基

础、并取得中国生产许可证（PC）的飞机

生产制造企业。芜湖航空产业园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外TC+

国内PC的取证方式是一种制度上、管理

上的创新，也是民航通用航空适航审定

能力提升的具体体现”。

适航审定能力是当前我国民航发展

的短板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

院士吴光辉在其《关于加强通用航空监

管和适航管理力量的提案》中指出，当前

民航适航审定能力不能适应通航发展形

势，“通航公司引进或购买新飞机，取得

适航证时间过长。监管机构在适航审定

上面临人力不足、资源短缺等问题”。

有短板怎么办？补！民航局局长冯正

霖在今年5月5日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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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表示，中国民航支持国产大飞机全

面展开适航审定工作，通用航空同样如

此。今年10月27日，中国民航适航审定中

心正式成立运行，这是扩充适航人才、补

齐适航短板，提升适航审定能力的重要

举措。同时，中国民航还将与国内大型制

造企业合作，扩大委任范围，与社会组织

和行业协会合作，分类下放审批职能，节

约行政资源，提升审定效率，更好满足国

内通用航空制造业对提升适航审定能力

的迫切需求。

适航审定之外，通航空管保障、地面

保障同样是需要提升的短板。民航局积

极推动国家空管委稳步推进低空空域管

理改革，研究探索低空空域管理与通航

产业发展的有效对接机制，今年明确在

南昌、郑州、成都等飞行管制分区率先试

点真高3000米以下按管制空域、监视空

域和报告空域实施分类划设，实现监视

空域和报告空域有效衔接。通用航空飞

行服务站（FSS）是为通用航空活动提

供飞行计划服务、航空气象服务、航空情

报服务、飞行情报服务、告警服务、应急

救援和其他相关支持的空中交通服务系

统，民航局在东北地区开展的通用航空

管理改革试点中，在北大荒通用航空公

司建立的通用航空服务平台是重要的试

点成果之一。在8月23日民航局空管局召

开的民航空管安全、航班正常和通用航

空发展研讨会上，明确对于管制区内的

计划审批由原来的3天改为1天，对于民

航航路外的飞行计划放开“放行权”，做

到当天受理、当天执行，全面提升通用航

空服务能力。

针对通航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投

资和通航发展面临的资金短缺等问题，

2012年财政部与民航局联合印发了《通

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对通航作业和飞行员培训进行补贴，

2013年至2017年累计安排补贴14.7亿

元，对于增强通航产业的运营能力发挥

了积极作用。

随着地方政府发展通航的积极性日

益高涨、各类主题投资通航热情涌动、通

用机场建设全面铺开、通航新兴业态快

速崛起，承载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和升级消费的历史

使命的通用航空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历史

机遇，但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民航局

将继续改革创新、扎实工作，为通用航空

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和发展条件。

而做大做强通航这块“万亿蛋糕”，

仍需包括相关中央部委、地方政府、通航

投资和从业者在内的人们齐心协力，从政

策、投资、运营、市场等多角度全方位推

动，形成促进通航发展的强大合力，早日

实现通用航空真正“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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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远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启动通航消费市场
打开通航发展突破口

实现我国通用航空飞行量快速增长的真正的突破口在于通用航空消费，即要

尽快启动通用航空应用消费市场，这可以从优先发展航空旅游、航空救援与航空

运动入手。

尽管中国的低空空域还没有如大家

所期待的那样得以真正放开，但中国已

然成为了全球通用航空最为重要的新兴

市场。

过去的5年，全球通用航空市场呈现

滞涨，而中国通用航空器保有量却实现了

年均超过20%的高速增长，每年进入中

国市场的新的通用飞机超过了全球年产

量的10%。

观察通用航空市场要看两个数据，

一个是通用飞机保有量，另一个是通用

航空飞行小时量。当我们的通用飞机保

有量以超过20%的增长率在增长的同

时，我们的通用航空飞行小时数的增长

不到10%甚至是负增长。数字背后的景

象是，通用飞机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但飞不起来。

如果飞机进来后都成为摆设、派不

上用场，这必然会打击购机者的购机热

情，通用航空器保有量的高增长也难以

持续。所以，国家明确提出到2020年通

用飞机保有量要达到5000架的发展目标

的同时，也提出飞行小时数要达到200万

小时。相较于飞机保有量，200万飞行小

时数的这一目标更具有挑战性，要知道，

2016年我国的通用航空飞行小时数还不

到80万。

要实现我国通用航空飞行小时数的

快速增长，除了我们要加快低空空域开

放进程，多建通用机场，营造良好的飞行

环境外，恐怕也需要从分析通用航空飞

行小时的构成入手，去研究未来通用航

空运营市场的结构，为通用航空运营业

尽管中国的低空空域还没有如大家

所期待的那样得以真正放开，但中国已

然成为了全球通用航空最为重要的新兴

市场。

过去的5年，全球通用航空市场呈现

滞涨，而中国通用航空器保有量却实现了

年均超过20%的高速增长，每年进入中

国市场的新的通用飞机超过了全球年产

量的10%。

观察通用航空市场要看两个数据，

一个是通用飞机保有量，另一个是通用

航空飞行小时量。当我们的通用飞机保

有量以超过20%的增长率在增长的同

时，我们的通用航空飞行小时数的增长

不到10%甚至是负增长。数字背后的景

象是，通用飞机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但飞不起来。

如果飞机进来后都成为摆设、派不

上用场，这必然会打击购机者的购机热

情，通用航空器保有量的高增长也难以

持续。所以，国家明确提出到2020年通

用飞机保有量要达到5000架的发展目标

的同时，也提出飞行小时数要达到200万

小时。相较于飞机保有量，200万飞行小

时数的这一目标更具有挑战性，要知道，

2016年我国的通用航空飞行小时数还不

到80万。

要实现我国通用航空飞行小时数的

快速增长，除了我们要加快低空空域开

放进程，多建通用机场，营造良好的飞行

环境外，恐怕也需要从分析通用航空飞

行小时的构成入手，去研究未来通用航

空运营市场的结构，为通用航空运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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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发展寻找方向和突破口。

从通用航空飞行小时数的构成看，

在通用航空最为发达的美国，通用航空

飞行小时数的主要构成是消费类飞行小

时，包括个人娱乐飞行、公务飞行、空中

的士、应急救援、空中观光。2016年，美

国保有的21万余架通用飞机中用于消费

类用途的占84%，达17.7万架，其完成的

消费类飞行小时数在全美2400多万通用

航空飞行小时中的占比超过70%。

在我国，2016年所完成的76万飞

行小时数中消费类飞行小时数还不到

10%。而目前我们的飞行小时数主要是

由通用航空作业飞行和飞行培训训练飞

行这两大块构成，实际上这两块传统通

用航空业务飞行量的增长空间有限，尤

其是通用航空作业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无

人机所逐渐取代。

所以，实现我国通用航空飞行量快

速增长的真正的突破口在于通用航空消

费，即要尽快启动通用航空应用消费市

场，这可以从优先发展航空旅游、航空救

援与航空运动入手。

航空旅游，包括空中观光（空中景区

观光、空中城市观光）及开辟低空旅游航

线。航空旅游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业务

的常态化及价格的平民化。

目前国内有不少地方在开展空中观

光旅游项目，但大多尚处于“有一搭无一

搭”的尝试性、邀约体验性状态，还不是

我们希望看到的常态化状态，如果不能

实现飞行及业务开展的常态化，今天飞、

明天不飞或者想飞不让飞，那就不能成为

务的发展寻找方向和突破口。

从通用航空飞行小时数的构成看，

在通用航空最为发达的美国，通用航空

飞行小时数的主要构成是消费类飞行小

时，包括个人娱乐飞行、公务飞行、空中

的士、应急救援、空中观光。2016年，美

国保有的21万余架通用飞机中用于消费

类用途的占84%，达17.7万架，其完成的

消费类飞行小时数在全美2400多万通用

航空飞行小时中的占比超过70%。

在我国，2016年所完成的76万飞

行小时数中消费类飞行小时数还不到

10%。而目前我们的飞行小时数主要是

由通用航空作业飞行和飞行培训训练飞

行这两大块构成，实际上这两块传统通

用航空业务飞行量的增长空间有限，尤

其是通用航空作业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无

人机所逐渐取代。

所以，实现我国通用航空飞行量快

速增长的真正的突破口在于通用航空消

费，即要尽快启动通用航空应用消费市

场，这可以从优先发展航空旅游、航空救

援与航空运动入手。

航空旅游，包括空中观光（空中景区

观光、空中城市观光）及开辟低空旅游航

线。航空旅游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业务

的常态化及价格的平民化。

目前国内有不少地方在开展空中观

光旅游项目，但大多尚处于“有一搭无一

搭”的尝试性、邀约体验性状态，还不是

我们希望看到的常态化状态，如果不能

实现飞行及业务开展的常态化，今天飞、

明天不飞或者想飞不让飞，那就不能成为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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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正常的商业活动，也就无法进行持

续性经营。

目前，依托于北京八达岭机场的空

中观光业务基本实现了常态化，参与空

中观光的年游客数达到了1万人，这样的

游客规模项目是可以盈利了。

让经营者有钱可赚是开展常态化空

中观光业务的前提，这需要靠市场支撑，

需要大量化的消费人群，这就不能把空

中观光弄得太“高大上”，而是应该把它

发展成为一个平民化的活动，这也就意

味着需要有一个平民化的定价。

我们分析过国外空中观光的定价，

在美国工薪阶层的民众大约用半天到一

天的工资就可以享受一次半小时的空中

观光活动，很平民化。而我们国内目前的

定价还是过高，原因在于我们的成本高，

飞行员贵、航油贵、机场使用费贵，随着

我国通用航空产业体系的完善与成熟，

相信我们的成本也能降下来。而且，业务

常态化也是降低成本之根本，只有实现

业务常态化，才能进行规模化经营，以更

多的消费人群去摊销庞大的购机及飞行

员费用等固定成本。

光是原地起降的空中观光还不够，

还应该去开辟更多的点到点低空旅游飞

行航线—非定期固定低空飞行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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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用航空最为发达的美国，通用
航空飞行小时数的主要构成是消费类飞行
小时，包括个人娱乐飞行、公务飞行、空中
的士、应急救援、空中观光

业务常态化是降成本之根本，只有实现业务常态

化，才能进行规模化经营，以更多的消费人群去摊销庞大

的购机及飞行员费用等固定成本。

实现点到点低空飞行的常态化，而这可

以与区域性的通用航空短途运输相结

合，我们相信这一块的市场需求也很大，

也可带来可观的飞行小时数贡献。

航空应急救援，包括政府主导实施

的航空救援及商业化的航空医疗救助。

航空救援是一项系统工程，广义上讲，也

是一种通用航空消费行为，且本质上也

是一个商业性问题。

体系建设和商业化是航空救援要

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应建立起能支撑

国家航空救援行动、区域政府救援行动

及医疗救助三级响应的航空救援体系，

而这一体系的建设前提是需要先设定目

标，一是响应时间、二是响应范围，即需

要确定在什么范围、多少分钟内，如果

需要就能得到航空应急救援服务，由此

来测算我们究竟需要配备多少架救援飞

机、布局多少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或应急

救援起降点。

在航空救援发达的德国，设定的响

应目标是，在任何位置发生事故、灾难，

15分钟内就可以得到航空救援服务，为

达到这一目标，在全德国布局了74个航空

救援站、36个航空救援基地、106架救援

直升机；美国有2403架救援航空器，全

美设有301个航空救援中心，1015个救

援点，航空救援响应范围覆盖84.5%的

人口及60%的洲际公路，在人口稠密的

地区，航空救援响应时间为10分钟，航空

救援年飞行量达70万小时。

这么庞大的体系、这么多航空器都

由政府去投资建设和购买、都由政府去

运营，这不现实，且也会造成巨大的资源

浪费，所以还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以商业化手段将民间航空力量纳入国家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即使是政府主导的航空救援，无论

是国家航空救援行动或者是地方政府主

导的区域性政府救援行动，我们也主张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民间通用航空

力量纳入国家救援体系。如果是商业航

空医疗救助，就应该建立起一个由“投保

人—保险公司—实施救援的通用航空公

司”所形成的商业化产业链去实施商业

性航空医疗救援行动。

应急救援是民生事业，谈钱似乎显

得太功利，但也只有解决了谁付钱买单的

问题，才能实现航空应急救援的常态化，

否则只能是做示范做演练，形成不了航

空救援应有的飞行小时量。

航空运动，包括航空运动飞行赛事

及个人飞行娱乐，这些多属于个人化的飞

行活动，但绝不是小众化。在美国，用于

个人娱乐的通用飞机占总量的66%，达

13万架之多，飞出的小时数达740多万，

占总通用航空飞行量的30%。

航空运动在我国也大有蓬勃兴起之

势，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发改委等九

部委联合发布了《航空运动产业发展规

划》，明确了到2020年要建设2000个飞

行营地，以促进航空运动及个人娱乐飞行

活动的开展。航空运动不仅可以贡献可

观的通用航空飞行量，也是培养航空人

才、形成通用航空消费人群基础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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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刘九阳

粤港澳大湾区公务航空发展
迎来最佳契机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mbraces 
the Golden Opportunity for Biz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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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公务航空发展
迎来最佳契机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mbraces 
the Golden Opportunity for BizAV

刚刚结束的第六届澳门公务航空展，吸引了高达万余人次的观展人潮。粤港

澳大湾区公务航空市场的蓬勃发展，成为业内外人士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众多

嘉宾达成了共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务航空发展，已迎来了最佳契机。

刚刚结束的第六届澳门公务航空展，吸引了高达万余人次的观展人潮。粤港

澳大湾区公务航空市场的蓬勃发展，成为业内外人士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众多

嘉宾达成了共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务航空发展，已迎来了最佳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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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世界第四大湾区”之称的粤港

澳大湾区，由9个城市—广州、佛山、

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

门，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

的城市群组成，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

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今年3月份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

工作 报告中提出:“要 推动内地 与港澳

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

在国家 经济发展和对外 开放中的地位

与功能。”

10月13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公布其上任后的首份施政报告时强

调：“特区政府会积极参与推进大湾区

建设，为香港推动产业多元化创造有利

条件。”香港政府特此将“与内地合作督

导委员会”更名为“推进大湾区建设及内

地合作督导委员会”，突显其重视程度。

从民间到地方政府再到中央政府，

都对粤港澳大湾区给予了高度重视。粤

港澳大湾区已经不仅仅是地区间的发展

规划，更关系到了国家层面的长远发展

大计。

11月刚刚结束的第六届澳门公务航

空展，吸引了高达万余人次的观展人潮。

粤港澳大湾区公 务 航空市场的蓬勃发

展，成为了业内外人士共同关注的热点话

题，众多嘉宾达成共识：粤港澳大湾区的

公务航空发展，已经迎来了最佳契机。

 粤港澳大湾区
    航空市场规模领先全球

“湾区”一般指的是围绕沿海口岸

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

和城镇群，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被称为

“湾区经济”。全球较为明显的湾区有3

个：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

过去几十年，美国、日本等国的湾区经济

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创新动

力和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航空市场规模如今已

领先全球。据统计，粤港澳大湾区2016

年的航空客运量达1.75亿人次，货运量

736万吨，超过纽约、伦敦和东京几大湾

区，在全球湾区中居于领先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航空市场规模之所以

领先全球，不仅缘于过去30年珠三角作

为“世界工厂”的内生需求，更缘于区域

内各大机场保持的良好竞争，由于广深

港三大枢纽的相互竞争，降低了区域内

的航空运输成本，也提升了市场服务能

力和服务效率。

虽然粤港澳地区目前航空客货总量

居于世界前列，但同时也应看到，与伦

敦、东京、纽约等世界级湾区相比，人均

航空出行次数依然较低，仅为纽约湾区

的1/4，伦敦湾区的1/5，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

据2016年统计数据，纽约拥有840

万人口，GDP约为6万亿人民币，有3大

国际机场；伦敦拥有800万人口，G D P

为3.5万亿，共有5大国际机场。相比之

下,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共6670万，GDP

达9.3万亿，远远高于纽约和伦敦，却仅

有5个国际机场，不能完全满足航空运输

及消费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各机场由于产权

|焦点关注FOC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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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的航空客运量达1.75

亿人次，货运量736万吨，超过纽约、伦敦和东京几大湾

区，在全球湾区中居于领先地位。

主体不同、港澳空管体制差异等因素，

缺乏统一的监管协调机制，存在资源不

足与资源浪费并存等问题。广深港以及

珠海、澳门5大机场虽已建立了定期沟

通协调机制，在粤港澳合作框架下形成

了A5联盟，但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

作仍进展缓慢。随着飞行流量的不断增

加，空域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粤港

澳大湾区航空枢纽建设的重要因素，这

对区域内的公务航空发展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

要建设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湾区城

市群，需要世界级的航空枢纽支撑。巨

大的消费市场也促使了珠三角不断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

目前，珠三角两岸三个小时车程范

围内有广州机场、香港机场、深圳机场、

澳门机场、珠海机场，形成五大国际超

级机场群。前不久，广东省政府发布了

《广东省推进基础设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方案》，计划建设珠三角新干线

机场、广州第二机场等改扩建工程，形成

“5+4”骨干机场格局。建成辐射泛珠、

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民航运输网络，与

国内、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主要城市形

成“4小时航空圈”，与全球主要城市间

实现12小时通达。

未来10年，随着港珠澳大桥、深中

通道、虎门二桥等跨珠江通道的完成，以

及“一小时城轨交通圈”的建设，珠江两

岸流动更加顺畅，城市群“通勤圈”更加

清晰，二三级城市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

会。粤港澳大湾区的航空发展也将进入

新的历史阶段。

 粤港澳大湾区
    公务航空潜力巨大

粤港澳大湾区公务航空市场的发展

具有极大潜力。

据《2016中国公务机行业报告》，

中国公务机停放最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

以北京为主的华北地区、以上海为主的

长三角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北京、上

海、深圳、三亚等地是公务机起降最频

繁的城市。据《深圳商报》报道，珠三角

城市中，仅深圳一地，公务机上半年起降

共2700余架次，预计全年5500架次，同

比增长45%。从公务机航线来看，最热

门的4条航线是北京到上海、北京到深

圳、北京到香港、上海到香港，主要围绕

着珠三角地区。

根据亚翔航空发布的《2017年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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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国内地的公务机运营基地主

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包括北京（111

架）、广东（56架）和上海（43架），这3

个地区的机队数量占中国内地公务机总

量的62%。在2017年胡润百富排行榜

中，前10位上榜者中有6位的企业总部位

于珠三角地区，消费潜力巨大。可以说，

珠三角与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一同包揽

了整个中国的公务航空市场。

香港和澳门两地发展公务航空，存

在天然优势。以澳门为例，澳门的航线审

批手续比较方便，作为自由港，购机成本

也比较低。澳门的金融环境较为开放，

决策流程清晰。最重要的是，澳门空域

资源相对充裕，空中限流较少，这使得它

有机会与广州、香港一起，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最重要的三大国际级航空枢纽。

根据澳门国际机场提供的数据，澳

门公务航空市场近10年来的增长幅度

非常大。澳门公务航空飞行2007年仅有

781架次，而2016年上升到2731架次，

是前者的3.5倍；澳门公务航空运输旅客

2007年仅2562人次，而2016年已经上

升到10944人次，约为10年前的4.3倍。

澳门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建成公务机专用

停机位13个，拥有1座公务机专用机库。

随着填海造陆工程的推进，未来澳门机

场还将新建跑道和附属设施。

澳门国际机场专营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胡汉新表示：“立体交通的运输系

统是澳门和整个珠三角地区新的发展

趋势，高效率的交通工具会进一步刺激

民众出行的频率。通航将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海陆空立体交通的顶端，为珠三角

还有其他地区的交通都提供了很大的

方便。”

 把握粤港澳大湾区
    公务航空发展机遇

亚洲公务航空协会主席刘畅在

2017年澳门公务航空展上表示：“珠三

角公务航空市场发展潜力无限的同时，

|封面故事C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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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面临了不少挑战。珠三角地区发

展迅速，资源相对短缺，例如飞机起降时

刻、机位紧张和空域管制、民用与通用航

空没有实行分流等等，这些挑战无疑会

成为发展的阻力。”

香 港 作 为 国 际 金 融 中 心，在 公 务

航空领域一直 是 亚洲发展较为完善的

地 区，但在中国 公 务 航 空 集 团 董 事局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廖学峰看来：“香港

公务航空的近几年退步很大，”“由于

香 港 的 停 机位 紧 张、起 降 时 刻 不灵 活

等原 因，有很 多 香 港 企 业 都 卖 掉 了 飞

机，或者干脆不买飞机。香港的问题，

应该 从区 域 的 角度 来 解 决。粤港 澳 大

湾区内各机 场只有进 一 步加强协调与

合作，才 能 有 效 形成面向全 球 的 航 空

运 输 网 络，加 速世界 级 大 湾区和 城 市

群 建 设，解 决 整 个粤港 澳 大 湾区公 务

航 空 的发 展问 题，助力公 务 航 空 业 的

发展壮大。”

刘畅表示：“要把握未来大湾区及

‘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必须从基建规

划开始着手。”珠三角地区目前正在建设

19个通用航空机场。预计10年内，通用

机场数量将增加到50个，其规模将覆盖

整个珠江三角洲。她认为，可以实行航空

基础设施分流，将通用机场和民用机场

分开，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同时可以结

合海陆空资源，配合其他交通建设，比如

铁路、码头、高速公路、直升机场等与公

务机无缝衔接, 建构一个多式联运、跨境

化海陆空铁新模式的立体式空港。

亚飞太平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伍振东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财富

集中，三地政府部门应该充分重视公务

机跨境运营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得到很

好的解决，通用航空和公务航空的发展

前途无量，也将促进该地区成为全国乃

至亚洲最大的经济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日前已经向飞

机 租赁商和运营商提供了税收优惠政

策，势必将促进更多国际飞机金融租赁

机构进入本地区市场。目前，英属根西岛

已经通过法案，允许私人企业的飞机申

请航空运营执照。

背靠中国内地庞大的市场需求，粤

港澳大湾区公务航空市场的繁荣发展

已迎来最佳契机。无论是在基础设施方

面，还是在人才队伍建设、金融服务等

方面，粤港澳三地必将展开合作，共享、

盘活各自的优势和资源，进行更深入的

合作。

刘畅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公务航

空的未来，也是中国乃至亚洲公务航空

市场的未来。现在无限的机遇已经出现

在我们面前，希望每一位从业者都能把

握机会、抓住机会，期待看到整个公务航

空市场从这里腾飞！”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
夕阳红。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
度夕阳红。一壶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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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中国内地庞大的市场需求，粤港
澳大湾区公务航空市场的繁荣发展已迎
来最佳契机

澳门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建成公务机专
用停机位13个，拥有1座公务机专用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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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薛海鹏

亚洲公务航空
遭遇资源瓶颈？

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公务航空行业，离不开必要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撑。这早

已被欧美成熟市场的发展实践所证明。但在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相比机队

规模的迅速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却明显滞后，逐渐成为制约区域内公务航空进一

步发展的首要因素。

Asian bizavEncounters Resource Bottlenecks？

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公务航空行业，离不开必要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撑。这早

已被欧美成熟市场的发展实践所证明。但在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相比机队

规模的迅速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却明显滞后，逐渐成为制约区域内公务航空进一

步发展的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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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瓶颈凸显的亚太市场

公务航空作为高效的出行方式，是

民航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营对地

面保障设施的需求和要求跟运输航空相

比，既有共同点，也有所区别。保障公务

机的地面基础设施通常包括机场、固定

运营基地（FBO）和飞机维护、维修及大

修（MRO）设施三大部分。这三大设施

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公务航空运营的

能力和效率。

在公务航空发达的美国，专门用于

公务与通用航空的机场、FBO和MRO

资源非常充足。据亚翔航空提供的数据，

美国大约有2069个机场（跑道长度超过

1524米）、3384个FBO和2500个MRO

能为公务机提供服务。这意味着，平均每

6架公务机就配有一座专门的公务与通用

航空机场、每5架公务机配有一个MRO、

每4架公务机配有一个FBO。地面保障资

源的充足是美国在公务航空领域持续保

持领先的重要因素。

在亚太地区，近年随着区域经济的

快速发展、高净值人群数量的稳步增加

以及对公务航空认知的愈发深入，亚洲

成为了全球增速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公

务航空新兴市场之一。截至2016年末，

亚太地区的公务机机队规模就达到了

1155架。

尽管机队规模庞大，但在保障设施

方面，幅员辽阔的亚洲却仅有75个MRO

和61个FBO，即每15架公务机配一个

MRO，每19架公务机配有一个FBO。与

美国市场相比，这些数字反映出了一个失

衡的配比。而区域内的公务机运营商也

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保障资源不足

给他们带来的压力。

而在机场方面，据统计，目前亚太

地区跑道长度超过1524米的机场共有

1017个，但其中专门用于保障公务与通

用航空的数量很小，同时，很多地区在规

划建设机场时甚至很少考虑公务航空的

运营需求。

亚太地区的这些机场，尤其是位于

中心市场的枢纽机场，需要优先服务于

民航运输，保障千万旅客的周转。公务机

在这些机场运营需要面临“使用许可”的

挑战：首先是能够获得进出港的起降时

刻；其次是获得足够的公务机停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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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务机机队规模庞大，但在保
障设施方面，幅员辽阔的亚洲仅有75个
MRO和61个FBO，即每15架公务机配一
个MRO，每19架公务机配有一个FBO

目前亚太地区跑道长度超过1524米的机场有1017个，

但其中专门用于保障公务与通用航空的数量很小，很多地区

在规划建设机场时甚至很少考虑公务航空的运营需求。

据相关机构预测，未来20年，亚太

地区的航空旅客数量将增加到18亿人

次，这一数字将会是全球其他区域的综

合。这意味着亚太地区的机场将会迎来

更多的旅客和更多飞机的起降，将使得

现有机场的运营逐渐趋于饱和，也势必

会导致公务机在这些机场运营面临更大

的资源瓶颈。

预计未来两年，北京、新加坡等城市

的机场跑道运力均将达到最大容量，而

香港等机场的跑道容量已经严重饱和。

可见，机场承载能力受限已成为亚洲公

务航空市场发展的瓶颈。

从机场所能提供的FBO和MRO设

施情况看，目前亚洲地区拥有一些具有

竞争力的MRO服务中心，具备提供从基

础航线维修到飞机喷涂与内饰工程维修

以及飞机大修的能力。这些服务设施既

包括公务机制造商自有的服务中心，也有

大型的跨国服务供应商和综合授权服务

中心以及业务规模较小的本地服务供应

商。同样，亚太地区也有一些顶级的FBO

运营商供公务机使用者选择。但总体而

言，这些FBO和MRO的规模和服务水

平，跟欧美市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从机队规模看，中国无疑是亚太地

区公务航空领域的领头羊。截至2016年

底，大中华地区的公务机保有量就达到了

477架，占亚太地区公务机总保有量的比

例超过40%。

跟世界其他区域市场的发展情况类

似，中国公务航空市场也呈现出发展高

度集中的特点。北京、上海和深圳这3座

中国公务机飞行最为活跃的城市，停放着

中国超过80%的公务机。飞行和停场需

求的过度集中，使得这些城市本已处于

高负荷运作状态的机场不堪重负。

地面保障资源不足制约中国公务航

空市场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中国公务航

空界的共识。近年来，为了有效解决公务

机在繁忙机场运营的难题，中国的机场

以及机场内的FBO和MRO设施都已紧

锣密鼓地开始实施推进计划，加速弥补

资源不足的缺口。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公务机起降架

次占到全球公务机总起降量的50%，每

天都有35架~50架公务机在首都机场降

落。为了应对资源不足的难题，首都机场

的FBO运营商——首都公务机公司，近

年来采取了包括实施机位资源动态管理

等多项举措，努力提升运营效率。

与此同时，正在建设的北京新机场，

还对公务航空保障设施专门做了预留。

该新机场预计于2019年投入使用，辐射

范围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届时，

新机场将会大大缓解现有机场的运输压

力，势必能为公务航空提供有力的保障

支持。

北京新机场是中国民航局在《中国

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中提出的，在2020

年前新建74个机场中的一个。《规划》

提出，支持产业转型和升级，进一步挖

掘行业消费潜力，大力支持通航企业，

在2020年前，通用机场达到500个以

上。而此前的“十二五”期间，中国民航

成功完成了通用机场数量达到310个的

目标。

上海霍克太平洋是上海机场集团和

霍克太平洋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合资设

||||||||||||||||||||||||||||||||||||||| FOCUS焦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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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一个综合性FBO，在浦东机场也提

供一系列地面服务设施，同时还能提供

MRO服务。该服务中心同时也是包括庞

巴迪、赛斯纳等在内的主流公务机制造

商在中国的授权服务中心。目前，上海

霍克正在虹桥机场修建第二机库，预计

于2018年完工，届时将能够满足8架大

型公务机同时停场的需求。另外，考虑到

浦东机场越来越大的公务机起降量，上

海霍克也已宣布将在浦东机场修建全套

FBO设施的计划。

深圳所处的珠 三角地区 是中国公

务航空市场的第三极，公务机业务的繁

忙对机场的起降时刻和停机位也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区域内的广州白云机场和

深圳宝安机场，近两年也纷纷在公务航

空保障设施方面加大投入。深圳机场在

2017年7月启用了新建的FBO楼和公务

机机库；广州白云机场FBO基地商务航

空服务楼在2017年2月开工建设，预计不

久将正式投用。广州新建设的FBO将拥

有88000平方米的停机坪和20000平方

米的机库以及一座5800平方米的公务机

航站楼。

另外，以中国为运营基地的金鹿公

务航空是FBO市场的活跃参与者。尽管

其在很多机场提供的服务仅限于地勤和

航站楼的VIP休息室，但金鹿公务也在不

断发展独立的公务机航站楼和海关及出

入境检查服务。

在MRO方面，中国主要的固定翼和

直升机维修单位分布在北京、天津、济

南、西安和珠海等地。其中既包括制造商

在中国合资设立的维修服务中心，如天

津空港经济区和庞巴迪公务机合资建立

的庞巴迪（天津）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也

有提供维修服务的公务机运营商，如金

鹿公务航空、东方公务航空等。同时，还

有航空公司旗下的维修单位以及一些独

立的维修机构，如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

限公司、山东太古等。

从维修服务的范围来看，这些MRO

在中国能同时提供航线维修和基地维修

服务的较少，大多数都偏向于其中的一项

服务，而且能同时满足多种机型维修需

求的机构也比较少，更多是服务于单一

品牌的飞机。

在 香 港 和 澳 门，香 港 商 用 航 空 中

心和澳门商用航空中心 都是 综合性的

FBO。其中，香港机场的高负荷使得香

港商用航空中心正千方百计地探索缓解

资源瓶颈的可能。据了解，该商用航空中

心正与香港机场合作，争取升级现有的

3座机库、公务机航站楼及机场停机坪。

相比之下，澳门机场的资源相对宽松一

些，针对公务航空运营，澳门机场也在积

极加大保障力度，目前澳门机场的J E T 

Aviation正在筹备中，该MRO维修设施

包括一个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机库，同

时也将取得湾流和达索的授权服务中心

认证。

  探索有针对性的瓶颈破解路径

同中国市场一样，亚洲很多国家发

展公务航空仍处于起步阶段。公务航空

行业对促进商业和经济发展的价值被越

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所认知，公务机的需

求量随之快速增加。然而，与公务航空机

队规模扩张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不

可能一蹴而就。构建相对完善的公务航

空服务体系，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和重

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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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亚洲大力推进和发展公务航

空基础设施，也面临一些独特的挑战，

无法照搬欧美市场的经验。以美国为

例，FBO主要有长期租约，并被授权在

机场出售燃油。因此，投资方能获得机

场的稳定业务，在租赁期内的回报得以

保证。FBO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燃油，以

及机库和办公区域收取的租金。另外，

欧美公务航空市场发展历史较长，拥有

了成熟的服务体系支撑较大规模的机

队。亚洲的机队规模相对较小，且比例

占多数的大型远程公务机集中在一些中

心城市运营，对相应的基础设施有着特

殊需求。

包括中国在内，亚太地区很多国家

在大型城市已经投资了一些重要的航空

基础设施，后期还会增加更多投资。但目

前，在多数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和行业

技术人才主要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民

航流量需求。解决公务机设施的需求多

数情况下只能屈居次要考虑。

分析人士指出，大型枢纽机场停机

位和起降时刻等资源的日趋紧张，使得

增加设施投入成为必然趋势，但这并不

与建设公务航空基础设施的需求完全

相符。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大型国际机

场都有供公务机使用的基础设施，但收

益较高的投资更多是临近大型商业城

市的二级机场，如新泽西的泰特波罗机

场、伦敦的范堡罗机场和巴黎的勒布尔

歇机场等。

事实上，在拥挤的中心城市机场，

建设或增加公务航空基础设施的空间已

经非常有限。在此情形下，大力拓展二级

机场，可以成为提升中心城市公务机承

载能力的关键。目前，中国临近北京的天

津、临近上海的杭州纷纷加速建立公务

航空设施，反映出了这样的发展趋势。

公务机维修设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

题。目前，尽管世界主流公务机制造商在

亚太地区都设置了运营维修中心。但从

这些中心的位置看，它们也高度集中在

需求集中的少数区域。这在某种程度上

加剧了该地区的空域拥挤，并导致了服

务供应过剩等问题。同时，在远离这些

运营维修中心的地区，公务机遇到故障

需要停场维修时，需求通常不能得到快

速的响应。对于制造商而言，在亚洲机队

尚未形成规模化运营之前，在本地建立

起完整的服务体系也面临着成本高昂的

严峻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亚太地区大多

数国家有着相似的宏观环境，但各国公

务航空发展面临的挑战可能各不相同，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实现规划化发展的公务航空带来

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也已被欧美

市场发展实践所证明。在亚洲，无论是

政府、从业者还是公众，应该继续加深

对公务航空的认知，真正了解到公务航

空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驱

动作用。

受制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因素，

此前保持高速增长的亚太公务航空市场

近两年出现了放缓。但与此同时，多家全

球知名FBO和MRO运营商纷纷加快亚

洲布局。不难解释，在投资者眼中，亚洲

依然是全球潜力最大的公务航空市场之

一。各国重视并加大对公务航空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为公务航空行业长期发

展提供支持，势必会加速市场不断走向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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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安华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中国公务航空
FBO的机遇和挑战

and Opportunities for FBO of Chinese BizAV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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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将是我国 FBO从区域性、垄断型、资源依赖的模式向竞争模式转

变的关键时期。我国公务航空 FBO的发展，应以行业筑底反弹为契机，将一些

公务机活跃的区域机场的 FBO，打造成为世界级通用航空综合服务商，主动由

以资源换收入转为向服务要利润。

and Opportunities for FBO of Chinese BizAV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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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O保障业务量稳步增长

公务航空FBO（固定运营基地）起

降架次的回升，体现了中国的经济活力和

对外交往程度。据估算，2016年全国公

务机的起降架次约为38400架次，主要

集中在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北京、上

海、深圳、广州、天津、三亚、海口等地起

降量较大。从2013年起，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的公务机起降架次开始突破5位数，

达到1万多架次，近三年，受空域和地面

资源的影响，起降架次基本保持稳定，但

可以看出这些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需求，

部分已经溢出到天津。

除此之外，像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的

机场，均保持了近10%的增长量。深圳更

是独秀一枝，由于毗邻香港，承接了很多香

港分流过来的公务机起降，近5年保持了

20%的增长率，2016年更是达到了37%。

北京、上海、天津、深圳、三亚、海口

等地设有专门提供公务机地面保障服务

的FBO。天津市政府拨款对原天津机场

西边的航站楼进行升级改造；广州白云

机场也在积极扩展FBO服务基地，规划

占地面积近1000亩，分三期建设，一期

投资近5亿元。除此之外，有些地方有建

设高标准FBO的规划。

目前，我国的公务机起降主要在运

输机场，还没有专门的公务机机场。根据

国际先进经验，为了适应区域经济的发

展，一些特大的城市群通常会有供公务

机使用的专用机场，如纽约的泰伯乐机

场和伦敦的范堡罗机场，公务航空起降

量达到16万次以上。我国的经济发达地

区，如北京在三河、广州在南沙、上海在

青浦等地，已经在积极筹建单独的公务

机机场。

  公务航空发展迎来政策利好

社会各界对公务航空的经济价值作

用在逐步统一认识。各级政府部门对公

务航空的发展持积极态度，着手完善政

策体系，促进公务航空的安全、健康、可

持续发展。

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

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国务院

鼓励和支持包括公务航空在内的通用航

空发展的政策导向。随后各有关部门也

从市场监管、金融扶持、财政支持、简政

放权等方面，出台了促进公务航空发展的

政策。

2016年5月，国务院《关于促进通用

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确定了通用航

空业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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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通用航空的定

位，统一了社会对公务航空的认识。

2017年3月3日出台的《关于取消

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备案）程序的通

知》，对个人或企业引进一般通用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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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算，2016年全国公务机的起降架
次约为38400架次，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和
中南地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
三亚、海口等地起降量较大

和喷气公务机不再实施审批和备案，大

大简化了公务机的引进手续。

尽管“新常态”对地产、能源等传统

领域的影响，带来了公务航空增速的锐

减，但我们也看到以阿里、百度、京东为

代表的新兴科技企业越来越多地购买和

使用公务机，这些企业顺应时代趋势并

引领经济发展，将成为未来公务航空的

重要用户群体。

根据民航局通用航空发展“十三五”

规划，未来5年，我国包括公务航空在内

的通用航空机队规模将保持17.5%的年

均增速，飞行量年均增速约为20.8%，据

此推算，2020年我国公务飞行量也应在

8万~10万小时，市场潜力大。因此，要以

发展的眼光看待新机场公务航空区域业

务的预测规划，充分考虑新机场未来10

年的运营需求。

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了数个特大的城

市群，如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

公务机需求旺盛。以京津冀为例，2014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将京津冀协同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来加快推进。2014

年底，民航局又发布了《关于推进京津冀

民航协同发展的意见》。可以预见，随着

三地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京津冀公务航

空业将迎来突破性的发展机遇。

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政策层面已经上

升成为国家战略，随着战略的强力推进，

以往阻碍公务航空发展的政策壁垒、制

度约束都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改革突破的

重点，地区公务航空业发展环境将越来

越宽松，政策支持力度也将越来越大，包

括领域资源开放、收费改革等方面都可

能率先成为试点。

同时，公务机起降难一直是束缚行业

发展的一条重要绳索。在民航局发布多个

文件中，就发展公务航空明确提出要支持

配合完善通用机场布局，在三河等北京周

边选址建设可供公务机起降的通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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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务航空的市场规模尚小，通过运输机场的

FBO开展业务更能发挥资源保障优势，独家FBO运营有

利于实现规模效应，是市场尚处幼稚时期的培育手段。

支持加强通用航空配套服务保障设施建

设，增加支线机场通用航空设施。

京津冀地区是国内公务航空发展最

快、规模最大的区域，业务基础好，随着

未来雄安新区的建设，地区发展的国家

战略地位进一步增强，对周边的辐射带

动作用将更加突出，此外，京津冀地区还

是“一路一带”的重要交通枢纽。未来京

津冀区域公务航空业务将迎来一个长时

间的增长期。

  未来FBO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FBO经过欧美近百年的发展，从产

权和运营模式来看，呈现出产权多元化、

管理多样化趋势，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来

为通航飞行提供服务。

2015年美国共有3529个FBO，其

中机场直接运营的占40.4%，连锁的为

6%，其他类型的占53.4。这些FBO有些

归机场当局所有，有些为私人投资，也有

些为混合所有。管理形式包括委托管理、

特许经营、自我管理和合资等多种模式。

多元的产权形式和复杂精细的管理模

式，构成了FBO充分竞争的生态。

国际上大型的公务型FBO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通过运营集团化、服务标准

化、布局网络化，实现品牌连锁来强化核

心竞争力。像Signature &land mark、

Atlantic Avitaion在全球进行布局，形成

了发达的网络，规范流程，树立了全方位

公务航空的服务理念，通过提升服务品

质来确立核心竞争力。

我国F B O起步较晚，业务较为单

一，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以地面服务保

障为主，大多通过资源垄断换取市场。这

种行业保护政策有助于积累原始资本和

运营经验。

品牌化、连锁式、多元业务是国际

F B O发展的共同特点。一些国际大型

F B O也十分关注中国的F B O市场，随

着我国公务航空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

将面临国际大型F B O竞争和客户体验

的压力。目前国内FBO网络尚未建立，

主要是各个机场利用贵宾通道进行保

障，但一些企业已在进行本土FBO网络

建设，如金鹿航空通过整合海航旗下的

机场资源，以全资或独资形式，已经在

三亚、海口等8个城市开展FBO业务，网

络化布局的规模效益初显。广东机场集

团、上海机场集团也拟利用自身优势，

构建区域或全国的公务航空服务网络。

目前，国内公务航空的市场规模尚

小，通过运输机场的FBO开展业务更能

发挥资源保障优势，独家FBO运营有利

于实现规模效应，是市场不成熟尚处幼

稚时期的培育手段。

未来几年将是我国FBO从区域性、

垄断型、资源依赖的模式向竞争模式转

变的关键时期。我国公务航空FBO的发

展，应以行业筑底反弹为契机，将一些公

务机活跃的区域机场的FBO，打造成为

世界级通用航空综合服务商，逐步转变

经营模式、拓宽业务领域、规范服务流

程，积极推进“基地+网络”进程，“服务

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服务社会大

众”，主动由以资源换收入转为向服务要

利润。

这既是公务机用户的需求，也是社

会 的殷 切期望，更 是 企 业 发 展的必由

之路。

||||||||||||||||||||||||||||||||||||||| INDUSTRY行业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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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巴迪公务机:
叱咤全球的环球家族
  本刊记者 薛海鹏

庞巴迪公务机是全球仅有的能够生产从小型到大型全系列公务机产品的制造

商之一，其旗下不断更新的环球系列，不仅是庞巴迪公务机的旗舰机型，更是庞

巴迪公务机发力全球大型公务机市场的“杀手锏”。

Line of Bombardier Business JetGlobal 
庞巴迪公务机是全球仅有的能够生产从小型到大型全系列公务机产品的制造

商之一，其旗下不断更新的环球系列，不仅是庞巴迪公务机的旗舰机型，更是庞

巴迪公务机发力全球大型公务机市场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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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7000公务机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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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7000的交付步伐日益加快，庞

巴迪公务机角逐全球公务航空市场无疑

又将增添重磅砝码。这款航程达到13705

千米的超级公务机，将作为庞巴迪公务机

旗下环球系列公务机的最新成员，继续捍

卫庞巴迪环球家族在全球大型公务机研

制领域的优势地位。

  独具气质的制造家族

北美是全球民用飞机制造最领先的

区域之一，聚集着多家著名的飞机制造品

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就是其中的重要一

员。这家以生产国际性交通运输设备著

称的制造商，在1986年通过收购加拿大

航空工业公司，正式进军飞机制造领域。

据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GAMA）

提供的数据，2016年，庞巴迪公务机向全

球市场交付了163架公务机，占所在竞争

类别全球交付量的30.3%。如此高的市

场占比跟庞巴迪公务机丰富的机型产品

有着很大关系。庞巴迪公务机是全球仅有

的几家能够生产从小型到大型全系列公

务机产品的制造商之一，主要机型包括3

大系列，分别为小型里尔系列、中型挑战

者系列和大型环球系列。

里尔系列公务机是世界上首次按照

公务航空用途设计制造的飞机，拥有近

50年的发展历史。目前，经过产品线调

整，庞巴迪旗下里尔系列飞机包括里尔

70和里尔75两款性能卓越的产品。以挑

战者350和挑战者650为代表的挑战者

系列，是庞巴迪中型公务机的主要代表。

这两款有着超高性价比的飞机是中型公

务机领域的翘楚，连续多年保持着良好的

销售表现。

环球系列则代表着庞巴迪旗下的大

型公务机，毋庸置疑，也是庞巴迪公司发

力全球公务航空市场的“杀手锏”。近年，

庞巴迪将研发重心放在大型超远程的环

球系列飞机上，足以说明大型公务机制造

领域竞争的日趋激烈。

更大客舱和更远航程一直是庞巴迪

环球家族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想要带给

客户的体验。从环球5000到环球7000，

3款飞机的航程跨度覆盖9630公里至

13705公里，几乎涵盖了大型公务机市场

的不同细分类别，让直飞联通全球所有主

要城市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出于超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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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5000客舱多功能区

在搭载8名乘客时，环球5000和环球6000均能以

0.85马赫的速度连续飞行9630公里和11112公里。这两

款飞机的最大飞行速度都可以达到0.89马赫。

环球5000公务机客舱

|||||||||||||||||||||||||||||||| MARKETING经营者说|

程的考虑，环球系列飞机将高科技和个性

化定制融入客舱设计和配置，周全地考虑

每一处细节，让客户在远程飞行中能够享

受到独有的舒适和静谧。

环球5000和环球6000是庞巴迪环

球家族的现役机型，也是目前庞巴迪在

大型公务机领域的主打产品。凭借出色

的飞行性能和舒适的乘坐体验，这两款

成熟产品闻名已久。在搭载8名乘客时，

环球5000和环球6000均能以0.85马赫

的速度连续飞行9630公里和11112公

里。这两款飞机的最大飞行速度都可以

达到0.89马赫，并且具备卓越的起降性

能，能够适应更多条件苛刻的机场，从

而将乘客送达距离目的地更近的机场。

环球6000最多可搭载17名乘客，比环球

5000多出1名。

环球7000是庞巴迪公司最新研制

的产品，被寄予开创大型公务机全新格

局的厚望，目前该机型正处于最后的试

飞阶段，有望于2018年正式开启交付。

环球7000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0.925马

赫，将超越环球5000和环球6000，航程

也将达到惊人的13705公里，能从上海

直飞纽约。

“始终保持所有产品领先”

在全球市场延续多年良好的销售表

现，并且储备订单持续增加，足以表明环

球飞机家族的成功。但庞巴迪没有满足

于此，在不断加码环球7000新机型研发

的同时，也在加快改造升级现有机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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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在今年的美国公务航空大会暨展览

（NBA A）上，庞巴迪就首次向美国客户

展出了环球5000和环球6000全新设计

的Premier客舱。“客舱舒适性和成熟度

是我们客户的重要考量因素。环球飞机

奢华大气的内饰已然引领业界，而新推出

的Premier客舱更是证明我们始终保持

所有产品领先的决心。”庞巴迪公务机总

裁大卫·科利尔（David Coleal）表示。

全新 Premier 客舱从豪华汽车内饰

的高端工艺以及环球7000飞机客舱的卓

越舒适性和高效率中获得灵感，大胆新

鲜地将当代设计、奢华材料和完美工艺

与非凡舒适性融为一体，外观和功能细

化都实现了升级，建立起了贯穿庞巴迪

飞机产品组合的统一美学体系和设计共

性。目前，全新的Premier客舱目前可在

环球5000和环球6000飞机上安装。

庞巴迪公 务机市场与 联 络副总 裁 

Brad Nolen 认为：“长期以来，庞巴迪公

务机因超凡出众的客舱舒适性和前沿设

备广受认可，而现在Premier客舱内饰将

这一标准提升至全新水平。Premier客舱

的精致美学、奢华和氛围，结合先进的客

舱管理系统和Ka频段连接性能，将为环

球5000和环球6000乘客提供更高效的

体验。”

Premier客舱的新亮点包括时尚的

座椅和流畅的侧台等。这些元素凸显出本

已是同级别最宽敞、最舒适客舱的全新

设计美学感受。全新座椅设计拥有无可

挑剔的线条和完美的手缝装饰，提供改

进的人体工程学特性，如更高的扶手、造

型靠背以及贯穿客舱干净利落的线条。

同时，客舱内的备餐间和盥洗室经过简化

和现代化设计，更能体现出当代形式。备

环球6000公务机客舱

环球6000备餐间

精心设计和智能打造的客舱内饰实现了舒适与效

率的平衡，辅之以高效平稳的飞行、业界最快的空中网

络连接以及综合客舱管理系统，能够轻易让环球6000飞

机的用户留下持久印象。

|经营者说 MARKE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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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间和盥洗室均可选用视觉效果惊艳的

硬木和石材表面。

精细水准的进一步提升得益于环球

家族无与伦比的客舱功能性：拥有最快的

空中Wi-Fi连接Ka频段、最可靠和直观的

客舱管理系统。Premier 内饰的优雅美

学与先进的客舱管理系统（CMS）及Ka

频段连接形成互补，后者与客舱干净整洁

的线条无缝连接。这些技术结合一体，为

乘客在空中提供堪比办公室和起居室的

高效率。图示化的客舱管理系统可通过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控制，高速Wi-Fi服

务则能为乘客提供便利的 FaceTime时

光或流媒体电影。

此外，环球的Premier 客舱结合环球

系列飞机独一无二的机翼设计，为乘客带

来业界最舒适的飞行体验。凭借卓越的

机翼柔度和更高机翼载荷，环球飞机的新

客舱能够提供卓越的平稳飞行。

具体到环球5000飞机，其Premier 

客舱的每一个细节均经过严谨设计，提供

超凡出众的私人飞机体验。客舱较最接近

的同级别竞争机型宽出30厘米，加之以

优化速度、航程和操控性的先进机翼设

计，环球5000飞机能提供最大舒适性和

非比寻常的平稳飞行。

环球6000飞机的Premier客舱则力

求优雅与性能相结合，为乘客提供无与

伦比的搭乘体验。精心设计和智能打造

的客舱内饰实现了舒适与效率的平衡，

辅之以高效平稳的飞行、业界最快的空

中网络连接以及综合客舱管理系统，能

够轻易让环球6000飞机的用户留下持

久印象。

  崭露头角的“破局者”

不难看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大型公

务机制造领域，庞巴迪和其他主流公务机

制造商一样，丝毫不敢懈怠，纷纷加快步

伐，不断推出更新、更高科技的产品，力

争在未来竞争中占得先机。

环球7000作为庞巴迪环球家族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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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员，自2010年被宣布推出，一直备受

业界关注，该机型的研制是庞巴迪巩固和

扩大在全球大型公务机领域优势地位的

重要举措。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庞巴迪

的环球7000项目进展顺利，接连度过了

重要的研制节点。

在2017N B A A期间，庞巴迪发布

了环球70 0 0第4架试飞样 机“建 筑大

师”(FT V4)。这是首架公开展示的环球

7000飞机，也是首次安装客舱内饰的试飞

飞机。该飞机将用于确认整体客户体验，

包括客舱管理系统、娱乐选装项、新设计

的座椅、4个起居空间的家居设施、大尺

寸机组区和美食厨房。

“FTV4是第一架进行了客舱内饰装

修的样机，在飞行验证中肩负特殊使命。

它将 确认这款改变游戏规则的飞机能

为客户带来无与伦比的舒适性和内饰设

计。”环球7000和环球8000项目副总裁

Michel Ouellette表示，“我们已经在内

饰试验台上完成了强健性地面测试，即将

环球7000作为庞巴迪环球家族的最新成员，自

2010年被宣布推出，一直备受业界关注，该机型的研制

是庞巴迪巩固和扩大在全球大型公务机领域优势地位的

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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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6000公务机客舱

进行的飞行验证将为内饰取证做准备。我

们投入了巨大努力将环球7000飞机打造

为无可比拟的杰作。”

庞巴迪产品开发副总裁兼产品开发

工程总工程师Franois Caza 表示：“环

球7000试飞样机已经累积近900飞行小

时，持续表现极佳，展现出高水平的可靠

性。飞行包线范围和系统性能，包括极端

气温，都通过测试。结果展现的成熟度完

全支持计划的取证活动。”

据庞巴迪提供的消息，环球7000飞

行验证项目的第5架也是最后一架试飞

样机“杰出之作（FTV5），目前已进入首

飞最终筹备阶段，首飞将在庞巴迪多伦

多工厂进行。F T V5将用于执行进一步

的成熟度测试，确保在2018年稳健投入

使用。

为 加 速 环 球 70 0 0 的 生 产 进 度，

庞巴迪公务机于2017年11月17日投用

了其设施一流的卓越中心（Cent re of 

Excellence），环球7000飞机的高精度

内装工作将在该中心展开。该中心投资高

达6500万美元，在未来18个月内，庞巴迪

将为环球7000内装业务新增约1000个工

作岗位招聘人才。而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

伦多庞巴迪工厂内，环球7000的绿色飞

机工作也在加速展开，已有8架客户飞机

顺利总装。

“我们很自豪能 够 在 蒙 特 利尔为

全球最先进的公务机进行如此精细的

工作。”庞巴迪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l lan 

Bel lemare表示：“在这里，我们拥有世

界顶尖的专家，也希望广纳技术娴熟的人

才，助力我们继续创造公务机的未来。”

5架试飞样机有4架投入飞行，标志

着庞巴迪环球7000的研制工作已进入尾

声，目前各项工作正按照2018年下半年

投入使用的计划如期进行。这款集真正的

四舱大起居空间、超远航程和舒适度于

一身的全新产品，是否能够让庞巴迪从竞

争者中脱颖而出，打破大型公务机市场的

现有竞争格局，我们拭目以待！

环球7000公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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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激情与优雅
达索航空之旅

  本刊记者 王泓

through Dassault AviationTravel
“飞机就像灵魂，它们有一对翅膀，经久耐用。

即使我离开这个尘世，它们依然可以翱翔蓝天。” 

法国巴黎勒布尔歇机场，跑道尽头，

一架猎鹰8X公务机迎风起飞，空中飞行

姿态优美，灵活如飞燕，舒展的双翼和机

尾呈品字形排列的三个发动机，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赏心悦目的飞机，才能够飞得平稳

舒适。”这是达索航空的创始人马塞尔·

达索的一句名言。

从创立之初到现在，100年过去了，达

索航空的飞机，不仅以速度和性能屹立百

年，同时，与生俱来的法式基因，又赋予它

赏心悦目的典雅气质，每一次的飞行，都

在向世人展现激情与优雅的完美诠释。

  百年传承

如果借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我们可

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眼前的猎鹰公务

机渐渐淡去，一架兰伯特伯爵的莱特式

飞机慢慢叠出，在埃菲尔铁塔的上空呼

啸盘旋。这是1913年的巴黎，一位长相

俊美的年轻人被眼前的飞机深深吸引，

从此心里埋下了航空的种子，“我当时就

知道，航空业将成为我心之所属、生之所

求的事业。”

这位叫马塞尔·布洛赫的年轻人，从

法国高等航空航海学院毕业，获得航空工

程学位，于3年后设计出了他人生第一个

产品：闪电螺旋桨。

这是全球航空业一项革命性的发明，

闪电螺旋桨被大量安装在战斗机中，广

泛用于“一战”，翱翔于凡尔登上空，勾勒

出人类早期空战史的场景。闪电螺旋桨

的成功，奠定了马塞尔·布洛赫毕生事业

的起点。而这一年的1916年，也成为达索

航空百年历史的起点。

从1930年到1935年，短短6年间，马

塞尔·布洛赫一跃成为法国第二大飞机制

造商。他在战斗机领域的成功尤其引人注

目。他设计生产的MB-174和MB-175以

及Dewoitine D-520等战斗机后来被公

认为“二战”期间最出色的法国战机。

如果用一帆风顺来形容马塞尔·布洛

赫之前的航空事业，毫不为过，直到“二

战”爆发。德军占领巴黎，祖国沦陷，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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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噩运降临。德国人想利用他的飞机

设计天赋，但他拒绝跟纳粹合作，被关进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他奇迹般在集中营里挺了过来，直

到法国解放。他的舅舅保罗在二战期间一

直坚持法国地下解放斗争，他的代号曾是

“达索”，马塞尔·布洛赫出狱后，为了忘

却战争留下的阴暗回忆，决定把自己的名

字改为马塞尔·达索。

因马塞尔·达索在二战期间坚决不与

纳粹合作的坚定表现，他被授予法国“军

工十字奖章”。

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将他的《战争

回忆录》送给马赛尔·达索，并写道：“致

马赛尔·达索先生，为纪念我们的这场浴

血奋战，并对您为法国的贡献，致以崇高

敬意。您永远的朋友 戴高乐。”

从此，“达索”这个象征着战斗、行

动和进攻的代号，成为了他航空事业的名

称。马塞尔·达索立志将自己的公司打造

成为世界级的飞机制造商。他通过不懈努

力，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最多

的法国政府订单，他此后研发生产的战

斗机系列，如飓风、神秘IV、幻影III、幻影

IV、幻影F1等，均在市场取得极大成功，

为达索航空成为世界级的军、民用飞机制

造商奠定良好基础。

  猎鹰家族

巴黎航展的喧嚣，和飞行表演巨大的

轰鸣，仿佛还在耳边。这一天的清晨，我

们亚洲媒体一行10人，从巴黎奥利机场起

飞，向西南飞行，目标波尔多。

天蓝得出奇，向下鸟瞰，成片的葡萄

园铺满山岗，翠意盎然。出得波尔多机

场，扑面而来的都是巨大的葡萄酒广告

牌。驱车不到一个小时，我们来到一个叫

梅利尼亚克Merignac的地方。世人皆知

波尔多的葡萄酒名满天下，但很少有人知

道，达索猎鹰的总装车间就掩映在这片山

峦叠嶂、风光秀丽的景致当中。

梅利尼亚克正是当年马塞尔·达索在

二战后重振旗鼓建立飞机制造厂的地方，

无数达索战斗机和猎鹰公务机从这里生

产、起飞。

1963年，马塞尔·达索设计出了第一

代公务机“神秘20”（后改称猎鹰20），这

也是法国首款公务喷气机。这款自带“神

秘”气质的公务机首先征服了大洋彼岸的

美国人。

当泛美航空的高层、著名飞行员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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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他设计生产的MB-174和MB-
175以及Dewoitine D-520等战斗机后来
被公认为“二战”期间最出色的法国战机

02. 1963年，马塞尔·达索设计出了
第一代公务机“神秘20”（后改称猎鹰
20），这也是法国首款公务喷气机。这款
自带“神秘”气质公务机首先征服了大洋
彼岸的美国人

03. 因马塞尔·达索在二战期间坚决
不与纳粹合作的坚定表现，他被授予法
国“军工十字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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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德伯格看到当时刚刚问世的“神秘

20”后，便给泛美创始人写信道：“我觉

得神秘20的外观线条极其精致，从外观

而言，它能进一步提升泛美的形象。”

3个月后，泛美航空一次订购了40架

“神秘20”。1972年，达索航空与泛美航

空合资成立猎鹰公务机公司；上世纪80

年代，达索收购回泛美股份，并于1995年

更名为达索猎鹰公务机公司。达索猎鹰公

务机家族从此拉开大幕。

时光流逝，梅利尼亚克容颜未改。如

今这里是达索猎鹰的机翼和总装车间。

当我们一行来到车间外，一架色彩明

艳的公务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这正是那款开启达索猎鹰公务机起

点的“猎鹰20”，白色为主的机身，红色

和蓝色的线条划出流线般的视觉效果，仿

佛随时都可以再次起飞翱翔天际。

从当年的猎鹰20、猎鹰10、猎鹰50、

猎鹰2000，到现在的猎鹰5X、7X、8X，猎

鹰公务机更迭8代，累计向全球市场交付

超过2400架公务机……

我们首先进入猎鹰的机翼车间参

观，就如同进入飞机翅膀的海洋，一双双

巨大的机翼左右成对。这里并没有想象

中的嘈杂，而是安静而有序，工人在有条

不紊地打磨细节，有一种久违的手工作坊

般的感觉。

而猎鹰总装车间更是蔚为壮观，巨

大的空间下，猎鹰公务机仿佛是一付清水

芙蓉、粉黛不施的模样，来自法国乃至世

界各地的猎鹰公务机的飞机配件，在这里

被一件件总装、调试、成型。据介绍，在

这里组装的如猎鹰7X等机型，均全部使

用三维数字模型开发成型，配合众多的

新科技如电传飞行控制系统、EAsy驾驶

舱、复合材料等，所需组装时间比之前的

机型减少一半。

从1945年至2017年，达索航空累计

交付超过8000架飞机，累计飞行时间超

过2800小时，而其中收入的72%，均来

自猎鹰公务机系列……

02

波尔多－梅利尼亚克达索猎鹰总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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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品质

如果要在工业3D软件、费加罗新闻

出版集团、波尔多酒庄、艾德拍卖行、房

地产业、航空航天制造、公务机、FBO等

若干词汇中寻找一个共同点的话，答案只

有一个，那就是马塞尔·达索工业集团。

对我们这些新闻记者而言，了解到费

加罗新闻、艾德拍卖行居然均属于达索集

团，这固然让我们称奇；但既然不远万

里到了著名的波尔多，那么达索在波

尔多的酒庄，则更令我们有一探究竟

的冲动。

车行45分钟，就到了达索酒庄。这里

漫山葡萄园，葡萄还未到收获季节，绿油

油的让人喜欢。一间外表朴素的庄园，兀

然独立于原野之上。达索酒庄地处波尔多

右岸的圣埃美隆产区，于19世纪中期由弗

戈家族建立。1955年，马塞尔·达索将该

酒庄收入囊中，从此改名为达索酒庄。

达索酒庄出产的葡萄酒年产量约为

5500箱。酒庄出产的葡萄酒大多酒液清

澈亮丽，果香层次丰富，散发着奇异水果

和佛手柑气息，还带有橡木、可可、咖啡

和奶油气息，单宁较强，酸性偏低，清香

持久。

达索酒庄不仅和声名显赫的拉菲古

堡酒庄有着密切的合作，还拥有莱斯酒庄

和乐王吉酒庄各5%的股份。同时，达索

酒庄也是白马酒庄的主要合作成员。

微微地品一口红酒，仿佛将法国人对

生活品质的追求也品尝下肚。波尔多匆匆

一瞥，我们一行又飞回巴黎。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拉回勒布尔歇机

场。这座坐落于巴黎东北部约7公里处的

机场，以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上最著名、

历史最悠久的巴黎航展闻名于世；同时，

这里也是欧洲最大的公务机机场。

对于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公务机客户

来讲，勒布尔歇机场使用非常便利，机场

同时提供7家FBO运营商，为客户提供不

同的选择。

而达索猎鹰FBO就是其中翘楚，这

里每年有超过5000架次的公务机起降。

在欧洲公务航空协会最新发布的欧洲

FBO总排行榜中，达索猎鹰FBO摘获探

花殊荣。

同样在勒布尔歇机场，达索在这里

布局了顶尖的猎鹰公务机内饰设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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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步入设计中心，仿佛是误入某位

巴黎贵妇人的化妆间一般，各种优雅色

系和不同高端质地的材质，任人选择；

这里的装饰主题更是丰富，他们都被

赋予了标志性的名称，如法国著名地标

Trocadéro，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Elysées等。

据介绍，达索每年还会根据当年的

流行趋势更新装饰元素，与潮流预测机

构合作更新一定比例的材质和颜色，为

客户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同时借助虚拟

现实视觉效果，让客户的体验可以从视

觉上升到触觉。

短短的达索猎鹰之旅，让我们感受到

马塞尔·达索终身孜孜以求的对飞机性能

和品质的渴求，仿佛在对一杯红酒、一片

颜色、一种服务的完美品质的追求中，彰

显出来……

“飞机就像灵魂，它们有一对翅膀，

经久耐用。即使我离开这个尘世，它们依

然可以翱翔蓝天。”

马塞尔·达索在1986年以94岁高龄

离世，留下航空史一段空谷回音般的传

奇，由他一手缔造的航空事业由他的儿子

塞尔日·达索继承。达索航空作为一家成

功的家族企业，几乎走过了航空史发展的

整个历程。创立百年，依然鼎立潮头。

眼前的猎鹰8X划过巴黎的天空，拉

出长长的尾迹云，达索航空的第一个百年

正在远去，而未来，正在路上。

01. 在欧洲公务航空协会最新发布的
欧洲FBO总排行榜中，巴黎－勒布尔歇机
场达索猎鹰FBO摘获探花殊荣

  摄影/本刊记者 王泓

02. 达索酒庄地处波尔多右岸的圣
埃美隆产区，于19世纪中期由弗戈家族建
立。1955年，马塞尔·达索将该酒庄收入
囊中，从此改名为达索酒庄 

摄影/本刊记者 王泓

03. 巴黎－勒布尔歇机场猎鹰公务机
内饰设计展示中心每年根据当年的流行
趋势更新装饰元素，与潮流预测机构合作
更新一定比例的材质和颜色，为客户提供
更多元的选择

 摄影/本刊记者 王泓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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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钱擘

东航：
不忘初心 锐意创新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线，以国际化、互联网化为引领，以打赢转型发展、

品牌建设、能力提升新三场战役为保障，以实现‘世界一流、幸福东航’为发展愿景”

是东航发展新思路。在新征程将要开启的节点上，勇于改革、锐意创新仍将是东

航的不变初心。

China  easternKeep on Working with Great Determination in Innovation

2017年国庆夜，东航8971号、8972

号飞机徐徐降落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其执行的赴加勒比海飓风灾区接运我国

公民任务圆满完成。此次包机飞行创造

了中国民航航班首次降落在安提瓜和巴

布达、东航飞机首次飞越大西洋、东航包

机接运飞行距离最长且飞越国家最多等

一系列纪录。这也恰好是近5年间东航的

缩影—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创下了一

个又一个自身乃至中国民航的新纪录，把

创新写进企业基因。

回首2008年底，东航陷入生存危

机，作为东航集团核心的东航股份资产

负债率为105.65%，净资产为-49.02亿

元。为了突破困局，东航新领导班子痛下

决心、深化改革、再度出发。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东航以创新引领改革发展，

践行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从2012年底到2016年底，东航集团

总资产由1313.45亿元增加到2407.14亿

元，净资产由255.05亿元增加到565.38

亿元，资产负债率从80.58%下降到

76.51%，累计利润总额达196.70亿元，

实现了连续8年盈利。

今天的东航，进入了发展增量最大、

经济效益最佳、盈利时间最长、发展后劲

最足的一个时期。

  勇立行业前沿 敢为人先

2017年“七一”前夕，东航集团董事

长、党组书记刘绍勇为东航党员开讲党

课，他在总结5年来发展历程和发展成果

时指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做出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

念为指导、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的政策框架，坚持贯彻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这些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正引领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

当地时间2017年9月30日，东航飞机
首次降落安提瓜和巴布达，接运加勒比
飓风灾区中方人员

|经营者说 MARKE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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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而具体落实到东航，就需要把握民

航事业的新常态，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

现代航空服务集成商，打造现代航空产

业生态圈。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5年来，东航

不忘初心，在深化改革的征途上不断迈

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第一。

2017年6月19日，东航集团旗下的

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实现混改，东航

集团与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普洛斯

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等4家投资者，以及东航物流核心员工

持股层代表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

议和公司章程，使全国范围内首批推进

的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

信、军工七大领域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试点，在民航领域成功落地。

这样的“第一”，近几年在东航屡见

不鲜。东航已经成为第一家试水低成本

的国有航空公司、第一家成立具有航空

背景电商公司的国有航空公司、第一家

组建金融租赁公司的国有航空公司。东

航还以壮大民族航空产业为己任，成为国

产C919大型客机全球首家用户。

东航也在国内外积极寻找合适的伙

伴，开展战略合作。

2015年9月1日，东航与美国达美航

空在上海宣布缔结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

并签署《关于达美航空战略入股东航认

股协议确认书》和《市场协议》，开我国

民航央企引入全球知名航空公司作为战

略投资者的先河。2017年7月27日，东航

携手达美航空，各出资3.75亿欧元，各持

有法荷航约10%的股权，各向法荷航委

派1名董事。战略投资外国航空公司、派

驻董事与之深度合作的模式，在民航央

企之中又一次敢为人先。与此同时，东航

还先后与携程网和迪士尼签约合作，推进

“航空+旅游”的资源整合。

  布局“一带一路”
      发力国际化

今天的东航已经能够依托联盟航线

网络，通达全世界177个国家和地区的

1074个航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更是东航推进国际化的重中之重。到

2016年底，东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已有131条航线，通航21国的45

个城市，年航班量达3.8万班次。

东航以上海、北京为核心枢纽，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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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东航迎来第20架B777-
300ER飞机

今天的东航已经能够依托联盟航线网络，通达全世

界177个国家和地区的1062个航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更是东航推进国际化的重中之重。

安、昆明为区域枢纽的枢纽体系建设，正

随着布局“一带一路”、落实国际化战略

而逐渐成形。

2012年，东航“国际转国际24小时

直接过境免边检手续”项目在国内首创、

于上海浦东机场试点。2017年6月29日，

东航北京新机场基地项目正式开工，东

航将以主基地航空公司的身份进驻北京

新机场。

近年来，东航以波音737和空客

A320构成窄体机队、以波音777-

300ER和空客A330构成宽体机队的机

型结构逐渐成形，这也是我国三大国有

骨干航空公司中机型结构最简约的机队。

“我们将充分把握客户和成本‘两个维

度’，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

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规则’，积极

布局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努力提高

枢纽品质、中转品质和收益品质‘三大品

质’，最终提高东航的国际竞争力、核心

创新力和国际影响力。”东航集团总经

理、党组副书记马须伦表示。

同时，东航也不断加大国际化人才

招聘、培养力度。2015年1月30日，东航

收购加拿大航空电子设备公司（CAE）

旗下澳大利亚CAE墨尔本飞行培训有限

公司50%的股权。这是东航首个境外股

权收购项目，也标志着东航正式进军飞

行员航校领域。

2016年，东航专门就未来国际化发

展进行了战略研讨，明确了具体的发展路

径，“三步走”国际化战略正日益清晰：第

一步是网络的国际化，做强做优做大航

空主营业务，提高国际竞争力；第二步是

相关多元的国际化，鼓励与主业相关联

的产业稳步有序发展，提高规模效益；第

三步是投资与合作的国际化，加快打造世

界一流航空公司的进程。

2017年6月19日，东航集团旗下的东方
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实现混改，使全国范围
内首批推进的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
民航、通信、军工七大领域央企混合所有
制改革试点，在民航领域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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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跑行业 打造互联网化东航

近5年来，东航实现了从“东航信息

化”到“信息化东航”的飞跃，以“追赶

者”的姿态起步，一步步成为行业一流水

平的“并行者”，并继续向民航互联网化

的“领跑者”位置努力前进。

在东航内部，总体IT数字化覆盖率

已超过了97%，实现了每天2000多个航

班的可视化管控，8万多名员工都拥有属

于自己的个性化“掌上东航”APP，每日

点击量峰值超过600万次。通过智能化

调配，企业人机比从2008年底的189：1

降至2016年的125：1。以打造在全球民

航业有影响力的科研创新中心为目标的

东航研发中心，也已投入使用。

2015年11月12日，东航上海—洛杉

矶、上海—纽约和上海—多伦多航线航

班，成为中国民航首批实现机上Wi-Fi空

中上网商业运营的航班。目前，东航开通

机上Wi-Fi的飞机达71架，是中国民航规

模最大的一支空中上网机队。东航已成

为唯一获得国家工业化、信息化“两化”

融合标杆试点认证的民航企业。

东航正在践行线上线下联动、打造

航空生态圈的战略布局，形成了由航空客

运与航空地产、航空食品、航空金融、融

资租赁、进出口贸易、文化传媒、实业发

展、通用航空、产业投资（航空物流）共同

构成的“1+9”现代航空服务集成体系。

东航还在2017年专门召开会议，提

出互联网化的战略性、前瞻性部署，提出

运用先进的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重

塑公司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

  坚持“央企姓党”
     抓党建促发展

东航始终坚持“央企姓党”，坚持把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作为重大原则一以

贯之，让“两学一做”始终在路上，真正

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以此凝聚

东航全体员工的智慧和力量。

2017年5月，由东航集团董事长、党

组书记刘绍勇带队，东航领导分几路到

各基层单位开展党建蹲点调研工作，拿

出整段时间，沉下心来、解剖麻雀、以点

带面，做精做实企业党建的“最后一公

里”，推进企业“两学一做”进一步常态

化、制度化。

东航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马须

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要根据民

航生产运行实际，持续开展党建创新实

践活动，探索党的组织与活动上航班、入

站点、进项目的途径和方法，把全面从严

治党延伸拓展到基层党组织中去。

根据这一理念，2016年4月6日，在

上海—旧金山MU589航班上，东航首个

“蓝天党团小组”正式亮相，飞行、客舱、

空保3个不同空勤部门的党团员组成临时

小组，开展党建团建，加强日常工作，应

对突发情况。

对于一家央企的健康发展，廉政

建设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保驾护航作用。

|经营者说 MARKE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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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东航集团党组专门下发

通知，明确“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

任”这“一岗双责”分工。东航还探索开

展了下属单位领导班子落实“一岗双责”

情况测评工作，将测评结果纳入到班子

考核指标中。

国企“抓党建”与“促发展”的相辅

相成，更在东航得到充分展现。

东航在“党管干部”中创新抓手、理

顺机制，深化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动真

格、减冗员”，东航实现了管理者“能上

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

减”，同时启动“燕翼鹰翔”计划，在全球

范围内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发展体系。

  勇担职责 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扶贫开

发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东航集团

与云南省临沧地区的双江和沧源两县结

对扶贫，吹响了精准脱贫的攻坚进军号。

东航开启了“产业扶贫、危房改造、

爱心助学、宣传推广、助残帮困、航空运

输”六大特色扶贫项目。在东航挂职扶贫

干部以及东航各方积极努力协调下，当地

群众梦寐以求的沧源佤山机场于2016年

12月建成通航。预计到2018年，两县将

彻底甩掉贫困帽子。2016年，东航集团

还投资3亿元参与设立中央企业贫困地

区产业投资基金。

当祖国发生重大灾情时，当同胞在

海外陷入险境时，当我国在境外开展人

道主义救援时，东航更一次次高效专业

地完成国家和人民赋予的重托。

2014年11月，东航派出包机，运送

我国援外医疗队专家赴西非埃博拉疫区。

整个航程历时40多小时。2015年4月，邻

国尼泊尔遭遇强烈破坏性地震，尼泊尔唯

一的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极度忙乱，又是

东航航班将震区同胞接回祖国。

在四川雅安地震、云南鲁甸地震等

近年来的抗震救灾中，东航飞机和东航

人的身影更始终坚守在震区。

东航还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向公众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截至2016年底，著名的“爱在东航”公益

志愿活动已吸引员工参与304795人次，

组织公益志愿项目数6436个，累计关爱

324352人次。

过去5年，是东航不断超越的5年，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亿人次、年营业收入

突破1000亿元……东航不断迈上这一

个个历史性台阶，并在2017年1月迎来了

自己的60岁生日。而对于东航来说，5年

最宝贵的收获在于真正把创新植入企业

的基因。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公司

发展实际情况，东航已经提出“以全面

深化改革为主线，以国际化、互联网化为

引领，以打赢转型发展、品牌建设、能力

提升新三场战役为保障，以实现‘世界一

流、幸福东航’为发展愿景”的“1232”

发展新思路。在新征程将要开启的节点

上，勇于改革、锐意创新仍然是东航的不

变初心。

东航2架赴加勒比飓风灾区的包机，
接回近400名受灾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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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并不轻松
所以有趣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贝克斯机长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

感恩。更幸运的是，他能够一直健康、平安地工作到退休。

Flying is not Easy but that is Why it is Interesting

今年的12月7日，是60岁的海南航空

外籍机长佐尔坦·嘉伯·贝克斯（Zoltan 

Gabor Bekesi）荣誉退休的日子。原本他

当天还有一班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航

班，头一天晚上接到同事的电话通知他

取消，需要到基地办理一些退休手续，实

际上第二天迎接他的是一个规模不算大，

但颇温馨的退休欢送仪式。

参加贝克斯机长退休仪式的有海南

航空北京营运基地总监罗军，和他所在

波音767机队的同事，以及与贝克斯相熟

的十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外籍飞行员。

作为这位来自匈牙利的机长37年飞行生

涯的告别，这场仪式有领导颁奖、致辞，

有同事的回忆及挽留，也有蛋糕、香槟、

鲜花和来自匈牙利的家人祝福视频。大

概也是参加过其他同事的退休仪式，收

到这个惊喜时的贝克斯不像影视剧里那

么戏剧化，他一直满面笑容地感谢大家：

“很美好，很温暖。”

就像回忆自己37载的飞行生涯时一

样，贝克斯给人的感觉始终是这样安静

和平和。

  飞行是我唯一的梦想

1957年在匈牙利出生的贝克斯机

长，没有经历二战的创伤和复原期。在当

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贝克斯的青少

年时代过的一帆风顺，“就像很多无忧无

虑的少年一样，我从小就喜欢仰望蓝天、

梦想飞行。”

20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的贝克斯

赶上了全球民航大发展，占据东西方交

通要道的匈牙利决定扩展民用航空，大

量招募飞行学员。贝克斯考取成功后便

在航空公司的安排下，以委托培训的形

式前往苏联的阿克约宾斯克民航飞行大

学，完成飞行器设计与运行专业的4年学

习，并进行了飞行员培训，在毕业时顺利

加入匈牙利航空。

贝克斯机长的履历简单得一目了然：

大学毕业后，24年在匈牙利航空，13年

||||||||||||||||||||||||||||||||||||||| STORY飞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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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的每一次飞行都要

做非常细致和认真的准备。作为一个飞行员，必须不断学

习，机长的生活是充满规则的。

在海南航空。从1980年开始工作起，贝

克斯的飞行生涯包括3种机型：10年的图

-134，8年的波音737，1998年改装到宽

体客机波音767后，便一直在这一机型上

工作了近20年，直到退休。

从六七十座的图-134，到200座以

上的波音767，贝克斯亲身体会到了人类

飞行品质的提升。“随着航空技术的进

步，更新的飞机，飞行变得越来越安全，飞

机更可信了。更先进的电子系统和安全

系统，譬如近地警告、空中交通警戒与防

撞，哪怕自动驾驶系统出现问题，飞机也

能自己预防、避免危险的发生。”

“飞机技术的发展进步是非常大

的。我很幸运能看到这些变化，并亲身驾

驶从最开始、最基础的航空器，到现在这

样先进、安全性高的飞机。”

因为在匈牙利航空长期、安全的工

作记录，贝克斯有很多机会在飞机上遇

见本国的政府官员。他印象最深的是，当

时的匈牙利总统曾在飞机上跟他说，他

也梦想过成为一个飞行员，但他生活的

时代改变了他，让他走上了其他的道路，

“你是非常幸运的，生在对的时代，实现

了自己的梦想。”贝克斯一直记得总统的

这句话。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

想。”贝克斯很感恩地说，“就像命中注

定一样，我从来也没有过其他的梦想，就

这样一帆风顺地成为了职业飞行员。更

幸运的是，能够一直健康、平安地工作到

退休。”

  飞行并不轻松，所以有趣

2004年，因为所在航空公司发生变

动，又恰逢新开北京—布达佩斯航线的

海南航空招募波音767飞行员，拥有6年

767驾龄的贝克斯便同另外4位767机长

一起，加盟海南航空，来到了中国，在海

南航空的波音767机队，一飞又是13年。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贝克斯

就飞遍了欧洲、非洲和南北美洲，来到海

南航空后，他的飞行轨迹也遍布亚洲、欧

洲和美洲的许多地方。但这些城市对贝

克斯来说只是工作的站点，而非旅游观

光的目的地。

“因为我们是飞行员，不是旅行

者。”贝克斯机长严肃地说。

“当然，飞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们的每一次飞行都要做非常细致和认

真的准备。作为一个飞行员，必须不断学

习，机长的生活是充满规则的。”

背井离乡来到中国的贝克斯，似乎生

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和飞行，但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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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尽管这样，飞行也是非常有趣的。

可能正是因为它不轻松，所以才有趣。”

大概也是因为这份从一而终的梦想

成真，贝克斯在自己的37年职业生涯中，

保持了全安全的飞行纪录。他更自豪来

到中国加入了保持20多年安全运行纪

录，荣登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前三甲的

海南航空。

随着海南航空引进空客330、波音

787等更新的飞机，贝克斯机长驾驶的波

音767早已不是过去的“高大上”。当年一

起从匈牙利来到海南航空的5位外籍飞行

员，到贝克斯机长，已经全部退休。但他

很满足，伴随海南航空，用波音767开拓

了很多洲际和地区新航线，经历了海南航

空成为全球五星航空的发展历程。

  抱茶杯、踢毽子的外国机长

在北京生活了17年，贝克斯很喜欢

北京。尽管十多年前的北京，天空总是灰

蒙蒙的，但这几年来，贝克斯明显感受到

空气的改善。

不像有些外国人会用“热爱”“第二

故乡”这样的词来表达对中国的感情，贝

克斯机长已经实打实地过上了中国中老

年人的生活。

在北京顺义的首都机场天竺生活

区，贝克斯会骑着摩托车去超市，休班时

喜欢每天去公园里散步。

热爱中国美食自不必说，就算和外

国同事们聚餐，他也常常推荐中餐。“尽

管我不怎么吃辣，不常吃四川菜。但是中

国这么大，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美食，很

多我都非常喜欢。”

说起对茶叶的喜爱，贝克斯更是敞

开了话题，他喜欢绿茶、乌龙、普洱、茉

莉花还有很多其他的花茶，“中国人做了

上千种的茶叶，我几乎都很喜欢，而且喝

茶也有利于健康。”飞航班时的贝克斯早

就不要咖啡了，而是带着自己的大茶杯，

准备好茶叶，起飞前请空乘加好开水，有

这一杯热茶飞着才更舒心。

年轻时在匈牙利的航空公司，贝克

斯就加入了乒乓球俱乐部。来中国几年

后，他还跟767机队的一位中国机长学

会了踢毽子。“海南航空好像有踢毽子的

传统，在北京基地，每天中午都会有一伙

同事在楼下踢一会儿。”别看身材不复矫

健，有10年“毽龄”的贝克斯踢起毽子来

就像功夫熊猫一样身手不凡，在自己机队

中排名前三，在公司所有外籍员工里妥妥

地拔得头筹。

退休仪式后的贝克斯机长还有几天

航班，一直到工作签证到期的前一天，他

都还在飞。不过到那一天结束后，就不打

算再飞了。“因为飞行是我的工作，对我

来说这就足够了。”

“当然，我还会再来中国。会带着我

的妻子来旅游，带她品尝中国各地的美

食。”离开妻子和3个孩子17年，贝克斯有

很多愧疚，“对飞行员的家人来说，生活

也不轻松。”回国后的贝克斯，要跟妻子

一起搬去乡下有大花园的房子，他们已经

加入了当地的园艺俱乐部，要在花园里种

满鲜花，去森林郊游、采蘑菇……说起计

划中的退休生活，贝克斯满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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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气时代的民航客机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推动了飞机技术的发展，从而为大战后

民用航空的复苏与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喷气

发动机的问世。它全面提升了整个航空技术的水平，大大加快了

民用航空运输的发展势头，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

CivilAviation Airliners in Jet Era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推动了飞机技术的发展，从而为大战后

民用航空的复苏与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喷气

发动机的问世。它全面提升了整个航空技术的水平，大大加快了

民用航空运输的发展势头，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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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四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各国开

始忙于修复战争的创伤，民用航空也随

之逐渐复苏，但是战争时期的运输机和

借用各航空公司的飞机已经不能满足航

空运输对更快、更大的需求了，因此各国

飞机制造商掀起了研制新客机的热潮，

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美国，而在美国领先

的则是道格拉斯公司。

当时美国民机制造业的老大是事业

如日中天的道格拉斯公司，该公司的DC

系列客机，几乎扼杀了曾经辉煌一时的

波音247的生机，占领了美国客机市场的

80%以上。

道格拉斯公司自从用DC-3打开天

下以后乘胜追击，于1942年推出4台发

动机、载客量44人、航程6000公里的

DC-4；1946年推出了载客量107人、

航程4900公里的DC-6；1955年又推

出载客量105人、航程高达9000公里的

DC-7，使横跨美国大陆的时间从30年代

末的18小时缩短了10个小时，从而牢牢

地占据着当时世界航空制造商的第一把

交椅。

美国另一个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公

司也崭露头角，推出了4发的“星座”客

机。这种飞机有一个翼展长37米的高效

能机翼，优美的流线型机体和独特的三

垂尾布局，不仅采用了密封客舱，其速度

还比DC-4快一些。

波音公司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出了名的“B-29超级堡垒”改进为波音

377“同温层巡航者”并明确要求在波音

377的设计中“一切要以旅客为中心”，

即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这个思想一

直被深刻地体现在波音以后研制的所有

波音客机中。

波音377“同温层巡航者”也采用了

全增压舱，主客舱可容纳60名旅客，每张

座椅都可以向后斜靠，下层机舱有休息

室，并有鸡尾酒廊，尾部还特别开设了一

间所谓“蜜月间”。整个飞机豪华、宽敞、

舒适，飞行速度也是同类飞机中最快的，

比道格拉斯公司的DC-6每小时还快30

公里。

“同温层巡航者”的出现虽然未能

从根本上动摇道格拉斯在航空市场的老

大地位，该机总共只生产了55架，但却显

示了波音公司的巨大潜力，特别是波音

377体现的“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使

整个航空界为之耳目一新，对世界以后客

   阳光起来的公务机消费
中国的高净值人群足够低调，但他们购买公务

机的消息还是能从各种渠道散播出来。近些年，确

实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客户购置了公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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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的DC-4、DC-6和洛克希德“星座”及

波音的“同温层巡航者”在当时并称为“空运四杰”，标

志着空中客运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机的设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此时，道格拉斯的DC-4、DC-6和

洛克希德“星座”及波音的“同温层巡航

者”在当时并称为“空运四杰”，标志着

空中客运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些4发客机不仅乘坐舒适性有很

大改善，又因为都装备了在战争时期研

制出来的新型飞行仪表着陆系统和地

面控制进场雷达，在坏天气条件下也能

够飞行，大大提高了飞行安全性和飞机

利用率。

  率先进入喷气客机时代的英国

此外，一些经过不断改进的双发客

机也开始加入到日益扩展的航线网络中

来。天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

但是，以上所有客机都是采用以活

塞发动机带动螺旋桨为动力的，其速度

已接近极限，如果要使飞机飞得更快，就

必须采用喷气发动机。可是，美国的各航

空公司当时都太看重眼前的利益了，面对

喷气发动机可能带来的过高费用而畏缩

不前，对喷气客机的研制采取一种不以

为然的态度，从而让英国捷足先登了。

在这期间，英国先发展了一些涡轮

螺旋桨飞机，如维克斯公司的“子爵”号

和阿芙罗公司的阿芙罗748。

涡轮螺旋桨飞机是活塞式飞机与喷

气式飞机之间的过渡性机种，由于它比

活塞式飞机飞得高，可以在气流较平稳的

高层气流中飞行(飞行高度约8000米)，

加上涡桨飞机的振动也要比活塞飞机小

得多，乘坐舒适性有较大的改善。但有更

高追求的英国飞机制造商并没有满足，

1949年7月，由英国德·哈维兰公司研
制的4发中程喷气式客机“彗星”号首航，
巡航速度一下提高到每小时800公里，几
乎是活塞式飞机的两倍以上，飞行高度也
突破了10000米，可达到12800米

面对喷气发动机可能带来的过高费用
而畏缩不前，美国飞机制造商一度对喷气
客机的研制采取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从
而让英国捷足先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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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英国开始研制

喷气式客机。

1949年7月，由英国德·哈维兰公

司研制的4发中程喷气式客机“彗星”号

首航，巡航速度一下提高到每小时800

公里，几乎是活塞式飞机的两倍以上，

飞行高度也突破了10000米，可达到

12800米。

在1950年英国举行的范堡罗航展上，

“彗星”号飞机以贴着屋顶的高度在会场

上空呼啸而过时，引起来宾们阵阵惊喜。

在蔚蓝的天空上，“彗星”号划过一

道长长的白色气雾，真像一颗闪亮的彗星

划破了长空，这么快的速度，这么高的高

度，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简直是科幻小说才

可能见到的怪物，竟然成了眼见的实物，

航空界被震动了，“彗星”飞机成为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航空工业第一颗闪亮

的明星。

“彗星”号在首航后经过近3年的

修改，于1952年5月2日开始投入航线运

营，由伦敦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途经罗

马、贝鲁特等5个城市。

“彗星”号飞机每次可载44名旅客，

在1950年的范堡罗航展上，“彗星”号飞机以贴着

屋顶的高度在会场上空呼啸而过，引起来宾们阵阵惊喜。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对手能与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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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10000米高空以每小时800公里的

高速度飞行，而乘客坐在增压密封舱里

的感觉和低空时一样舒服。英国从此将

世界航空运输带进了喷气时代。

“彗星”号随后推出了“彗星”Ⅱ和

“彗星”Ⅲ，并接获了来自欧、亚甚至北

美的数十架订单，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

对手能与它竞争，“彗星”号一枝独秀。

“彗星”的陨落
然而正当英国准备用“彗星”号独霸

喷气客机市场，大展宏图之际，噩梦却悄

然不断地靠近。

“彗星”客机的4台涡轮喷气发动机

安装在机翼中靠近机身的位置，这种布

局来自活塞发动机的布局经验，可以保

持机翼、机身、尾翼的空气动力部件的简

洁。早期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可靠性尽管

比活塞发动机大幅度提高，但受限于当

时的冶金技术，其可靠性仍有不小的局

限。涡轮喷气发动机高速旋转部件的故

障所产生的碎片会危害飞机的结构，也

会使飞机失去平衡并引发振动，这些足

以使飞机发生灾难性事故。

此外，埋在机翼中的发动机使维护

工作比较困难。尽管1947年首飞的波音

B-47轰炸机已经采用了后来普遍的翼

下吊挂发动机布局，但是1949年首飞的

“彗星”客机完全没有借鉴，据说这是因

为“彗星”客机的设计师认为翼下吊挂发

动机是“丑陋的”。

1953年5月2日，一架“彗星”号飞机

从印度加尔各答客机场起飞后不久就突

然坠毁，机上42人全部罹难，但是事后，

调查人员把事故原因归咎于遇到了加尔

各答上空的强季风，故而并没有引起人们

的特别关注。

然而在1954年1月10日，又一架“彗

星”号飞机从罗马起飞开往埃及开罗的途

中，在地中海上空约10000米的高空突

然爆炸解体，机上旅客和机组人员与飞

机碎片全部葬于大海。

英国皇家海军从地中海打捞到了这

架飞机的残片，在打捞中还首次使用了水

下电视探测技术。

所有“彗星”号飞机当即被停飞，由

于对残骸的分析没有发现有致命的设计

问题，飞机于3月又恢复了飞行，可是两

个星期后，在4月1日，又一架“彗星”号

飞机从罗马起飞后不久在地中海上空爆

炸解体。

接连三次发生空中爆炸，全世界为

之震动。

实际上，“彗星”号飞机采用了当时

最好的制造材料与技术，在制造中经过

严格的试验和检验，质量比所有当时使

用的飞机都要好，而且失事的三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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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经过二三千小时的飞行检验，没有发

现任何事故迹象，系统和部件都处于最

佳使用状态。究竟是什么力量把它撕得

粉碎？

各种猜测接踵而来，有的说是高空

遇到了急流，有的还以此推测有高空“暗

洞”，也不乏有人大肆宣扬一种神秘的力

量等等。

所有的“彗星”号飞机都再次被勒令

停飞，英国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被

集中在一起，对几千块碎片进行各种试验

和分析。

终于，爆炸的原因被查清楚了，它是

由在飞机增压舱内的方形舷窗处的机身

蒙皮出现的一条细裂缝引起的。而这个

裂缝不是由于材料本身的强度不够，而

是由于飞机在反复起飞和降落中，机身

蒙皮在受到反复的增压减压压差的载荷

下，不断地来回弯曲变形而产生的。

这就是人们后来弄清楚的“疲劳破

坏”。从“彗星”号事件以后，飞机设计学

中专门增加了一个新学科—疲劳学。

当英国工程师们找出了事故原因，

并对“彗星”号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后

重新出山时，天空已经改换了新的霸主，

“彗星”号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后不得

不悄然地退出空中舞台。

  波音公司的一次“豪赌”

在1950年的范堡罗航展上，最耀眼

的明星就是英国德·哈维兰公司刚刚推

出的“彗星”号喷气客机。

代表美国波音公司来参展的总裁威

廉·阿伦看着头顶飞过的“彗星”，问预

研飞机设计组组长梅纳德·彭内尔，我们

能不能造出比“彗星”号更好的飞机？

彭内尔毫不犹疑地对阿伦说：“完全

可以。”

1952年4月22日，就在“彗星”号

投入航线试运营不久，波音公司在西雅

图总部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

次会议决定了波音历史上一项重大的

战略转程，要从研制军机转向“要用民

用客机打天下”。波音公司将立即启动

研制一种全新的喷气客机，客机的编号

为707。

这个编号据称来自于在707原来的

机翼设计。在最初设计方案中机翼后掠

角取为45度，这个角度的正弦和余弦值

都为0.707，尽管后来的设计将机翼的后

掠角改为35度，波音707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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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彗星”号中途折戟，但喷气式客机的发展并没

有就此停滞。民用航空领域的喷气式客机，正式进入了群雄

逐鹿的时代。

这是波音公司的第一次“赌博”。

按一般规律，要启动一项大型民用

飞机计划，首先要从预订单中筹措到足够

的启动资金，而当时由于各大航空公司已

经为买新的螺旋桨客机耗尽了资金，没

有剩余资金来关注新喷气计划，银行也

并不看好喷气客机。波音公司完全是自

筹资金来研制波音707。

这的确是一次铤而走险。因为这笔

资金大约要1600万美元，几乎占了波音

全部资产的四分之一。如果波音707搞出

来以后没有市场，波音公司就不得不宣

布破产。

为了使计划不引起竞争对手特别是

道格拉斯公司的注意，阿伦采用了一种借

“机”下蛋的办法，将707的原型机取了

一个367-80的军用代号，给外界造成一

种为空军研制新军用运输机的假象，实

际上是军民两种型号同时进行。

由于波音公司已经有了研制喷气轰

炸机B-47“同温层喷气”的基础，所以

将其转换为民用型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但是，阿伦指示飞机设计人员，要么不

干，要干就应是最好的，载客量要最大，

速度要最快，使用性能要最好，而且还应

最安全。

为了将喷气发动机带来的噪声扰民

问题减至最小，设计人员想尽办法在发

动机上特别设计了一种噪声吸收装置。

为了使降落的滑跑距离尽可能短，

设计人员与发动机公司共同发明了“哈壳

形”的反推力装置。

为了使飞机在飞行中绝对不出意外

事故，专门设计了两层玻璃夹一层乙烯

基化学物质的“钢化玻璃”，并特别用一

门加农炮发射一只“死鸟”模拟飞行中被

鸟撞后的情况，检验这种“钢化玻璃”驾

驶舱能否经受得住相对速度高达每小时

800公里的鸟的“撞击”。

正当707原型机正在紧锣密鼓地装

配时，“彗星”号爆炸的消息传来。设计

人员马上对707的结构进行了针对“疲

劳”问题的重新核检，幸好设计人员在

用材问题上没有发现漏洞，707采用的

是圆形舷窗，比“彗星”号的方形舷窗

在受力上要合理得多，707还是按时出

厂了。

1954年5月15日，对于波音公司

来说是个大喜的日子，首架367-80(即

707)披着红纱缓缓地滑出了总装车间的

大门，全厂的工人蜂拥在它的身旁。

1954年7月15日，波音707进行了首

飞，尽管其技术上与“彗星”号没有根本

性的不同，但由于设计人员从飞机内部到

外部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得非常细致，所

以综合优势明显胜于“彗星”号，波音公

司从上到下都异常兴奋。这一飞机在军用

和民用市场中均获得了成功。

在波音707之后，道格拉斯也启动

了全新的DC-8喷气飞机计划。正当波

音707销售市场捷报频传时，道格拉斯

DC-8喷气客机也出厂了，并于1958年

5月成功地进行了首飞，从而和波音707

在美国市场展开了一场势均力敌的空中

较量。

在大西洋另一侧的欧洲，尽管“彗

星”号中途折戟，但喷气式客机的发展并

没有停滞，各国都推出自己的喷气飞机，

如法国的“快帆”，英国的VC-10、“三

叉戟”、BAC-111等机型。民用航空领

域的喷气式客机，正式进入了群雄逐鹿

的时代。

(未完待续)

1954年7月15日，波音707进行了首飞，
设计人员从飞机内部到外部的每个细节都
考虑得非常细致，波音公司从上到下都异
常兴奋。这一飞机在军用和民用市场中均
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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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蕤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通用航空系副教授

中国通航MRO
如何迎接信息化时代？

通用航空MRO企业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有效控制成本、提高人员利用率，

通用航空维修工程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国外

维修工程管理软件系统在我国却容易遭遇“水土不服”。如何因地制宜推进我国

通航MRO信息系统建设，是一个行业应该冷静分析思考的问题。

Mroof GA Meets the Information Era 

在智能手机成为社会必需品的时

代，信息化建设已成为行业发展和企业

转型的必要生产工具。在过去的十几年

间，在通航飞机驾驶舱内发生了由纸质

文件到电子飞行包的跨越性变革，数据

获取和即时程度不断提高，面向用户的

生态平台扩展随之全面推进。

与此同时，很多通航维修单位却在

忍受大量纸质维修记录带来的数据质量

低、数据查询与事后追溯成本高、运行

管理效率低、可靠性不高等问题。无论

是通用航空公司还是通用航空MRO（维

护、维修与大修），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

有效控制成本，提高人员利用率，通用航

空维修工程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行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因地制宜推进

我国通航MRO信息系统建设，是一个行

业应该冷静分析思考的问题。

  国外维修软件
     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

全球大约有5000多家145部（民用

航空器维修许可审定的规定）维修单位，

这些MRO在业务达到一定规模后都会

建设信息管理系统提高运行管理效率。

一些大型连锁经营的MRO建设的信息管

理系统不但为客户提供了维修服务信息，

而且利用信息管理系统综合调配资源，为

企业管理者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国外很多航空软件系统服务提供商

设计开发了MRO信息管理系统，较有

代表性的包括FlyPal系统、OASES系

统等。这些软件系统可为不同类型的适

航管理和维修单位提供软件系统解决方

案，包括航空公司和MRO等。这些软件

系统普遍按照用户类型设置相适应的功

能模块，用户一般划分为持续适航管理

机构CAMO、维修单位MRO、CAMO

和MRO综合体等。

然而，国外维修工程管理软件系统

应用于我国通用航空MRO却容易遭遇

“水土不服”。

首先，国外维修工程管理软件系统

的功能模块设计与我国通用航空MRO

信息系统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

包括FlyPal系统、OASES系统在内

的维修工程管理软件系统设计开发时，由

于大部分客户和业务是面向公共航空运

输的飞机和公司，所以软件系统功能模

块设计较少考虑通用航空客户需求。

其次，由于美国集中了全球80%左

右的145部维修单位，有些MRO信息管

理系统面向通航维修进行了针对性的设

计，但也仅限于美国通航的发展模式和

功能需求，与我国通航维修的发展特点

|||||||||||||||||||||||||||||||||||||RESEARCH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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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务需求差异较大，且此类软件初始

开发和后期维护的费用较高。

再者，由于通用软件难以结合企业

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深度定制，因此，大型

的通用航空MRO或通航企业一般都会

依据企业的自身特点和需求进行软件设

计与开发，有针对性地为企业经营管理

服务。

目前，我国部分大型国有通用航空

公司和MRO已建设开发了维修工程管理

软件系统，但是，数量较多的中小通航企

业和MRO缺乏有效的维修工程管理信息

化工具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

业业务规模的扩张、生产效率的提升、维

修成本的控制以及安全水平的提高。

另外，我国通航维修工程信息化工具

的缺失，导致通航维修和航材保障等行

业数据难以采集和汇总，进而导致整个

行业的通航维修与航材保障行业平台缺

失，降低了通用航空维修资源的利用率。

建设开发通航维修信息化工具，一

方面可以为行业管理部门提供有价值的

决策依据，提高行业促进政策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另一方面，独立的企业维修工

程信息系统可采集即时准确的通航维修

数据，借助互联网工具，整合后的行业数

据平台可促进行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共

享使用，实现通航维修市场资源配置与

利用的有效整合和效率提升。

  因地制宜推进信息系统建设

我国通航维修业务的主要特征是机

型种类复杂，单一机型机队规模小，企业

维修能力有限，作业类型多样，作业地点

灵活多变。这些特征决定了维修工程管

理软件系统的设计开发应侧重于模块化

的系统功能框架，设计通用型数据输入

和输出接口。

由于维修业务的开展需要协同企业

内部的多种资源和多个部门，系统功能

组成的设计还应考虑外部系统互联互通

的数据交互和兼容需求，尤其是企业的

各种资源管理系统，例如资产、市场、财

务、人力资源等，只有与这些外部系统更

顺畅地进行信息交互，才能真正激发信

息化工具的价值。

通用航空MRO维修工程管理软件

系统的建设应基于MRO的业务流程与

运行特点，深入分析功能需求和系统定

位，研究借鉴国外维修工程管理软件系统

建设的先进理念与经验，进而设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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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量较多的中小通航企业和
MRO缺乏有效的维修工程管理信息化工
具和手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业务规
模的扩张、生产效率的提升、维修成本的
控制以及安全水平的提高

我国通航机型种类复杂，单一机型机队规模小，作

业类型多样等特征，决定了维修工程管理软件系统的设计

开发应侧重于模块化的系统功能框架，设计通用型数据输

入和输出接口。

架构和功能模块。

软件系统的功能模块主要包括以下单

元：系统信息设置、系统使用帮助、用户权

限管理、数据库管理、信息综合查询、工

程技术管理、资料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采购与结算、生产管理、维修档案管理、

MEL管理、故障与缺陷管理、航材管理、

工具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

从软件系统的效用看，一方面，各个

独立的功能模块可以实现高效精准的数

据查询和过程管控，另一方面，结合软件

系统采集的数据进行科学的后台数据管

理，经长期沉淀和统计分析后形成分析报

告，可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提

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通用航空MRO维修工程管理软件

系统将多个内部功能模块和各种外部平

台数据进行集成，因此，软件系统的开发

是由数据模型驱动的，数据模型是系统

体系结构设计中关键的技术环节。

数据模型是对MRO业务管理与信

息服务的反映和抽象，模型的建立基于

MRO业务流程梳理和系统需求分析。模

型的建立既要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用户的

信息需求，同时兼顾查询效率与数据粒

度的需求，具有较高的查询效率。当系统

用户的信息需求随着市场和外部环境发

生变化，模型的建设可支持需求的变化，

系统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对新增信息

或服务需求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结合通航维修作业地点灵活多变的

特点，该系统可采用三层B/S架构，客户

端是零部署，用户使用时无需安装特定的

客户端软件，直接打开浏览器即可。在系

统开发过程中，将数据库和应用程序的开

发独立进行，数据库部署在数据库服务

器上，WEB服务器端程序部署在WEB服

务器上，置于WEB服务器软件的管理之

下。系统进行更新升级和功能改进时，相

应的程序变化部署在服务器端，不影响客

户端的使用，这样的技术架构能给用户带

来更多的便利和更好的体验。

为了刻画云平台在维修工程管理信

息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做个简单形象

的类比，对于大量的中小规模通用航空

公司和MRO而言，云平台的应用就是信

息化服务领域的“共享单车”。传统的应

用程序模式经常遇到后续维护困难和维

护成本高的尴尬，云平台应用通过大量

用户购买服务的形式降低了单一用户的

开发维护成本，对系统用户而言，使用的

便捷性和系统更新升级速度都得到了较

大的提升。因此，从长期发展来看，云平

台的应用将成为通用航空MRO信息化发

展的必然趋势，这是提高信息化资源配

置与资源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径。

通过云平台的应用，通用航空公司和

MRO的维修工程管理软件系统可以减少

前期资金投入，避免软件系统开发风险，

通过云环境自适应的部署应用程序和数

据处理需求，增加了灵活性，降低了运营

成本和风险。与此同时，云平台为行业平

台的搭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借助信息化

工具和互联网平台，维修行业资源可以进

行有效整合和充分共享。相信在不远的将

来，一个基于产业协同的通用航空维修工

程管理的智能云平台，将更好地助力通用

航空维修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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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has show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equity 
r ig h t s a n d o p e r a t ion a l 
model, a trend of diversities 

after nearly a century’s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It offers service 
to general aviation mainly through 
market competition. 

T h e r e  w e r e  3529 F B O s i n 
Amer ica in 2015, 40.4% of which 
were directly operated by airports, 
6% operated on a chain basis and 
53.4% b elonge d t o o t he r t y p es. 
Some FBOs were owned by airports, 
some were of private investment and 
others had a mixed ownership. The 
management models of them included 
entrusted management, franchising, 
self-management and joint venture. 
The diversified forms of equity rights 

as well as complicated and delicate 
management models constituted a ful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for FBOs. 

L a r g e - s c a l e a n d b u s i n e s s -
type FBOs are operated to meet the 
customers’ needs in the world, which 
have achieved brand chain by means of 
group operation, standardized services 
and networked layout,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Signature 
& land mark and Atlantic Aviation are 
two examples. They have extended 
their services to the globe, developed 
advanced networks and standardized 
processes, established a service concept 
of across-the-board business aviation, 
and formed its core competitiveness by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China is a late starter in terms 
of FBO and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of 

development. There was not enough 
diversity in the businesses, which 
were ma in ly focused on g round 
service suppor t. And under most 
circumstances, market is gained by 
means of resource monopoly. This 
kind of industry-protectionist policy 
has cont r ibuted to accumulat ion 
of original capital and operational 
experience.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internat ional FBOs is commonly 
characterized by branding, chained and 
diversified businesses. Some large global 
FBO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Chinese 
FBO market. With the expansion of 
scale of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in 
China, the market will face pressure 
resulting from competitiveness of large-
scale international FBOs and customer 

F

  Text/ He Anhua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China

and Opportunities for FBO of Chinese BizAV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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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pportunities for FBO of Chinese BizAVChallenges

experience. At present, domestic FBO 
network was not built yet, with the 
airports using VIP corridors to provide 
support. 

However, some enterprises are 
building domestic FBO networks. 
For example, Deer Jet offered FBO 
services in 8 cities including Sanya 
and Haikou through integrating airport 
resources under Hainan Airlines, in 
the form of whole proprietorship or 
sole proprietorship. As a result, the 
scale effectiveness arising from the 
networked layout has begun to turn up. 
And Guangdong Airport Authority and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are planning 
to leverage on their own advantages 
to build regional or national business 
aviation service networks.

Presently, domestic market for 
business aviation is not big enough 
and operation of the business aviation 
by using FOBs at transport airports 
can give better unlock the potential of 
resource. Exclusive operation of FBOs 
is conducive to scale effect, therefore 
is a way for maturing market when it 
is immature and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 upcoming years represent 
a crucial per iod for the domestic 
FBOs to change its model from a 
regional, monopolistic and resource-
reliable one to a competitive one. The 
aviation indus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a bottoming-out and rebounding 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BOs of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should take 
this as an opportunities to build FBOs 

at regional airports where business 
aviation services are active into world-
class integrated service providers for 
general aviation, who will gradually 
change thei r operational models, 
expand their businesses, standardize 
ser v ice procedures, proact ively 
push forward “Base + Network”, 
thus “serving national strateg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ransferring from 
a resource-based revenue model to a 
service-based profit one.

This reflects not only the needs of 
business jet users, but also the ardent 
expectations of the society, and further 
is the inevitable way for companies’ 
development.  

Translation by Niu Ji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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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data need to be examined 
to study general aviation 
market. One is the number 
of GA aircraft, and the other 

flight hours of GA. When the number of 
GA aircraft increases at a rate of more 
than 20% in China, the flight hours of 
GA grows at a speed of less than 10%, 
and even registers a negative growth. 
The fact behind these figures is that an 
ever-increasing number of GA aircraft 
enter Chinese market, but they have no 
chances of carrying out flight tasks. 

In order to achieve rapid growth 
of flight hours of GA, in addition to 
speeding up process of opening of low-
altitude airspace and constructing more 
GA airports, we should first analyze 
the composition of flight hours of GA 

and then make researches on structures 
of future operational market of GA 
so as to explore directions and make 
breakthroughs for development of GA 
businesse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flight 
hours of GA in America consists of 
consumer personal recreational flight, 
business f light, air taxi, emergency 
rescue and air sightseeing. In China, 
consumer f l ight hours accounted 
for less than 10% of 760000 f light 
hours finished in 2016. Therefore, the 
underlying breakthrough for realizing 
the rapid growth of GA flight hours 
lies in consumption category GA, that 
is, we should unlock the potential of 
consumer market for GA as soon as 
possible, which can be accomplished 

by prioritizing development of air 
travelling, air rescue and air sports.  

The key issue that air travelling 
has to solve is regular businesses and 
affordable fare. The prerequisite for 
implementing regular businesses of 
air sightseeing is to offer operators the 
opportunities to profit from the services 
—this requires market support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nsumers, which means 
that an affordable pricing is needed.

As far as air emergency rescue 
is concerned, system building and 
commercialization are two ke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dealt with. An air rescue 
system that can support three-level 
responses including three national air 
rescue activities, regional governmental 
rescue events and medical rescue 

T

LaunchConsumer Market for GA

  Gao Yuanyang    Director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Center of BU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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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
should be built. 

B e s i d e s ,  t h e a i r  r e s c u e i s 
government-led, it is advocated that 
nongovernmental GA resources be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rescue system 
i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purchase 
of services. If rescue is a commercial 
medical one, a commercialized industry 
chain composed of “applicants—
insurance companies—GA companies 
implement ing rescu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carry out commercial air 
medical recues. 

Air sports, on most occasions, is 
about personalized flight activities, 
but it is by no means niche activities. 
In United States, the number of GA 
aircraft used for personal recreation 
accounts 66% of the total and the flight 

hours 30% of the total GA flight hours. 
Air sports also shows a booming 

sign in China. Nine ministries and 
com m issions includ ing Genera 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a nd Na t iona l D evelopment a nd 
Reform Commission issued Plan for 
Development of Air Sports Industry in 
2016, which specifies that 2000 flight 
bases will be built by 2020, with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air sports and 
personal recreational flight activities. 

T he a i r spor t s ca n not on ly 
contribute to remarkable GA flight 
hours, but also is a significant way of 
both training air talents an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GA consumers. 

Translation by Niu Ji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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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ground infrastructures 
that support business jets 
genera l ly include th ree 
major elements: the airport, 

the fixed base operators (FBOs) and 
the aircraft maintenance, repair and 
overhaul (MRO) faciliti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se three type of 
faciliti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ap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business 
aviation op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bout 2 069 airpor ts (the average 
runway length exceeds 1 524 meters), 
and 3 384 FBOs and 2 500 MROs can 
serve business jets. This means that 
on average, every 6 business jets are 
equipped with a dedicated airport for 

business and general aviation, every 
5 business jets with one MRO and 
every 4 business jets with one FBO. 
The adequacy of the ground support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ontinued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aviation.

In recent years, Asia has become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and emerging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s in the world 
with a fleet of over 1 155 jets. However, 
in terms of support facilities, Asia only 
has 75 MROs and 61 FBOs, namely 
one MRO for every 15 business jets 
and one FBO for every 19 business jets. 
Compared with the U.S. market, these 
figures reflect an unbalanced ratio.

China is undoubtedly the leader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avi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has also been characterized 
by highly concentrated development.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flight 
and parking needs has overwhelmed 
the already heavily loaded airports in 
central cities.

The good news is that China 
is aware of this issu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business jets at busy 
airports, the airports of China and FBO 
and MRO facilities within the airports 
have all star ted to implement the 
promotion plan in an effort to make up 
for the resource gap.

Asian bizavEncounters Resource Bottlenecks？

  Text/ Xue Hai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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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quality of these three type of 
faciliti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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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ation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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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2 069 airpor ts (the average 
runway length exceeds 1 524 meters), 
and 3 384 FBOs and 2 500 MRO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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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verage, every 6 business jets are 
equipped with a dedicated airpor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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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usiness jets with one MRO and 
every 4 business jets with one FBO. 
The adequacy of the ground support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ontinued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aviation.

In recent years, Asia has become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and emerging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s in the world 
with a fleet of over 1 155 jets. However, 
in terms of support facilities, Asia only 
has 75 MROs and 61 FBOs, namely 
one MRO for every 15 business jets 
and one FBO for every 19 business jets. 
Compared with the U.S. market, these 
figures reflect an unbalanced ratio.

China is undoubtedly the leader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avi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has also been characterized 
by highly concentrated development.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flight 
and parking needs has overwhelmed 
the already heavily loaded airports in 
central cities.

The good news is that China 
is aware of this issu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business jets at busy 
airports, the airports of China and FBO 
and MRO facilities within the airports 
have all star ted to implement the 
promotion plan in an effort to make up 
for the resource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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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bizavEncounters Resource Bottlenecks？

For example, Capital Jet Company 
of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has adopted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including the dynamic management of 
stand resources to 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n the meantime, the Beijing 
new airport under construction has 
reserved for the business aviation 
support facilities. The new airport is 
expected to be operational by 2019 
and its coverage will include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e new airport will 
greatly ease the pressure on the existing 
airports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business aviation.

Many other count r i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cluding China, 

have invested in major av ia t ion 
infrastructures in large cities and will 
later invest more. But this does not 
exactly match the need for business 
aviation infrastructures.

In fact, there is very limited space 
to build or increase business aviation 
infrastructure in the congested central 
city airport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vigorously expanding the second-class 
airports is the key to enhancing the 
service availability of business jets in 
central cities. 

At present in China, the fact that 
Tianjin, next to Beijing, Hangzhou, 
next to Shanghai, have acceler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business aviation 
facilities reflects such a trend.

It is noteworthy that although 
most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ve similar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s, challenges to develop 
the business aviation in different 
count r ies may va r y and requ i re 
detailed analysis of specific issues.

In the eyes of investors, Asia 
remains one of business aviat ion 
ma rket s i n t he world with huge 
potentials. The countries’ priority 
on and investment increa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aviation 
infrastructures,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aviation industry, which will certainly 
accelerate the market’s maturity.  

Translation by Wang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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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ngdong-Hong Kong-
M a c a o G r e a t e r  B a y 
A rea, wh ich is ca l led 
"the four th largest bay 

area in the world", includes 9 cities 
—Guangzhou, Foshan, Zhaoqing, 
Shenzhen, Dongguan, Huizhou, 
Zhuhai, Zhongshan and Jiangmen—as 
well as Hong Kong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constituting 
an important space carrier for China 
to build a world-class city clusters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petition.

F r om c iv i l so c ie t y t o lo ca l 
g o v e r n m e n t s  a n d t h e c e n t r a l 
government, they all at 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March this year, Premier Li 
Keqiang put forward in his government 
work report: "We will promote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We will draw 
up a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cluster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T h e Si x t h M a c a o Bu s i n e s s 
Aviation Exhibition, just concluded 
in November, attracted over 10,000 
visitors.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in 
Gu a ngdong-Hong Kong-Ma ca o 
Greater Bay Area has become a hot 
spot topic of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dustry. Many guests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viation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embracing its best opportunity.

The size of the aviation marke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mong the top 

ones in the world. Accord ing to 
statistics, in 2016, the passenger traffic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ached 185 million 
and air cargo transport reached 7.36 
million tons, surpassing several major 
greater bay areas including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and taking up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global bay 
areas.

Although the passenger traffic 
and cargo turnover in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urrently comes to the first in the 
world,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compared with world-class bay areas 
such as London, Tokyo and New York, 
the number of air travels per capita is 
still low, only 1/4 that of the New York 
Bay Area, 1/5 that of the London Bay 
Area, and there is still greater room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mbraces 
the Golden Opportunity for BizAV

  Text/ Liu Jiuyan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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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mbraces 
the Golden Opportunity for BizAV

for improv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great potential. Liu Chang, Chairman 
of t he Asia n Busi ness Avia t ion 
Association, said "While th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unlimited potentials for 
development, it is also faced with 
many chal lenges.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region and relative lack 
of resources such as aircraft take-off 
and landing slots, stands and airspace 
control, no division between civil 
and general aviation traffic, etc., such 
challenges will inevitably become 

major obstacles of the development."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s 

currently building 19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It is estimated that within 10 
years, the number of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will increase to 50 covering 
the entire Pearl River Delta.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has already provided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to aircraft 
leasing companies and operators 
which will lure the entry of more 
international aircraft financial leasing 
agencies into the local market. At 
present, British Guernsey has passed a 
bill that allows private aircraft owners 
to apply for air operation licenses.

Backe d by t he huge ma rke t 
demand in ma in land Ch ina, t he 
prosperity of th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in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ushered in 
the best opportunity.

Liu Chang indicated "the future 
of business aviation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lso the future of th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in China and Asia. 
We hope every players can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look forward the take-
off of entir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from the region."  

Translation by Wang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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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years, general 
aviation has become the 
social focus. In 2017, 
CAAC handled many 
proposa ls presented 

du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mong which over 30 
were related to general aviation.

C A A C  a l w a y s  a t t a c h e s 
importance to the concerns of the 
people. The leading group of the 
general aviation of CAAC pointed out 
in its third plenary session to establish 
a classified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general aviation and to separate 
the manage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from transport aviation, to establish 
classi f ied management of prof it 
business and self-using activities in 
general aviation, as well as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the passenger traffic 
flights and others in profit business. 

CAAC also adopted a new idea 
of sa fety management featu r ing 

combination of de-regulation and 
regulation with priority on de-regulation, 
and vigorously promote reforms 
to delegate of powers, streamline 
administ rat ion and the opt imize 
government service, with a series of new 
initiatives relating to de-regulation being 
taken.

In February 2016, CAAC canceled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for operating 
general aviation activities abroad by 
domestic general aviation enterprises 
to encourage more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 March 2016, CAAC 
issued Notice on Simplifying Approval 
for Special General Aviation Flights. 
In March 2017, CAAC nullified the 
approval and f i l ing procedure on 
introducing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hus providing 
the f lexibility and convenience for 
individuals and enterprises to purchase 
aircraft and engage in general aviation 
activities. CAAC adjusted the charging 

measures for using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allowing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 charges to fluctuate according 
market situation. In May 2017, CAAC 
published Notice on Regulating and 
Streamlining Approval for General 
Aviation Flight Activities and Schedules 
to r educe hund reds of pages of 
duplicated certifications into 2 pages of 
the application and commitment letters, 
resulting in reduction of the operating 
cost of general aviation enterprises.

It is lea rned that CAAC wil l 
remove the existing classification 
methods in Regulation on General 
Av i a t i o n O p e r a t i n g A p p r ov a l 
M a n a g e m e n t  a f t e r  a m e n d i n g 
and replaced them by four types, 
namely passenger t ra f f ic, ca rgo 
car r iage, operat ion and t ra ining. 
This is intended to strengthen safety 
oversight on passenger traffic and 
relax control on the other operational 
activities than passenger carriage. 
The newly proposed amendment to 

In

Caac
Intensifies De-regulation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GA

  Text/ Lu Erjia

4F,P03-98-JRMH2-C8.indd   92 17-12-13   1:30

93

Caac
Civil Avi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scribes integration of the current approvals for business 
and operation for the general aviation enterprises. The 
enterprises which engage in business activities only need 
to obtain the certificate of operating approval.

CAAC enhances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during 
and after the event while delegates more powers with 
focus on passenger carriage fligh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oversight to the operation of small aircraft flies in low 
airspace with low speed. It also developed the Manual on 
Supervision of General Aviation Market, handled activities 
in violation of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ed a credit rating 
system for general aviation enterprises. 

To deal with difficulties, CAAC sets up new channels 
for public service, including the suggestion box and 
a platform for general aviation supply and demand 
information, and starts up digital cloud licenses for pilots. 
With regard to the recommendations of “innovating general 
avi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general aviation public services” raised by delegates of 
NPC and CPPCC sessions, CAAC will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for general aviation inspectors to meet with new 
demands for oversight manage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rising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ector. 

Translation by Bing Yuan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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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of t he key role s of 
business aviation exhibition 
is to gather all players of 
the industry to discuss and 

address problems faced with in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development. 

Founded in 1947, National Business 
Aviation Association (NBAA) enjoys a 
long history.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business aviation 
industry, NBAA boasts more than 6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holding business 
aviation exhibi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it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first 
business aviation show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50s, NBAA has organized 
such exhibitions in the USA, Europe, Asia 
and Latin America every year. These 
events have immediately become the 
leading business aviation shows in these 
continents and brought forth considerable 
benefits to local economy. 

We mainly have two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location of airshows, one is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other i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NBAA chose China to hold its 
first Asian business airshow in 2005. At 

that time, the general public in China 
basically had no idea of business aviation. 
The scale of China’s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was quite small. Thus, it took 
great courage and resolve for NBAA to 
organize dedicated business air show 
in China then. For some reasons we did 
not hold such exhibitions in China for 
the following several years until 2012 
we organized Asian Business Aviatio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ABACE) 
jointly with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This year we have hosted 6 such events in 
China. 

It has proved a correct decision for 
NBAA to hold professional business 
aviation exhibition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China has 
developed itself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still with 
a huge potential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e rapid growth and market size of 
business aviation in China and Asia have 
attracted attention worldwide. 

ABACE Shanghai, held in April 
every year, is not only a showcase of 
business aircraft, but also a platform 
of sharing and exchanges for various 
industrial stake holders.

At present, ABACE has been among 
the four maj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viation exhibitions. It is a grand event for 
business aviation industry in China, Asia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NBAA, no matter in North America, 
Europe or Asia, will continue to devote 
itself to holding professional business 
aviation exhibitions, making more people 
and customers be more aware of business 
aviation, and promoting its sustained and 
sound development around the globe. 

O

Airshow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veloping BizAV

Translation by Li Nai

|VIEWPOINT ||||||||||||||||||||||||||||||||

 Ed Bolen   President and CEO of National Business Aviatio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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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o Xuefeng   Chairman and CEO of China Business Aviation Group

Needs to Make Up the Weak Link 
in Developing BizAV

present, there are over 
36 000 business jets 
operated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24000 

in U.S., 1500 in Brazil and about 600 in 
the Greater China. The average value 
per business jet operated in Brazil is 
under 10 million U.S. dollars while 
that of China exceeds 30 million U.S. 
dollars. Personally, I think that China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business 
aviation (BizAV) market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the value of business jets.
However,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merged increasing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BizAV 
market. In particularly, the infrastructure 
is backward and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izAV, which is 
the major barri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izAV market.

In China, the enterprisers will 
change their offices from small towns 
to big cities with steadily expanding 
of their enterprises. On the contrary, 
the headquarters of a lot of famous 
companies in U.S. located in small towns 
for a long time and seldom changed. 
Besides other factors, the shortage of 

airports, or an incomplete GA system, 
are the major reasons to this condition.

The efficiency of business jet 
depends on how quickly it delivers 
the costumers to their destinations 
or how lo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nearest airports and costumers’ 
destin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transport airports 
in China, many airport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Howeve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lack airports, where the 
people lived in these regions are unable 
to enjoy the BizAV services within 100 
km by ground transportation or 1.5 
hours drive.Therefore, for some remote 
areas, a complete airport system can’t 
be established without a certain amount 
of GA airports as a complement. This 
will certainly affects the functioning of 
BizAV and GA, and even constrains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two sectors.

There are still good news. China ha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a GA airport system and adopted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Guiding Opinions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A 
Industry stipulates that by 2020, over 500 

general airports will be constructed to 
basically ensure that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ve general airports or transport 
airports which provides GA services.In 
fact, building new airports are not the 
only solution to all problems. Improving 
the util ization of existing airpor t 
resources through multiple measures 
also plays a major role in addressing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The reform 
to current parking model of business jet 
is an effective way. In addition, some 
airports are saturated in operation and 
need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airports without increasing infrastructure 
to jointly break through resources 
bottleneck in development.

Of course, many factors a re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izAV, such as high purchasing tax 
and using cost, complicated approving 
procedures and lack of pilots. But these 
problems will be gradually sol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izAV and China 
will still be one of the BizAV markets 
with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s in the 
world.  

|||||||||||||||||||||||||||||||||| VIEWPOINT|

Translation by Bing Yuanchun

China 
At

|||||||||||||||||||||||||||||||||| VIEW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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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l Group issued a forecast predicting the new 
airplane market should return to pre-recession levels in 
another four years.

Other forecasts anticipate stronger sales of Light jets 
as Medium jets continue to hold and Large-Cabin jets 
are flat-to-down following the boom year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recovery. Nevertheless, the larger jets will 
continue to hold an outsize share of sales revenues.

Other forecasts point toward slow, steady sales 
growth through the next decade, only returning to pre-
recession levels of 2008 somewhere around 2022 to 2023. 
If that’s correct, it would continue the longest, slowest recovery in aviation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long-term prognostications for used aircraft sales point toward 
continued slow sales, with YoY declines expected through the end of the decade, and 
inventories continuing to slightly decline as more operators decide to hold on to and 
upgrade their existing aircraft.

AV BUYER: What to Predict About BizAv?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Aviatio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deliveries of 
piston-engined, jet-engined and turboprop 
business aircraft rose by 1.7%, to 1,532 
units, between January and the end of 
September – representing a 2.8% fall in the 
total shipment value, to $13.2 billion.

GAMA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Pete Bunce describes the third-quarter 
shipment and billings as "mixed, with some 
bright spots that continue trending upward".

He says the association’s focus on 
streamlining cer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processes around the world will help 
manufacturers continue to bring 
"new and safer products to 
the market and hopefully spur 
growth in future quarters".

GAMA:Aircraft 
Shipment and Billings 
of 2017 3Q

The sixth annual Macau Business 
Aviation Exhibition, co-organized by the Asian 
Business Aviation Association (AsBAA), kicks off at Mac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November.

The expo will advocate the Macau government’s 
“One Belt One Sky” initiative that seeks to develop t h 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busi ness 
aviation market in China offers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Ma cau, wh ich 
has been a regional platform for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through close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aid 
AsBAA. “Business aviation will support this area to become a world-class city cluster.”

AIN: 'One Belt One Sky' Highlighted at 
Macau Bizav Show

READING

|GLOB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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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Warnings for Business Aviation as shortfall continue to grow.
Thanks to the recent failures of Air Berlin and Monarch Airlines and the 

subsequent out-of-work pilots, corporate jet operators in Europe lost fewer pilots to 
commercial carriers in 2017.But that didn't happen in the US where competition 
for pilots became considerably tighter thanks to a v a r i e t y o f 
circumstances.

JSFirm.com, a US-based aviation jobs website, 
recently completed its annual survey of operators 
flying Part 91 and Part 135 (a sample totaling 200). 
The results revealed flight hours declined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operators feel the impact of 
the pilot shortage. “This survey aligns with what we are 
seeing internally, a 30% increase in job postings,” said JSFirm manager Jeff Richards.

AV BUYER: Pilot Shortage: Should We 
Really Worry?

Seeking to boost "public awareness" of legal small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sUAS) operations, the U.S. FAA is urging sUAS pilots to wear reflective safety vests 
when flying their aircraft. 

It recommends that vests contain wording such as 
"Drone Pilot, Stand Clear" to easily designate operators 
and encourages people not to disturb them. "The vest may 
reduce the likelihood that someone will approach or query 
an sUAS crew member engaged in safety-sensitive duties 
and will also help preserve a 'sterile cockpit' for these 
operations," FAA said.

FAA: Urges Small Drone Pilots to Wear 
Vests

The Indian private jet industry is the latest playground for 
the country's wealthiest.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new private aircraft have 
entered India over the past 10 years -- making it the ninth 
largest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 By 2026, it's expected to overtake the UK 
to become the third largest in the world.

"The surge will take India from 18th globally to fourth. 
Intriguingly, the country boasts almost double (111) the amount of private jets than 
China, even though China has many more billionaires," writes William Stolerman at 
Luxury Insider, Asia's leading online luxury magazine.

CNN: Private jet industry takes off in 
India

Proximity incidents between drones 
and aircraft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UK 
last year, rising from 40 such encounters 
in 2015 to 94 in 2016,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annual report from the UK Airprox 
Board (UKAB). These results continue 
a trend of increasing drone-aircraft 
proximity incidents that ref lect the 
“growing availability and popularity in 
the last few years” of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the report said.

Meanwhile, police in the UK might 
get new rules next year 

empowering them 
to “p revent 
t he u nsa fe 
or criminal 

use of drones.” 
New measures will 

also make it mandatory 
for drone owners to register to improve 
accountability. Banning all drones from 
flying above 400 feet or near airports could 
also form part of the new regulations.

UK Report : Drone 
Proximity Incidents 
Double

|||||||||||||||||||||||||||||||||| GLOBAL|

4F,P03-98-JRMH2-C8.indd   97 17-12-13   1:30



98

Asian BizAV
Encounte r s  Resou rce 
Bottlenecks?

P84

Airshow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veloping BizAV

P88

ONTENTSC

Launch 
Consumer Market for GA

China 
Needs to Make Up the Weak Link in Developing BizAV

P95

CAAC 
Intensifies De-regulation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GA

P92

P90
Guan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mbraces the 
Golden Opportunity for BizAV

P94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FBO 
of Chinese BizAV

P86

4F,P03-047,056-98-JRMH2-C8G3B7b2C2B2F8B2C3.indd   98 17/12/15   10:01

了解更多  |  www.abace.aero/2018

与数千名公务航空领导者、企业家和其他采购决策者一道，一
起参加亚洲公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ABACE2018)。这场展会
非常适合于那些将公务航空作为商机的投资者，以及考虑使用
公务飞机的公司和已经将公务飞机作为宝贵业务工具使用的飞
行部门。访问ABACE官网以了解更多相关信息，并立即注册。中国 上海

2018 年 4 月 17–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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