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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路
这条穿越宛如丝绸一般沙漠的公路，位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塔克拉玛

干沙漠腹地。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作 “死亡之

海”，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第十大沙漠，在世界各

大沙漠中，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最神秘、最具有诱惑

力的一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最长的

贯穿流动沙漠的等级公路，是征服“死亡之海”的

宏大工程。

翡翠之心

面积约6平方公里的翡翠湖又名大柴旦

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境内，

距离西宁市800公里，是原大柴旦化工厂盐湖

采矿队采矿区。由于所含的矿物质浓度的不

同，翡翠湖形成了颜色多彩的景象，天气晴好

时，镜面一般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和皑

皑雪峰，宛如仙境。从空中俯瞰，这片翡翠之心

又好像天空赠予大地的一颗祖母绿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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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田间

夏末秋初，德国农村一片金黄色的丰收景

象。德国农业生产方式十分先进，从播种到收

获完全实现机械化，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劳动，

全机械化的操作使得丰收的田野呈现一派恬

静的氛围。德国农业从业人员约占总劳动力的

4%，农户不足60万户，平均每个劳动力养活

124人，80%以上的农产品能够自给。在德国，

农民可以说是最惬意的职业，也是社会中富裕

的人群之一。

游艇码头

拥有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的香港，是亚

洲名副其实的游艇之都。过去，游艇总是作为

奢侈品的形象出现，殊不知在欧美发达国家，游

艇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运动和旅游度假方

式。在香港，游艇也开始进入中产阶级的休闲生

活中。香港辖区内有几十家游艇俱乐部，其中最

著名的是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的香港游艇会，它

是香港乃至亚洲范围内现存历史最为悠久且会

员人数最多的游艇俱乐部。
摄影/4_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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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驼队
这是非洲坦桑尼亚草原的动物大迁徙吗？

并不是！这其实是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的沙湖生态旅游区。沙湖地处宁夏石嘴山市平罗

县境内，距石嘴山市区26公里，距首府银川56

公里。位于宁夏北部的沙湖，自古有黄河水灌

溉，湖泊众多，又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是一处

融江南秀色与塞外壮景于一体的“塞北明珠”。

图中整齐列队前进的正是中国西北地区和蒙古国

西部特有的双峰驼。

田园巴厘

巴厘岛只有酒店泳池沙滩大海吗？如果只看

到这些，你就错过了巴厘岛更多风情万种、曼妙绮

丽的风光。面积5620平方公里的巴厘岛，山脉纵

横，北部一个活火山带贯穿东西，其中最高峰阿贡

火山的最近一次喷发是在今年的6月底。经常性喷

发而出的火山灰滋养着巴厘岛肥沃的农田，也让这

里的田园风光成为游客趋之若鹜的美景。

摄影/刘国正

摄影/刘国正

以上图片均为无人机拍摄哦！很值得惊叹吧？无
人机航拍全攻略请看本期杂志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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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通航顶层设计更趋合理

为适应新时代对通航发展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民航局

日前召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出台《关于

通用航空分类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如果

说民航局前三次通航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确定了思路、统一了

思想，那么此次会议则着眼顶层设计，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改革，以精准监管助推通航发展。

对标2020
通航发展如何破局?

要实现2020年通航发展目标，在接下来不到两年半的时

间里，需要汇聚多方合力。民航局将狠抓薄弱环节，勇于攻坚

克难，着力推动通航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

进通航发展再上新台阶。

通航发展活力还需释放

P20
政策解读

P34
政策解读

P14
权威声音

目录ONTENTSC
P12
快速阅读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冯正霖

通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处在政

策法规调整期，主要表现为由套用限制向分类施策转变；二是

处在监管制度转换期，主要表现为由全覆盖式向精准式转变；

三是处在新兴业态萌芽期，主要表现为由传统业态向新兴业态

转变。要认真研判形势，把握通航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制定切

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促进通航高质量发展。

  通航为什么
“飞得不多” ？

我国低空分类、管理体制、审批流程、飞行服务保障等

滞后，民用通信、导航、监视体系的地面及机载设备基本空

白，现有基础设施远不能满足通用航空安全运行需要，长

期处于“看不见、叫不到”困境，让通用航空难以真正“飞

起来”。

P40
市场观察

7月31日，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在

京召开。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出席会议并指出，当前通用航空

发展“放管服力度加大，政策引导效果显著，制度性障碍仍

需破除，发展活力还需释放”，要坚持改革创新，狠抓薄弱

环节，打好改革攻坚战，促进通航发展再上新台阶。

P46
数据分析

  中国公务机
  有多少“外地户口”？

国际民航组织（ICAO）规定，任何民用航空器必须取

得某个国家的国籍。因此，世界上每一架飞机都有唯一的

注册号，就相当于它的“户口”和“身份证”。公务机作为

民用航空器，其国籍和登记标志也必须遵循相应的规定和

规则。

随着中国公务航空市场的壮大成熟，无论是从公务机

运行的便利性，还是从内地法律环境的优化以及资金成本

降低等方面考虑，部分境外注册的公务机可能会在未来选

择转注册到国内。

境外公务机  
 回国“落户”难不难 法律课堂

P52 公务机密集停放怎么放？

在民航局最新发布的《关于通用航空分类管理的

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允许通航运行的飞机密集

停放”。什么叫密集停放？密集停放究竟是怎么停，怎

么放？

史上最强公务机影视攻略
“空中120”：
   谁来买单？

P64
数据分析

好莱坞大片向来以其精良的制作，超燃炫酷的特效

技术，气势恢宏的动作场面，励志好看的故事情节，发

达的科技手段和庞大的工业体系吸引全球的观众，不少

时候也会拉各种公务机来助阵。

亚洲公务机
包机市场哪家强

与拥有一架公务机相比，花相对少的钱租一架同

样也能享受到公务机带来的高效与便捷。过去几年，亚

太地区公务机市场不断壮大，迅速发展的公务机包机

业务让更多人接触到了公务机。

P58
行业纵深

P70
市场分析

航空医疗救护的
国际模式

无人机航拍？
你也可以的！

P80
玩转通航

航空医疗救援服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知晓。

但由于我国的航空医疗救援行业起步较晚，不少人对航空

医疗救援仍然是雾里看花。航空医疗救援到底要花多少

钱？老百姓负担得起吗？这恐怕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想象一下，在各种角度的大合影中，作为摄影师的

你不光不用躲在镜头后，还可以随时“颐指气使”地指

挥你的AI飞行相机，抓住你最帅最美的瞬间，成为绝对

的派对焦点！对，说的就是航拍无人机。随着操作越来

越简单、价格越来越亲民，你现在就值得拥有！

P86
玩转通航

P76
环球视野

航空医疗救护兼有公共产

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消费品

的属性，这种属性的定位不

同，也产生了航空医疗救

护的不同运营模式和费

用来源，客观上存在商

业化运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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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冯正霖
目前通用航空面临的发展形势是放管服力度加大，政策引导效果显著，制度性

障碍还需破除，发展活力还需释放。通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处在政策法规调整期，主要表现为由套用限制向分类施策转变；二是处

在监管制度转换期，主要表现为由全覆盖式向精准式转变；三是处在新兴业态萌

芽期，主要表现为由传统业态向新兴业态转变。要认真研判形势，把握通航发展

的阶段性新特征，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促进通航高质量发展。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李健
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新技术应用，切实发挥其支持保障作用：要以新技术为

依托，不断提高安全水平；要以新技术为驱动，不断提升运行效率；要以新技术为

手段，不断完善运行品质。同时，要推进新技术在通用航空的应用，助力通航

安全发展：推进北斗、ADS-B在通用航空的应用，解决行业发展急需的监视

需求；强化新技术支撑，持续提高通用航空安全保障能力；实现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把握通用航空适航审定，促进中国制造在

通用航空大显身手。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董志毅
当前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民航局将坚决落实党中央

关于脱贫攻坚的指示精神，精准施策，进一步细化帮扶措施，探索特色扶贫方式；

统筹资源，积极协调推进运输机场和通用机场等相关工作；靶向发力，推行教育扶

贫等精准扶贫举措，致力解决当前扶贫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促进脱贫工作实现真

脱贫、脱真贫、不返贫，助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王志清

民航各单位要强化危机意识，在安全上抓好“严细实”的作风建设，做好“基

层、基础、基本功”，确保安全第一的底线毫不动摇；要处理好基础能力与追求发

展的关系，确保发展速度与能力相匹配；要未雨绸缪，持续提升保障效率和运行

水平，以航班正常为核心，确保真情服务再上新台阶。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吕尔学

民航业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产业，要实现由大向强跨越，从规模速度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发展方式，实施高质量发展，建设新时代民航强国，离不开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近年来，民航局党组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破立结合、开放

包容，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多领域的创新体系、高效的应用体系、多层次

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全方位的开放合作体系，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

主体、多层次产学研深度融合、多领域开放发展的民航科教创新工作新格局。

|||||||||||||||||||||||||||| READING快速阅读|

民航是国民经济重要战

略性产业，是经济全球化的

重要渠道。民航国际化、标

准化程度高，能够满足长距

离、广范围、高时效性的通

达需求，对于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拓展我国对外开

放新空间具有独特优势。

民航是国民经济重要战

  687.8亿吨公里

2018年1~7月，民航全行业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687.8亿吨公里，同比

增长12.8%。其中，国内、国际航线分别完成440.3亿吨公里、247.5亿吨公

里，同比分别增长12.3%、13.9%。

  3.5亿人次

2018年1~7月，民航全行业共完成旅客运输量3.5亿人次，同比增长

12.1%，其中，国内、国际航线分别完成3.14亿人次、3678.8万人次，同比分

别增长11.7%、16.0%。

  415.1万吨

2018年1~7月，民航全行业共完成货邮运输量415.1万吨，同比增长

6.7%。其中，国内、国际航线分别完成278.2万吨、136.8万吨，同比分别增

长4.4%、11.8%。

  2467架

截至2018年7月底，我国民航全行业机队规模达到5890架。其中，运输

飞机3423架，通用航空器2467架。

  64个

截至2018年6月，全国共有64个军民合用机场，占全国运输机场（231

个）的27.7%。2017年，军民合用机场军民双方共联合保障了94.4万架次航

班起降，运送旅客7843.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7.9%和21.7%。

  404个

截至2018年6月，我国有93座通用机场获得颁证，是历年颁证总和的1.2

倍，目前已颁证可保障通航起降的机场达到404个（含运输机场231个）。

  43万小时

2018年1~6月，我国新增通航企业39家，总数达到392家；飞行量涨幅

明显，今年已完成通航飞行43万小时，同比增长14.7%。

健全的民航法规体系对航

空安全水平大幅提升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民航事

业的快速发展和新技术的广泛

应用、新模式的不断催生、新

业态的方兴未艾，对民航规章

标准建设的科学性、有效性提

出了更高要求。

READING
声音

健全的民航法规体系对航

DIGITAL
数字

内文.indd   12-13 18/8/16   下午6:42



7 月 31 日，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在京召开。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出席会议并指出，当前通用航

空发展“放管服力度加大，政策引导效果显著，制度性障碍

仍需破除，发展活力还需释放”，要坚持改革创新，狠抓薄

弱环节，打好改革攻坚战，促进通航发展再上新台阶。

冯正霖：
通航发展活力还需释放！

  本刊记者 陆二佳

Effectively
Pushing                forward Categorized Management        
and Heat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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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霖指出，目前通用航空面临的发展形势是放

管服力度加大，政策引导效果显著，制度性障碍还需破

除，发展活力还需释放。

7月31日，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

小组第四次会议在京召开。民航局局长冯

正霖出席会议并指出，当前通用航空发展

“放管服力度加大，政策引导效果显著，

制度性障碍仍需破除，发展活力还需释

放”，要坚持改革创新，狠抓薄弱环节，打

好改革攻坚战，促进通航发展再上新台

阶。民航局副局长李健、董志毅、王志清、

吕尔学出席会议并对做好下一步通航工作

提出要求。

会上，通航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了一

年来领导小组的工作情况，综合司相关负

责人汇报了通用航空监管问题专项督查工

作情况。通航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立

足各自职责分工，就通航工作进展情况做

了交流发言。会议增选中国航空运输协会

为领导小组成员组成单位。

今年1~6月，我国有93座通用机场

获得颁证，是历年颁证总和的1.2倍，目前

已颁证可保障通航起降的机场达到404个

（含运输机场231个）；净增118架通用航

空器，在册通用飞机达到2415架，同比增

长9.5%；实名登记的各类无人机达到23

万架，6月1日至7月25日，已有2543家企

业在线获得无人机经营许可证；运营企业

增速迅猛，新增通航企业39家，总数达到

392家；飞行量涨幅明显，截至6月底，已完

成通航飞行43万小时，同比增长14.7%，

通航各发展指标向好，整体呈现出“热起

来、飞起来”的良好态势。

冯正霖说，近年来，民航局坚持改革

创新，大力推动“放管服”，着力改善通用

航空内外部政策环境，通航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试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培育

企业“自律”的安全文化，拓展无人机应

用领域，实现经营许可与运行许可联合审

定；专项督查形成187个问题的督查清单，

截至6月底的整改完成率达到85.6%，得

到社会充分认可；大力“放权”、改进“管

理”、用心“服务”，深化改革，为通航发

展注入新动力；配合有关部委开展试点示

范，落实军民融合战略，支持地方政府助

推通航发展，整合企业优势资源，汇聚通

航发展合力。

冯正霖指出，目前通用航空面临的发

展形势是放管服力度加大，政策引导效果

显著，制度性障碍还需破除，发展活力还

需释放。通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处在政策法规调整期，

主要表现为由套用限制向分类施策转变；

二是处在监管制度转换期，主要表现为由

全覆盖式向精准式转变；三是处在新兴业

态萌芽期，主要表现为由传统业态向新兴

业态转变。要认真研判形势，把握通航发

展的阶段性新特征，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

措施，促进通航高质量发展。

冯正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对通用航空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要对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

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确定的发展目

标，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狠抓薄

弱环节，打好改革攻坚战，促进通航发展

再上一个台阶。

一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实分类管理。

民航局已经印发《民航局通用航空分类管

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建一套独立完

整、科学适用的法规体系，培养一支融合

职业化与社会化需要的人才队伍，做实一

组创新包容、监管适度的工作机制，搭建

一个公开透明、集约共享的服务平台，力

争用2~3年的时间，初步建成与我国通航

发展起步阶段相适应、有别于公共运输航

空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分类监管体系和

服务保障体系。

二要攻坚克难，实现重点突破。加快

推进通航法规的立改废，从管理事项是否

必要、管理标准是否适用、管理方式是否

恰当和管理程序是否简便四个要素，全面

评估通航规章标准，与时俱进推进立改

废；加快通航机场建设，加快审批进程，

确保《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等政策落

地，对已建成的通用机场要尽快颁证，规

范机场对通航企业的收费；着力提升飞行

服务保障能力，做好《低空飞行服务保障

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加快推进ADS-B、

北斗等技术设备在通用航空领域应用，提

升通用航空器活动的监视追踪能力，加快

完善基础性航空情报资料体系，进一步简

化飞行计划申请审批报备程序；不断完善

通航补贴政策，加大对应急救援、医疗救

护等社会公益特征明显的服务领域的支持

力度。

三 要 进 一 步 解 放 思 想，深 化 试 点

工作。对最早批复的一批试点要做好总

结，新 近批 复的试点要 按 期推 进，并进

一步拓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护、私人飞行

等 新的试点领域，增加政 策供 给，尽快

开展试点。

四要打通管理通道，汇聚发展合力。

通用航空最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化属性，要

动员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通

航的积极性，做好四川省低空空域改革试

点、悬挂直升机飞行障碍球、通航水上运

行监管等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国航协的桥

梁作用，促进行业自律，维护会员企业权

益，推动提升通用航空发展水平，推进行

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通

航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017年，我国通航飞行83.7万小时，在册通用航空

器2297架，通航机场81个，通航企业365家，同比分别增

长9.5%、9.6%、14.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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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7日

2018年7月31日

2016年8月12日

2016年5月13日

2017年7月25日

2013年

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
民航局印发《关于通用航空分类管理的指导意见》
从法规标准、人才队伍、监管机制、服务平台4方面入手，推动构建通用航空分类管理体

系，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升通航服务保障能力，促进通用航空“热起来、飞起来”。

到2020年，初步建成与我国通航发展起步阶段相适应、有别于公共运输航空的分类

监管体系和安全规范、应用广泛的分类保障体系。

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
民航局局长冯正霖用“大势向好、路径曲折、热度上升、飞得不多”十六个字归纳我国

通航发展形势。

冯正霖指出，要改革创新、扎实工作，为通用航空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让通用航

空在“热起来”的基础上真正“飞起来”。

民航局发布《通用航空“十三五”发展规划》
列出了“十三五”期间通航安全水平持续向好、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发展质量全面改善

的主要目标。

到“十三五”末，通用机场达到500个，通用航空器达到5000架，通航飞行员人数达

到7000人，重大飞行事故万时率小于0.09，飞行总量达到200万小时。

重点任务包括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夯实基础保障能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
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会议

民航局局长冯正霖指出，通用航空发展要坚持安全第一，放管结合，“让通用航空器飞

起来，让通用航空飞行爱好者热起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通用航空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地位，确立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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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林区、50%以上的5A级旅游景区；

通用航空器达到5000架以上，年飞行量200万小时以上，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通用航空企业；

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水平和自主化率有较大提升，国产通用航空器在通用航空机队中

的比例明显提高；

通用航空业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初步形成安全、有序、协调的发展格局。

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时任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要求，发展好通用航空，民航局要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制定出

台《民航局关于进一步加快通用航空发展的若干意见》；二是要站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高度，努力将通用航空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2015年5月6日

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到发布《通用航空“十三五”发展规划》《关于通用航

空分类管理的指导意见》，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民航局每年召开

的通航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改革创新、谋篇布局，成为通航

发展的领航者和风向标。

通航大事记
of General Aviation Events

Chron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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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新时代对通航发展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民航局日前召开通用航

空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出台《关于通用航空分类管理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如果说民航局前三次通航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确定了思路、

统一了思想，那么此次会议则着眼顶层设计，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以精准监管助推通航发展。此番通航新政将如何秉承放管结合的思路，精准

监管对现阶段我国通航业发展又将带来何种变化？《今日民航 IFLY》特别邀

请 7位通航业界资深专家学者，全方位多角度展开解读。

Aviation's Top-level Design is More Reasonable
General

政策解读：
通航顶层设计更趋合理

  策划/执行 本刊编辑部 采访/本刊记者薛海鹏 孙昊牧 刘九阳

解读嘉宾

吴仁彪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分会负责人

刘光才 中国民航大学民航发展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 通用航空学院副院长

王秉玺 中国民航局第二研究所通航所所长

高远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吴景奎 亚洲商务航空协会董事

于   一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通用航空系副教授

马   莉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通用航空室副研究员

解读嘉宾

吴仁彪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分会负责人

刘光才 中国民航大学民航发展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 通用航空学院副院长

王秉玺 中国民航局第二研究所通航所所长

高远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吴景奎 亚洲商务航空协会董事

于   一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通用航空系副教授

马   莉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通用航空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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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初步建成与我国通航发展
起步阶段相适应、有别于公共运输航空的分
类监管体系和安全规范、应用广泛的分类保
障体系。

分类管理“牵住了牛鼻子”

吴仁彪：我国通航产业发展现阶段仍然处于产业规模形成的起步期和市场培育期，与运输航空相比，在行业规模、市场成熟、企

业能力、法规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所面向的市场也不是同一领域。“分类管理”抓到了通航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是“牵住了牛鼻

子”。分类管理，即有针对性的管，实施精细化管理。在前期确定分类管理基本思路的基础上，现在民航局专门出台这个指导性文件，

对分类管理进行深入系统阐述，虽然是以分类管理为题，却明确了“放管结合，以放为主；问题导向，提升服务；改革创新，试点引路”

这三大基本原则，这是近期从民航局角度提出的促进通航发展的路线图，对厘清通航管理工作思路，细化通航管理工作内容，指导通

航管理工作开展，提升通航管理工作质量，促进通航协调、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航顶层设计更趋合理

刘光才：《意见》在通用航空顶层设计的层面更趋于合理，系统性、整体性更强。通用航空的各个管理机构、部门都在自发地从

本部门角度进行分类管理的措施改革，但是这样不能集中满足让通用航空飞起来的需求。因为通用航空飞不起来，不是单一、孤立的问题，

跟相关的政策措施衔结在一起，单个改革措施很难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意见》系统地从航空器、航空人员、机场、空管、事故调查

等所有方面，做了系统化的分类改革整体设计，以后在推进分类管理改革则可以系统协调，通过整体性的措施推进来进行管理改革。

解决制约通航发展的制度性问题

高远洋：现阶段我国通航发展政策大势向好，正处在第二个政策风口。民航局此次出台《意见》主要着眼于制度环境，从可控范

围内解决制约通航发展的制度性问题，非常值得点赞，很好地体现出民航局秉承的“放管结合，以放为主”的通用航空管理改革精神，

和目光向内，攻坚破难，推动通用航空破局发展的担当，对优化制度环境、降低制度性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消费者群体以及提升

通航管理效率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探索通航发展的中国模式

于一：与美国自下而上的消费性和个性化发展路径不同，我国通用航空以工具性和生产性为主，从这个根本区别出发，《意见》

鼓励探索通航发展的中国道路、模式和方案。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过去管太多、管太死的问题，是通用航空发展的内生诉求，也是《意

见》的基本出发点。《意见》直面问题，对法规标准缺少的立、不适的改、过高的废，对人员打破限制广纳贤才，对监管强调合法、强化

信用、注重效率，目标坚定、任务明确、路径清晰，展现出行业政府的务实作风。

管好该管的 放开该放的

王秉玺：民航局前三次通用航空领导工作会议是分析问题、确定思路、统一思想的过程，可以理解是动员令;而此次《意见》的出

台则是切切实实抓政策落地的过程。通过分类管理改革，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有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完成监

管方式的改变，由以前的全覆盖式向精准式转变，管理更有针对性，改变之前的重审批、普监管、弱服务的情况，管好该管的，放开该

放的，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通过完善服务保障机制，为通用航空发展创造更加宽松顺畅的环境，有利于提升通用航空服务社

会民生的能力。

《意见》是非常务实的举措

吴景奎：民航局出台《意见》是非常务实的举措，将对中国通航业后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看到，过去几年，受制于

制度不健全等一系列因素，国内通航业发展出现过无序状态，从热情涌入到碰壁退出。为此，民航局积极听取业界意见，通过大量调研

和反馈，认识到必须从法规层面进行调整，来适应通航行业的发展。不过也应意识到，通用航空作为一个行业，其发展不能仅仅依靠行

业管理部门，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能指望一两项政策措施，还跟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也会受到行业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通航

产业发展需要各方保持信心和耐心，互相配合，共同努力。

探索通航发展的中国模式

摄影/ 本刊记者 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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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通航标准适当下调

刘光才：我们现在通用航空标准，是套用运输航空的标准，这一标准比较严、比较高。通航的作业飞行等活动，一般不面

向社会公众，而是面向合同的甲乙双方，它的自由度可以相对大一些。关于这一点，国际民航组织的表述为：可接受的安全水

平。我们就要从标准着手，把通航标准适当地下调，能够满足基本的安全需求，打造一个新的、独立的面向通航的标准体系，

这是“飞起来”的先决条件。此外，《意见》还在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三个层次标准体系外，强调并支持建设

团体标准，就是行业协会作为企业的自治、自律组织，可以制定团体标准，在行业里推行，供企业自律使用。一般来说，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需要一套法定程序，耗时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而行业协会作为企业的代表，把比较成熟的企业标准予以中

心化，制定一个行业普遍适用的标准，速度比较快。

相应标准的配套要及时跟上

王秉玺：我国现有通航法律规章的问题主要是独立性、系统性、适应性问题，其实还有配套问题。法规规章建立好以后，

相应标准的配套要及时跟上，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法规标准体系。现阶段，这类工作正在进行中，比如《民航法》的

修订、《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的出台，还有其他通航法规的立改废工作正在推进，这项工作应该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因

为规章标准建立后，有一个实践检验和再完善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有了这个独立的、系统的通用航空规章标准体

系，在管理制度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对通用航空的发展所产生影响也必将是深远的。

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高远洋：近几年，民航局在通航管理方面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在政策层面做了很多工作，修订一系列不适宜的规章，出

台了新的政策，对推动通航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此前的一些政策，多是聚焦具体问题，做局部性的解决，容易导致“按

下葫芦浮起瓢”。目前，从国内整个通航管理体系看，需要从系统角度去解决过度监管和监管缺失共存的问题。如过去从经营角

度，放宽经营管理标准，出台相应的政策，但如果飞标方面的管理规范不做调整，就没法实施，需要系统性地梳理，从全局角度

解决制约通航发展的制度性难题。《意见》提出的目标如果实现，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约束通航发展的制度性难题。

国外经验和中国国情如何结合

吴景奎：一些源于运输航空的行业标准被套用在新兴的通用航空上，显得监管过严，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进。关

于通用标注制度体系的创建，我认为从技术层面讲，通航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拥有科学完备的

监管法规体系，无论是分类的方法、监管的力度，还是定性定量的有机结合，都值得我国监管当局认真地学习和借鉴。值得注

意的是，国外经验需要同中国国情和通航发展阶段实际相结合，这是重点和难点。假设完全自我创建一套新的体系，则需要大

量的验证工作，我认为现阶段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一部规章标准难以解决所有问题

于一：长期以来，通用航空法规标准普遍存在照搬、套用和空白的现象，无法可依、有法难依、执法过严、违法难究的问

题时有发生。通用航空标准制度体系创建工作，一是强调独立，既不依赖运输航空做减法，又不盲目照搬国际经验，《意见》

提出依法构建符合行业规律和中国实际的法规体系；二是要求完整，目前单项法规立改废已经触及到许多过去的“雷区、禁

区”，《意见》指出未来重点工作是体系构建，我们承认一部规章标准难以解决所有问题，但也相信标准制度体系建设能够

解决不少问题；三是鼓励创新，尽管我国的通用航空不大也不强，却遇到许多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新问题，这是国情决定的，

《意见》要求以创新的精神、包容的态度，探索新的解决方案。

需要在系统性、协同性上多下功夫

马莉：近几年的法规标准的修订，突出问题导向，以通用航空督查整改为契机，收集和总结了很多通用航空运营主体和

用户所关切的一些关键问题，通过密集出台文件、咨询通告等方式予以解决，切实在关键问题上为企业松绑，进一步提升了民

航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但长期看，规章标准的构建需要在系统性、协同性上多下功夫。《意见》提出创建通用航空标准制度体

系，正是从顶层制度设计的角度，提前谋划，高站位思考。法规方面，紧扣行业管理的几条主线，逐条梳理，实现松紧适度；标

准方面，充分发挥行业主体作用，充分吸纳企业行业标准，依托行业协会，逐步上升为行业推荐标准。

加快建设相对独立的符合通用航空特点和规律的法规体
系。扎实推进《通用航空立法规划项目表》，力争“十三五”
末期，初步构建符合通航发展规律和需要的法规体系。

打造独立的面向通航的标准体系

摄影/ 本刊记者 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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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人才共享共用还需政策支持

高远洋：目前，国内很多通航企业规模小，业务量不饱和，在人力资源成本方面有着很重的负担。允许通航专业人员兼职和自

由流动，是对原有相关人员管理规定的突破，能够有效解决目前通航飞行员、机务等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同时也能降低通航企业的

人力成本。同时，《意见》强调军民融合，其实目前通航很多从业人员甚至主力都来自军方的退役人员。人才的共享共用对于通航领

域的军民融合是一个很好的点，但还需要相应的支持政策。如在美国，军方退役人员到民航工作，有享受再培训的便利和培训费用的

支持。我们后续也可以出台相应的政策举措，来支持和鼓励更多的军航人员进入通航领域、参与通航发展，这对于促进通航领域的

军民融合，壮大通航人才队伍有着重要意义。

缺人是我国通航长期的痛点

于一：缺人是我国通用航空长期的痛点，人才培养又存在客观的周期，以这一客观事实为基本出发点，《意见》提出广泛开

源、促进流动、降低门槛、壮大基础的思路。通过监管机构和监察人员分类设置，简化娱乐飞行培训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专家人才，

解决来源单一问题；通过允许人员兼职和自由流动，取消自有专业人员要求，建立军队转业退役专业技术人才转换制度，解决渠道

狭窄桎梏；通过放松通航驾驶员体检要求，降低维修执照经历要求，广泛吸收各类人才，增强通航工作的参与面；通过培养爱好者群

体，培育民族航空文化，加强航空科普工作，夯实行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人才是通航快速发展的基础

王秉玺：人才是通航快速发展的基础，也是制约性因素，同时，通用航空的生产工具属性对机组人员和作业人员有着更高的要求，

作业飞行是通用航空区别于运输航空的重要特征，也是最主要特征，航空作业人员是实施航空作业飞行的重要主体。从行业管理的角

度，对相关专业技术能力提出要求，特别是在航空应急救援、医疗救护、外载荷作业等能够体现通用航空核心价值的作业项目上，引导和

加强对航空作业人员培养训练和技能考核，可有效提升作业安全和服务质量，提升通用航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

不断扩大通航从业人员基数

吴景奎：《意见》提出加强通航人才队伍培养很全面，也非常重要。人才的积累和培养需要时间。随着未来通航业的继续发展，从人

的条件来讲，需要提前应对，进行人才储备，建立较好的发展基础。现阶段，对于一些规模小或者新筹建企业，盘活现有专业人员存量是低

成本配备人员的有效渠道。不过，这对安全或者运行的风险管控提出了新要求。从短期看，这是缓解目前通航专业人员紧缺的有效办法。但

从长远角度看，增加大量的飞行爱好者，不断扩大通航从业人员基数，才是破除人员紧缺或高素质人员紧缺难题的根本之道。

降低通航人才准入门槛

刘光才：人才对于航空业和通航业都是发展的瓶颈。专业的飞行人员少，维修人员少，管理人员少，这个行业是不能发展起来的，

所以要培养一支满足通航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队伍。《意见》不是简单提出人才队伍建设，而是把人才的标准体系这些很深层次和基

础性的东西拿出来讨论，这就体现了改革的攻坚性。针对人才队伍中飞行人员、维修人员、航务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较少的问题，《意

见》提出了增加考试频次、降低考试难度等有效措施。我认为，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建立专门的通航人才标准，修订通航人才

考试大纲和试题库，以培养更符合通航企业要求的专业人员。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支持高等院校开办通航类人才培养的专业，多培养

高素质、高层次的通航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通用航空大发展的人才需求，这也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让想飞的人有条件飞

马莉：建立专业的通用航空监察员队伍，按照不同层级确定培训课程，培养一专多能的管理人才，实现通用航空监察员在培养、能力

上的层次化和专业化；引导和鼓励专业人才的流动和共享，有利于引导专业人才按需流动，实现人才资源的高效利用；区分职业化与业余

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适度降低业余爱好者的参与和取证标准，加强军民航、民航与体育之间的专业人才培养能力的充分协同和利用，让

会飞的人带动想飞的人，让想飞的人有条件飞，让爱飞的人有渠道飞；广泛吸收各类人才，多视角、多层次研究解决通航问题，共谋通航发

展；专家团体将进一步向一线通用航空专家倾斜、向高科技应用领域专家倾斜，为推动通用航空高质量、高水平快速发展发挥作用。

通航公司、通用机场在明确服务来源的前
提下，允许人员兼职和自由流动，无需自有飞
行、机务、签派、管制等专业人员。促进军民
航v深度融合，理顺并简化飞行、机务、空管
等专业人员转换制度，更好发挥军队转业或退
役人才的专业优势。

让想飞的人有条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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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行业监管重点，建立基于公众利益和运行风险的分
类监管机制，重点管控载客类运行，放宽其他类运行的监管标
准。由“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转变，减少申请材料、审
批环节和审定部门。

“管”得要少、“评”得要准

吴仁彪：“放管结合、以放为主、分类管理”是当前民航局通航管理工作的基本思路。我建议再补充一句“提

升服务”，即“放管结合、以放为主、分类管理、提升服务”。“管、评、服、督”四项机制，总的来看，是“管”得要

少、“评”得要准、“服”得要多、“督”得要好。我认为，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是对企

业的管理治理权进行“放”的一种新形式，也必然是一种有效手段。与运输航空不同，通用航空企业“多、小、杂、

新、散、难”特征明显，单靠民航局很难掌握众多企业的实际状况。如果将企业评价事务交给第三方，特别是交给与

广大企业有着天然联系的行业协会去组织，这样的企业评价形式，将会取得得天独厚、事半功倍的效果。

“放”是有条件的

高远洋：民航局提出“放管结合，以放为主”，“放”是有条件的。通过建立企业评价机制，促使通航企业和

从业人员的自律自管，这其实也是“放”的前提。我认为，评价机制不光是针对通航企业，也应该包括从业人员。

有白名单，也要有黑名单，需要有一套评价机制的具体细则和评估办法。对于那些信誉好、飞行行为表现好的企业

或个人，可以放开些，让他们能够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痛快；而对那些安全记录差或者信用差的企业或个人，就

要严管。这样可以形成政策导向和良性循环，促使通航企业和飞行人员自律自管。

监管模式的创新

王秉玺：分类管理机制主要是明确监管重点和监管资源的有效投放问题，体现的是一种监管思路的转变；

引入第三方评估模式，建立企业评价机制，是监管模式的创新，也是监管方式的专业化探索，突出的是企业的自

律，主要目的是引导企业培育诚信经营和自我约束的企业文化；服务保障机制则是调动和释放运输机场和空管单

位的保障资源，为通用航空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希望能够做到运输和通航一盘棋，做到资源共享，不厚此薄彼，

让通用航空真正飞起来、热起来，协调促进两翼齐飞。

破解安全与发展的对立矛盾

于一：守住公众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将有限的监管力量投入载客类运行，是行业政府的职责担当。

放宽其他运行监管标准，简化准入条件和门槛，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破解安全与发展的对立矛盾，必须依

靠分类管理的思维。分类监管既不是不管，也不是推责任卸担子，更不是随意搪塞的借口，《意见》提出首先依

法依规建立公开透明的权责清单，其次形成基于信用评价的科学机制，三要以人民满意为出发点强化落实，四是

形成明确的边界和底线，守住安全不放松，鼓励发展不懈怠。

从“安全把控”到“风险可控”

马莉：局方管理思路由过去“安全把控”的保姆式管理，转向“风险可控”的聪明管理。《意见》中企业

评价机制的建立，也是此次分类管理的亮点。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企业自律是构建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和营造安全

放心消费环境的必然要求，企业自律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长期以来，局方对通用航空企业自律的重

视不够，管理重心主要是基于事故惩罚的事后管理，使得一些企业自律意识不强，铤而走险违规、黑飞，一旦造成后

果将对社会和自身发展产生重创。如果既有他律又有自律，监管效率就会更高，市场环境就会更优，企业评价机制

的建立，就是引导通航企业建立自律意识，实现行业监管与自律相结合的局面，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建立更公平、更透明、更有活力的市场

吴景奎：依据业务不同类别实施分类管理，可将有效的监管资源放到焦点上，而不是试图“撒胡椒面”，

什么都管。事实上，什么都管容易造成要么管死、要么管不住的局面。民航局提出分类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更公

平、更透明、更有活力的市场。为确保基于公共利益和运行风险的分类监管机制有效运行，《意见》提出研究企

业评价机制、建立服务保障机制、落实督办机制，从行业发展来看，的确构成了监管闭环，同时涉及监管方、运营

方和公共安全。这里的难点在于如何平衡，涉及如何定量或定性的问题。无论是人员、机场还是空域，如何有效

地进行放和管，涉及定量界定，这方面完全可以借鉴成熟市场的监管方式方法以及度和量。

公开透明

集约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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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理方便”到“企业方便”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整合涉企行政许可审批流程，实现
通航企业经营、运行、飞行计划等许可事项在线申请和在线审批。简
化、规范各类审批流程，做到过程公开、结果透明。

通航数据统计应该是全国数据的汇总

吴仁彪：关于服务平台的数据统计和共享问题，我认为，国家通用航空数据统计，应该是全

国通航数据的汇总。民航局的统计数据，要根据国家统计法的要求，尽可能及时、准确、全面地对

外公布，让社会了解行业发展。建议民航局可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从

全行业的角度收集整理行业发展数据，并及时全面对社会发布，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另外，

无人机作为通用航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据也应纳入通航数据统计之中。目前全国注册民用无人

机数量已超过20万架，申请民用无人机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已突破3000家。无人机在通航产业中的

地位作用越来越凸显，在通航数据统计上，民用无人机数据也是不可或缺的。

便民、完备、人性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王秉玺：民航局在通航发展过程中将自身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表现。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迅速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多个行业应

用证明，数字技术和结合中国实际的创新应用，能够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能够形成新的动力，

甚至能够较大程度地改变行业生态。具体来说，我认为至少能够带来以下几方面积极变化：能够提

高政府内部的效率，更好地发挥业务职能和行业管理作用，改变之前政府内部信息化平台重复建设

各自为政的弊端，为行业和企业提供更加便民、完备、人性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能够使政府从公

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向服务的合作者或监管者转变，如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开展企业评价，

顺应公共服务市场化发展趋势。能够改善政企关系，进而激发企业自我提升的动力。

透明、公平、便利的服务非常有必要

吴景奎：该服务平台搭建聚焦如何提高企业和监管方的信息流动和沟通，减少和降低通航企

业的运行成本。在企业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企业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自身运营能力、安全水

平和队伍建设上，也是政府和行业协会等支持企业的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的目标。监管方倡导建立信

息共享和整合工作制度等，为运营方提供透明、公平、便利的服务和环境，非常有必要。不过，政

府管理部门作为无形的手，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到法律法规和安全标准上，扮演好管理者和服务者的

角色，尽量减少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大数据与通航发展的深度融合

于一：搭建平台提高效率、推动共享。互联网、大数据与行业发展的深度融合，能够切实提高

发展水平，支持模式创新。《意见》提出构建服务平台，遵循互联网时代好用、实用和爱用的三项

基本原则，通过在线申请审批、情报发布和服务保障，切实提升企业运行便利性；通过完善功能、提

高效率实现监控，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通过供需对接、信息发布，减少中间环节，增加用户黏性。

由“管理方便”到“企业方便”

马莉：此次转变，实现了由“管理方便”到“企业方便”，改革现阶段，通用航空企业已经感

受到经营许可网上一站式审批、无人机经营许可与飞行计划一体化审批的改革成果。同时，局方内部

各职责部门，由过去各专业领域各自为政的局面，转向整合共享管理信息，协同配合实施管理，真正

从企业需求出发，简化管理要求，改进管理手段，加强管理协同，提升管理效率，促进行业发展。

平台需要有一个好的定位

高远洋：这个平台是作为政府的管理平台，还是管理和服务兼顾的综合平台，需要有一个好

的定位。同时，这个平台与各地方建设或试点建设的飞行服务站（FSS）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接口，

如何衔接，需要从实施层面和运行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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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发展需要迎难而上

在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下，各单位、各部门
要增强大局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横向协
同联合，纵向政令畅通，合理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发展目标有很大挑战性

高远洋：《意见》提出的发展目标非常明确，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任务很艰巨，有很大的挑战性。建立系统化的通航监管和保

障体系，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既要结合中国国情和通航发展的实际，也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我认为关键点和难点是在落实

《意见》及执行后续实施细则的过程中，如何兼顾两个平衡，即安全和效率的平衡以及便利性和严谨性的平衡，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精准监管、适用有效。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要注意在规章规定修订过程中避免负的外部效应，避免在解决局部问题时导致一些新的问

题发生，要从系统的角度做更多考虑。

统筹推进 形成合力

于一：《意见》明确了分类管理的思路和方向，落实则事关改革和事业的成败。通用航空发展的路径上存在不少阻碍，涉及法规

不适用、标准不统一、监管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目前民航局已经制成问题清单，将逐项整改。更为重要的，在《意见》的统

一指挥下，未来民航通用航空领域的航空器、人员、运营、机场、空管、运行等各环节的改革将统筹推进，形成合力。通过分类管理

的推进实施，标准制度更加完整适用，人员队伍日益丰富专业，监管工作逐步人性精确，服务平台不断减负高效，专项资金补贴覆盖更

广、引导作用更强。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通用航空发展的环境将焕然一新，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期待。

通用航空需求侧的改革

刘光才：分析前一段时间出台的大部分通航管理改革措施，可以看到更多集中在供给侧改革方面。通用航空发展，实质上是通航

市场的发展，飞行小时数多起来，市场活跃起来，才是通航真正的发展。这就需要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注重需求侧的改革，把市场

刺激起来，把市场需求培育起来。所以，我们要注重采取切实措施，培育飞行爱好者群体，壮大飞行消费者队伍。比如鼓励开展青少年

通航科普活动，开发各种通航文化教育，大力扶持专业飞行人员，经常进行飞行表演和飞行竞赛活动，让更多人能够了解通航、热爱通

航、消费通航，带动一大批青少年进入通用航空，形成规模较大的爱好者队伍和消费者群体，这就是我们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对通用

航空需求侧改革的现实意义所在。

《意见》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点

马莉：我认为在《意见》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关键点：一是要科学界定分级标准。根据《意见》，四种分类的标准和边界目前已

经非常清晰，对于分级管理，如何基于运行特点和运行环境，评估风险程度，确定风险级别，既是难点，更是亟待明确的重点；二是要

充分发挥试点作用。2017年起，局方推动了通用航空6个方面的试点工作，即将形成一系列试点经验用以推广，为通用航空的改革和发

展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探索模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试点工作的推动过程中，并未配套相应的资金和政策保障，在后续工

作中建议加强；三是要及时评估总结改革效能。分类管理改革评估的关键问题包括行业管理政府是否充分发挥了相应作用，是否通过

较少行政资源的投入实现最佳的政府工作目标，是否能够促进通航航空在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发挥作用，实现协调发展等。上述三

方面改革目标的达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分类管理改革的方向和下一步路径。

要抓住试点这个关键

王秉玺：全行业对十三五末完成这个顶层设计发展目标还是蛮期待的。个人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一要抓住试点这个关键，认

真总结试点中发现的问题和所取得的成果，提炼应用到监管体系建设和安全规范的制定中；二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通用航空管理中

的经验，如德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在航空医疗和应急救援领域的先进做法；三要发挥利用好行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利用好他们在多

年的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生产运营和管理经验。

通航发展需要迎难而上

吴景奎：我认为到十三五末或者2020年前后，建成相对完善的体系可以做到。从制度建设来看，如果目标得以实现，应该能够解决大

部分对通航发展构成限制的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通航行业就能快速发展到某个量极上去。毕竟法律法规只呈现在纸面上，行业需要在

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监管服务体系之外，还需大量其他要素，如基础设施、人员等。如果说预期或者建议的话，我认为首先应该大胆借鉴成熟市

场技术层面的监管方式和法律法规体系；其次应注重细化定量方面的标准；同时还要从制度层面跟中国通航目前的发展现状进行结合。我觉

得任何跨越式、爆炸式的发展都不是科学的态度，通航发展需要迎难而上，逐一破解难题，一点一滴地积累前行的动力。

|||||||||||||||||||||||||||||| POLICY政策解读|

内文.indd   32-33 18/8/16   下午6:42



34 35

要实现 2020 年通航发展目标，在接下来不到两

年半的时间里，需要汇聚多方合力。民航局将狠抓薄

弱环节，勇于攻坚克难，着力推动通航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通航发展再上新台阶。

How can General Aviation Achieve Its Goal?
By 2020

对标2020
通航发展如何破局?

  本刊记者 陆二佳

7月31日，民航局召开通航工作领导

小组第四次会议，局长冯正霖在会上指

出，要对标2020年通航发展目标，增强责

任感和紧迫感，打好改革攻坚战，促进通

用航空高质量发展。

2020年通航发展目标，是指《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中所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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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林区、

50%以上的5A级旅游景区。通用航空器

达到5000架以上，年飞行量200万小时

以上，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通用航

空企业。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水平和自主

化率有较大提升，国产通用航空器在通用

航空机队中的比例明显提高。通用航空业

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初步形成安全、有

序、协调的发展格局。”

其中最直观的，当属500个以上通用

机场、5000架以上的通用航空器、200万

小时以上的年飞行量这3个数字。

在这次会议上，民航局公布了2018

年上半年的通用航空发展数据：今年1~6

月，我国有93座通用机场获得颁证，目前

已颁证可保障通航起降的机场达到40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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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运输机场231个）；在册通用飞机达到

2415架；截至6月底，已完成通航飞行43

万小时。

这份数据已经算是很靓丽的成绩单，

但是“对标”2020年通航发展目标，仍有

非常大的距离。

因此，要实现2020年通航发展目标，

在接下来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需要汇聚

多方合力。民航局也将狠抓薄弱环节，勇

于攻坚克难，着力推动通航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通航发展再

上新台阶。

  加大放管服和政策引导力度

2018年上半年的“成绩单”背后，是

民航局加大“放管服”、加强政策引导、不

断深化通航改革的结果。近年来，在推进

通航发展中，民航局着力解放思想，深化

“放管服”改革，不断降低制度性成本，

激发市场活力。

一是大力“放权”。2017年11月4日，

全国人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

法》作出修改，取消通 航 经营许可前置

审批，改为先照后证，为企业准入提供便

利。取消通航短途运输必须以包机形式

经营、不得公开售票的限制，为企业培育

和拓展市场创造条件；取消通用机场建设

行业审批，大幅降低通用机场颁证条件；

取消部分航空器适航挂签要求，简化航空

器年检要求，维修人员配备由企业自行决

定，减少备案和批准环节；取消对航空器

设计小改的审批管理，取消经营性通航飞

行活动油料适航审批，改为备案制。

2018年1~6月，我国有93座通用机场获得颁证，目

前已颁证可保障通航起降的机场达到404个（含运输机场

231个）；在册通用飞机达到2415架；截至6月底，已完

成通航飞行43万小时。

二是改进“管理”。出台运输机场集

中密集停放公务机政策，有效缓解机位紧

张问题；出台通用航空安保规则，解决通

航安保要求过高和通航人员、物品出入运

输机场不顺畅问题；出台无人机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准入门槛低、申请程序简单，做

到“一次不用跑，全程无纸化”，平均在线

颁证时间仅用8.9天。

三是用心“服务”。合并受理特殊飞行

任务与飞行计划申请，减少审批环节；建

设通航飞行计划管理平台，实现网上“阳

光审批”；建立私人飞行计划报送渠道，提

供7×24 小时服务；增加通航维修人员考

试专场和重点保障考点，解决考试资源供

给不足问题；建立应急救援飞行计划绿色

通道，简化急救飞行审批；在黑龙江、云南

等通航飞行量大的地区设立飞行人员体检

服务站，提供方便快捷的体检鉴定服务。

在大力“放管服”的同时，民航局还

树立了“放管结合、以放为主、分类管理”

的管理理念，坚持改革创新、试点引路、内

向用力，促进通航施策更加精准、有针对

性和可行性。2017年以来，民航局先后批

复9个通航试点项目，分别是东北地区通

航管理改革试点、华东地区通用航空管理

服务平台建设试点、华东地区无人机研发

试飞基地建设试点、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无人机物流配送应用试点、中南地区载客

类经营许可、运行许可联合审定试点、西

南地区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试点、西北地区

通用航空低空空域监视与服务试点、陕西

省民用无人机物流配送经营活动试点、新

疆地区“通用航空+旅游”试点。

以 点 带 面，近两年来，通 过 通 航试

点，培育了通航企业“自律”的安全文化，

推动通航企业建立自查自改自报安全管理

体系，引导企业从“他律”向“自律”转变；

拓展了无人机应用领域，在赣州、陕西开

展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坚持包容审慎监

管，探索符合无人机特点的差异化运行标

准和监管模式，为无人机在通航领域的应

用提供了沃土；经营许可与运行许可联合

审定，通过减少参与部门、优化审批流程、

简化审批材料，大幅压缩通航企业开办时

间，降低开办成本，申办一家通航企业压

缩到20天以内。

这些政策引导下，今年上半年，通航

各发展指标向好，通用机场、通用航空器、

运营企业、飞行小时数等主要指标均有明

显增加，整体呈现出“热起来、飞起来”的

良好态势。

  破除通航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当前通航仍

旧面临一些制度性障碍：

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进展缓慢、通用机

场审批仍旧困难、运输机场对通航收费过

高、飞行计划审批不顺畅、飞行作业补贴制

度不完善等。

对此，民航局从内部着眼，继续转变

发展理念，调整政策法规，深化督查工作，

着力破除通航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一 是 转变 理 念。长期以 来，民航 局

多用运输航空的方法管理通航，关注“通

用性”少，侧重“航空 性”多，导 致 企业

成本增加。近年来，民航局确立“分类管

理、放管结合、以放为主”的管理理念，在

“放与管”“放什么、管什么”“如何放、

怎么管”的问题 上做出明确选 择，坚 持

“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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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政策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将为通航发

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下一步，将加快

推进通航法规的立改废，从管理事项是

否必要、管理标准是否适用、管理方式是

否恰当和管理程序是否简便4个要素，全

面评估通航规章标准，并在立法计划和

规划中加以落实。

二是分类管理。彻底将通用航空的

政策规章体系从运输航空中剥离，研究制

定相对独立的通航法规体系建设框架。日

前，民航局印发《民航局通用航空分类管

理的指导意见》，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做实

通航改革。《意见》的核心是建设“四个

一”，即创建一套独立完整、科学适用的法

规体系，培养一支融合职业化与社会化需

要的人才队伍，做实一组创新包容、监管

适度的工作机制，搭建一个公开透明、集

约共享的服务平台。力争用2~3年的时间，

初步建成与我国通航发展起步阶段相适

应，有别于公共运输航空的政策法规标准

体系、分类监管体系和服务保障体系。

三是深化督查。民航局于2017年第4

季度派出3个督查组，对全行业开展全覆

盖专项督查，发现涉及规章不适用、标准

不统一、监管不规范等方面制约通用航空

发展的187个问题。为督促问题整改，制成

“问题清单鱼刺图”，在民航局行政审批

大厅门口展示，接受社会监督。截至今年6

月底，整改完成率达到85.6%，“鱼刺”逐

渐减少，得到了行业和社会的充分认可。

四是精准监管。长期以来，民航监管

部门对小、散、多的通用航空企业采用无

差别全覆盖的监管方式，既模糊了监管边

界、加剧了监管资源的稀缺程度，体现不

出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又捆绑了企业的

手脚、束缚了企业发展。为改变这种情况，

民航局在中南和东北地区开展通航监管模

式调整试点，由“全覆盖”向“精准”监管

转变；推行“双随机一公开”，企业法定自

查与行政检查相结合；以诚信评价结果精

准配置监管资源；监管边界和监管责任由

模糊变清晰。推进精准监管也是大力推进

“放管服”，提升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充分释放通用航空发展活力

通用航空是国家新兴战略产业，其

最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化属性。因此，推进

通用航空发展，既要依靠民航行业内部努

力，也要依靠多个部门、各个方面共同推

动；既要加强行业安全监管，提供政策法

规保障，又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

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汇聚强大合力，充

分释放通用航空发展活力。

在过去一年，民航局与发改委等四

部委推动通用航空示范推广项目，在全国

范围内遴选短途运输、航空旅游和体育

运动飞行产业示范地区；与卫健委联合筹

划航空医疗救护试点。积极落实军民融合

战略，实现军民航专业人才资源互通；探

讨依托通航企业技术资源优势，与军方联

合培养军用飞行员。支持地方政府助推通

航发展，支持四川省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改

革试点工作、山西省发展通用航空产业示

范、江西省发展通勤航空产业链、海南省

打造“通航+旅游”特色产业和西藏建设

通航应急救援基地。整合企业优势资源，

同中电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中船工业

开展交流，从全链条系统保障视角研究通

航运行服务的解决方案。

从传统业态向新兴业态转变，是当前

通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之一。短途通航

运输正在成为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地

区居民出行新方式；无人机物流、

无人机农业作业等新业态方兴未

艾，并引领大众消费、促进大众

旅游新趋势。推进这些新业

态 发 展，都 离 不开地方政

府、各行业管理部门、航

空制造等部门的综合施

策、群策群力。

下一 步，民 航

局将启动一批应

急 救 援、医 疗

救护、私人飞

行 的 试 点

项目；加

快 通

航 机

场建设步伐，着力提升飞行服务保障能

力，不断完善通航补贴政策，加大对应急

救援、医疗救护等社会公益特征明显的服

务领域的支持力度。作为行业监管部门，

民航局与地方政府、空域管理部门、航

空制造部门等一起，积极创造便利

的市场环境，推动低空空域开放，

加 强军民 融 合发 展，从 基 础 设

施、服务保障、人才支撑综合

发力，培育通航消费市场、

航空文化，提升通航企业

造血能力，打通管理 通

道，促 进 通 用 航 空 高

质 量 发 展，为 实 现

2020年通航发展

目 标 汇 聚 强 大

合力。

|||||||||||||||||||||||||||||| POLICY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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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低空分类、管理体制、审批流程、飞行服

务保障等滞后，民用通信、导航、监视体系的地面

及机载设备基本空白，现有基础设施远不能满足通

用航空安全运行需要，长期处于“看不见、叫不到”

困境，让通用航空难以真正“飞起来”。

does General         Aviation Fly so Less?

Why
  通航为什么
“飞得不多” ？

  管祥民、于一

  为什么 “飞得不多” ？

“飞起来”是通用航空业发展的前

提条件和基本诉求。近年来，我国通用航

空运营企业数量、机队规模增长显著快于

飞行小时增长，飞行量增长结构性地落后

于投资（企业数量增量）和产能（机队规

模）增量，行业正处于“热度上升、飞得不

多”的状态。虽然，截止到2018年6月底，

已完成通用航空飞行43万小时，同比增长

14.7%，飞行量涨幅明显。但是，预计年飞

行小时仅不到美国的4%，甚至明显落后于

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总体来说“飞得不多”的原因很多，空

域分类、空域管理体制、审批流程、飞行服

务保障等都是制约运行的关键环节。

在空域分类方面，国际通用航空发达

国家均有G类空域，我国尚缺乏适合通航

目视飞行空域。随着低空空域改革推进，

全国在多地建立试点空域，但试点空域较

为隔离、分散，无法实现有效连通，难以满

足通航转场、作业等需求。

在空域管理体制方面，以美国为例，

FA A负责管理国家空域，平时隶属于运输

部，战时划归国防部，无论是军航还是民

航，管制程序和标准都是一样的。我国则

由民航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和军航飞行管制

部门按照不同程序和标准分别对航路内外

的航空器提供管制指挥服务。然而由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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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飞行活动灵活多样，既需要从民用

机场起飞降落、通过航路航线调机转场，

又需要在临时空域执行作业任务。因此直

接造成通航运行需要同时向军民航两个主

管部门申报审批。

在审批流程方面，国外通航发达国家

一般建议并不强制按目视飞行规则运行的

航空器提交飞行计划，目视飞行计划仅用

于搜寻援救目的而不是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目的。我国由于通航作业分散、领域广泛，

涉及调机转场、作业区任务执行等，加之

军民航管制部门均按照地区及管理职能划

分三级体系，通航运行往往涉及跨区域飞

行，往往包括飞行任务、临时空域、飞行计

划等申请与审批，审批部门多、审批流程

复杂且周期长。

在飞行服务保障方面，国外通航发达

国家建立了完善的飞行服务保障体系，以

美国为例，全国飞行服务站形成网络化运

营，整体布局、统一管理，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形式，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持续维护

并不断升级系统，全国实现飞行服务站组

网运行，在东部、中部、西部分别建立中心

站，实现数据中心化管理，具有统一客服

电话、常用通信频率及应急通信频率。建

立了丰富的航空气象及目视航图基础数据

库及产品，提供多样化获取方式。此外，注

重飞行服务站人员培训常态化、专业化。

并实现到2020年所有飞机安装ADS-B。

而我国在飞行服务保障面临诸多问题：

我国低空空域民用通信、导航、监视

体系的地面及机载设备基本空白，现有基

础设施远不能满足通用航空安全运行需

要，长期处于“看不见、叫不到”困境。

中国民航建立了面向运输航空的基本

气象服务体系，气象信息服务和天气预报

能力不断提升。但是，缺乏低空的气象观

测数据及其预报产品，服务能力满足不了

通航运行需求。

目前还无法提供针对通用机场的资

料和各类目视航图，也缺乏相关目视航图

的制作标准。

目前全国通用机场、通航企业先后

建立十数个飞行服务站，但是飞行计划联

在现有空域分类、空域管理体制下，通用航空飞行

服务保障成为政策密集发布、试点重点实施的领域，不断

聚焦体制、机制、管理和技术创新。

合审批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难以快速确

立，再加上航空气象、目视航图等产品缺

失，虽然从技术上可实现飞行计划申请、

运行监视、航空气象、航行情报等功能，

却无法真正为通航运行提供高质量服务。

此外，飞行服务站系统建设接口、标准不统

一，相对孤立，难以实现网络化运营。

  怎样才能“飞起来”？

如何推进通用航空“飞起来”，已经

成为民航局、地方政府、通航企业、研发单

位关注的热点与关键问题。因此，在现有

空域分类、空域管理体制下，通用航空飞

行服务保障成为政策密集发布、试点重点

实施的领域，不断聚焦体制、机制、管理和

技术创新。

在飞行计划审批方面，民航局下发

《关于落实民航局通用航空监管专项督查

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关于启用通用航

空管理系统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功能的通

知》，促使相关主管部门针对规范和简化

通航活动的计划受理和审批开展相应工

作，并规范通航运行管理、管制服务、收费

政策等。

在低空监视技术应用方面，民航局印

发《民用航空低空空域监视技术应用指导

意见（试行）》的通知，构建以北斗定位信

息为核心，兼容各种监视技术的低空空域

监视技术服务保障体系，提升低空飞行服

务保障能力，预计到2020 年，大部分低空

空域运行的通用航空器与无人驾驶航空器

实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实现全国低

空空域监视数据统一管理。

在通用航空航行情报方面，民航局下

发《关于开展通用航空情报服务工作的通

知》，推动通用机场航空情报原始数据收

集工作、开展通用航空情报服务产品制作

与发布工作，并规定相关工作截止时间。

旨在逐步建立完善通用航空情报服务体

系，全面提升通航飞行服务保障能力。

在通航气象方面，民航局明确促进基

于互联网的低空气象服务，丰富气象信息

共享与服务大数据平台，强化平台的产品

供应和服务能力，提高气象信息获取的便

捷性、及时性，提高低空天气预报预警的

水平。不断改进和优化现有气象情报产品

和服务流程。

在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方面，民航局

空管办发布《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对低空飞行服

务保障体系建设总体思路、布局和功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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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建设目标、运行管理等做了系统性部

署，并明确提出服务保障单位设立要求、

设施设备要求、人员资质管理要求、运营

前符合性测试评估、运营服务要求等。

  试点探索在推进

“十三五”以来，为破解起飞难题，提

升飞行便利性，各地区开展了不同类型的

通用航空运行保障试点探索。

在华东 地区管理 局在推动下，华东

通航服务中心已于2018 年5月15 日试运

行。按照政府指导、授权实施、企业落实

的试点思路，明确各方职责和责任主体，

发挥各方优势，各司其职、协同推进。

中南地区管理局制定发布了《中南地

区飞行服务站建设和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了飞行服务站分类标准和功能、申请流

程及要求、符合性检查评估要求、设施设

备、人员培训、运行监管等内容。

西北地区管理局先后开展通用航空

低空空域监视与服务试点和陕西省无人

机物流配送经营活动试点，制定了《西北

地区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系统管理办法（试

行）》，明确了飞行服务站系统功能、系统

机构与职责、系统分类与配置、系统人员

要求、飞行服务站设立、飞行计划申请和受

理、运行管理等内容。

由于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灵活多样、作

业跨度范围广、审批部门多，“十二五”阶

段试点已经证明，隔离、孤立的空域试点

难以取得显著成效，无法形成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的经验。因此，近年各地出现省级

政府主导的新一轮低空空域改革与试点，

例如海南、四川、浙江、江西等，通过在全

省范围内构建低空空域运行规范、建立军

民融合协同审批机制、部署飞行服务站、

研发机载及地面设备、构建航空气象及航

行情报信息库及推出相关服务产品、制定

人员培训和运行维护标准体系，实现省内

通用航空顺畅、高效飞行。

综上，通用航空运行保障发展趋势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

以构建低空飞行服务保障网络化为

核心。通用航空运行保障涉及低空空域运

行规范、系统功能架构、设施设备、运营

维护、标准体系、资质培训、补贴等诸多方

面，需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强化顶层设计，

同时需要注重地区管理局、通航企业、通

用机场、研发制造单位的密切配合，明确

责任义务，统一接口标准，构建飞行服务

保障网络化体系，实现统一运营与维护，

将对通用航空运行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以推动通用航空运行省域试点为突

破点。省域通用航空运行试点将成为未来

低空空域改革试点重点方向，通过突破省

域低空空域划设、军民联合审批机制、飞行

服务保障、运营维护、补贴培训等，打造通

用航空运行省级样板，固化点经验，进而

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推进，将极大推进通用

航空进一步跨省域、跨区域甚至全国范围

内顺畅运行。

以推动通用航空上下游产业发展升

级为目标。通用航空“飞得多”将大大提

升通航企业、通用机场运营能力，提升飞

行服务保障能力，推进监视、气象、目视航

图等相关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在此基础

上，将为行业导入更多流量与资本，形成

行业发展良性循环。进一步紧密结合互联

网经济特点，势必涌现出大量全新运营模

式，推动通航步入“大数据”时代，带来监

管、运行、运营、保障、技术的全面创新，

促进通用航空上下游产业不断发展升级，

也将对通航运行保障在数字化、信息化、

网络化、智能化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作者单位：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通用航空系

“十三五”以来，为破解通用航空的起飞难题，提

升飞行便利性，各地区开展了不同类型的通航运行保障

试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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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航组织（ICAO）规定，任何民用航空器必

须取得某个国家的国籍。因此，世界上每一架飞机都有

唯一的注册号，就相当于它的“户口”和“身份证”。

公务机作为民用航空器，其国籍和登记标志也必须遵循

相应的规定和规则。

  中国公务机
  有多少
“外地户口”？

  本刊记者 薛海鹏

How Many
Business Jets in China Are Registered Dome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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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规

定》，我国民用航空器的国籍标志为罗马

体大写字母B，登记标志为阿拉伯数字、罗

马体大写字母或者二者的结合。

依据我国现行的航空器国籍和登记

标志编号规则，我国的大陆地区航空器

国籍和登记标志格式为B-X X X X（目前

为4位）、香港澳门地区为B-X X X（目前

为3位）、台湾地区为B-X X X X X（目前

为5位）。

飞机国籍和登记标志的位置有统一

规定：通常位于机翼和尾翼之间的机身两

侧或垂直尾翼两侧和右机翼的上表面、左

机翼的下表面。由于大多数喷气式公务机

的发动机位于尾部，因此，注册号通常喷

涂在发动机的舱盖上。

细心观察的朋友会发现，我国的公务

机注册号多为B-8X X X和B-3X X X。这

是因为我国大陆地区按照国籍和登记标志

的第一位数字对航空器用途进行分类，其

中，3字头号段通常为小型喷气、螺旋桨式

运输机，8字头号段为农用飞机、固定翼公

务机和教练机。

当然，肯定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很多在中国运营的公务机注册号并

非B字头，经常会碰到以“N”或“P4”等

开头的公务机？

原因很简单，这些不是B字头的飞机

肯定不是在中国注册，尽管他们经常在中

国运营。

 中国有多少“本地户口”的公务机？

据亚翔航空提供的数据统计，截至

2017年底，大中华地区的公务机保有量为

512架，其中，大陆地区339架、香港地区

139架、澳门地区10架、台湾地区24架。

在大陆地区的339架公 务机中，有

76%（258架）注册在本地，13.9%（47架）

注册在美国，9.1%（31架）离岸注册，注册

地包括开曼群岛、百慕大和阿鲁巴等热门

离岸注册地，另有3架注册在其他地区。

与大陆地区相比，香港地区的公务机

更倾向于注册在本地区以外，139架公务

机中，仅有20架注册在香港本地，占比为

14.4%；而多达111架注册在美国及离岸

注册地，占比接近80%；澳门地区目前保

有的10架公务机，有7架注册在美国，只有

1架注册在澳门本地；台湾地区则更倾向

于在本地注册，24架公务机中有16架注册

在台湾本地，占比高达67%。

除大中华区外，我们把目光转向亚太

公务机市场前三甲的另两名—澳大利

亚和印度。截至2017年底，澳大利亚和印

度两国的公务机保有量分别为186架和

140架。

对比来看，运营在这两个国家的公务

机大多数都注册在国内，其中，澳大利亚

有154架飞机注册在本国，占比为82.8%，

这一数字超过了大中华区。而印度的这一

比例更高，140架飞机中，有132架注册在

印度国内，占比达94.3%。除注册在本国

境内，美国注册也同样在这两个国家流

行，两国共有34架公务机注册在美国。

在亚洲其他国家，通过公务机注册

地分布数据的比对，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现

象。如保有48架公务机的新加坡，仅有3

架注册在新加坡国内；而保有21架公务机

的韩国，有多达20架注册在韩国国内。

综合亚太地区的整 体情况，在这一

地区保有的近1200架公务机中，有65%

的公务机注册在本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

20.8%注册在美国，11.3%选择离岸注册。

  公务机为何要上“外地户口”？

无论是对于机主个人，还是公务机运

营商，购买及引进公务机之前，首先需要

确定的是在何地为这架飞机“上户口”，境

内还是境外？这直接决定着后续公务机购

置环节的交易结构。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对于中国的

公务机用户，选择在境外注册公务机，

首要因素是减少飞机引进环节高额的关

税和增值税。目前，中国内地引进一架公

中国大陆地区的339架公务机，有76%（258架）

注册在本地，13.9%（47架）注册在美国，9.1%（31

架）离岸注册，注册地包括开曼群岛、百慕大和阿鲁巴等

热门离岸注册地，另有3架注册在其他地区。

截至2017年底，大中华地区的公务
机保有量为512架，其中，大陆地区339
架、香港地区139架、澳门地区10架、
台湾地区24架

亚太地区保有的近1200架公务机
中，有65%的公务机注册在本地区各国
家及地区，20.8%注册在美国，11.3%选
择离岸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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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需要缴纳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高达

22.85%。

同时，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8年

4月以来，中国开始对原产于美国、满足特

定空载重量标准的飞机商品加征25%的

关税。这意味着，一些公务机在引进环节

的关税就接近50%。

因此，选择在美国注册或者在一些岛

屿离岸注册则能省下一大笔关税。尤其是

在如开曼群岛等地离岸注册公务机，最大

的优势就是零关税。在这些地方，公务机

的持有、运营收入和转卖都没有税收。这

也是美国和欧洲所不具备的优势。一些欧

美机主也会出于避税的目的，将公务机离

岸注册到这些岛屿上。

除节省关税外，境外注册还具备飞行

员选择面更广的优势。据专业人士介绍，

虽 然 注 册 在 美 国 的 公 务 机 只可由 持 有

FA A执照的飞行员和维修人员飞行和维

修，但全球获得FA A认证的飞行员和工

程师众多，普遍容易找到合适的机组人

员，而且飞机的运营和养护费用相对其

他国家都会低。而一些离岸注册岛屿对

飞行员和维修人员几乎没有国籍限制，选

择面更广。

此外，据业内人士透露，与境内注册

相比，境外注册的程序更为简洁，完成注

册的周期较短，在注册条件和所需材料齐

备的情况下，无论是美国，还是一些岛屿

国家，注册通常只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选择境外注册飞

机时，可以利用更多样化的融资结构，有

利于降低资金成本。

从注册地分布看，美国是亚洲各国在

本国之外普遍流行选择的公务机注册地，

其中大中华地区最多。

2017年，中国民航局和美国联邦航空

局分别签署《适航实施程序》，实现了两国

民用航空产品的全面对等互认，某种程度

上也简便了美国N注册飞机转中国大陆B

注册的流程。从短期来看，这也有利于用户

在境外注册公务机时继续优先选择美国。

相比美国和一些岛屿国家，亚太地区

很少有公务机客户选择在欧洲国家注册。

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国家普遍较高的增值

税；另一方面是因为欧洲的航空运输标准

较世界其他地区高，对公务机的燃油及排

放等有较严的要求。

  “本地户口”的优势在哪儿？

尽管注册在美国或者岛屿国家的公务

机为数不少，但对于大多数中国客户，他们

依旧选择支付较高的关税，将飞机注册在

中国内地。究其原因，公务机运行的便利

性应该首当其冲。

通常来说，公务机注册的“属地性”

直接决定着飞机在该国家或地区运行的

便利性。非本国注册的公务机在机场起降

时刻获得、机场使用和航线走向以及飞行

申请等方面，都会有着“特殊待遇”。

在我国，根据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

中心此前下发的《关于明确外国公务机在

华飞行有关规定的通知》，外国公务机进

出中国国境一次被视为一次飞行任务，一

次飞行任务不得多于6个计划航段（从起

飞到降落为一个计划航段）。

在北京首都、上海虹桥、上海浦东、

广州白云等繁忙的枢纽机场，同一架外国

公务机一天中不能占用同一机场的两个高

峰时段时刻；同时，北京首都、上海虹桥等

机场对单日外国公务机的起降总量也有相

应的限制。

在机场使用方面，外国注册的公务

机一般无法使用暂时未开放的机场和军

用机场。如果需要使用未开放机场，需要

经历严格的申请过程。据相关业内人士介

绍，部分国内机场的公务机地面服务收费

也会区别对待境外注册的公务机，收费相

对会高一些。

可见，境内注册和境外注册公务机在

运营环节的便利性较量上，“高下立判”！

一位长期从事二手公务机交易的专业

人士还告诉记者，在公务机转手交易中，

对于国内买家，境内注册的公务机较境外

注册的飞机更有吸引力。

另外，一些岛屿国家离岸注册对公务

机的用途也有要求，如开曼群岛只接受私

人自用的公务机注册，而不接受用于商业

运营的公务机注册。

尽管公务机的“国籍”可以变更，但

这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因

此，专业人士建议，为公务机选择注册地

时，需要综合考虑费用、飞机用途、不同航

线的飞行频率、机主个人偏好以及运营商

的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同时，需要通

过聘请专业团队等方式，了解公务机注册

环节可能涉及的各类专业知识，最终做出

明智的选择。

公务机注册的“属地性”直接决定着
飞机在该国家或地区运行的便利性。非本
国注册的公务机在机场起降时刻获得、机
场使用和航线走向以及飞行申请等方面，
都会有着“特殊待遇”

制图/ 王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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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公务航空市场的壮大成熟，无论是

从公务机运行的便利性，还是从内地法律环境的优

化以及资金成本降低等方面考虑，部分境外注册的

公务机可能会在未来选择转注册到国内。

境外公务机
回国“落户”难不难？

  周瑶 杜雨薇

Business
Aircraft Registered in a Foreign Country to be 
Re-registered in China, Difficult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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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国客户在考虑其出行需求后，

认为将公务机注册在国内并将其主要运营

基地设在家门口的机场可能更为便捷。

当然，一些客户选择将公务机注册在

境外也是基于现实因素的考虑，特别是飞

机引进环节高额的关税。

不过，这些方面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

展：如国内保税租赁业务的发展成熟，为

中国客户引进公务机提供了更多的交易架

构选择；海关停止代征租赁飞机进口环节

增值税，便利了公务机以租赁进口的方式

引进；公务机引进环节获得相应的增值税

进项额，可用来抵扣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销

项额等。

这 些 利 好 政 策 和 因 素 将 有 利 于 促

使 部分境 外注 册 的 公 务机 陆 续 转 注 册

到境内。

  成本核算和时间预期是核心

亚联公务机有限公司高级销售及市场

代表张维娜认为，在公务机转境内注册的

过程中，中国客户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民航局对该公务机的适航认定以及与此相

关的成本核算和时间预期。

公务机托管公司往往会在转注册过

程中协助客户完成公务机买卖中的技术

接收（交机检）、转注册改装和境外国籍

注销、出口适航及出口清关，同时协助向

中国民航局递交喷涂方案、补充型号认证

（VSTC）申请等。

由于飞机改装、补充型号认证以及飞

机喷涂、铭牌的更新等需要花费一定的资

金成本，且需完成必要的流程，中国客户

需要整体考虑其引进公务机的时间预期以

及成本预算。

当然，如果该公务机是从制造商处

定制的新飞机，则一般在定制之初便需

确定该公务机的注册国，以便在制造商

处选装境内注册飞机的选装包，达到民

航局的适航标准，从而省去补充型号认

证的流程。

从公务机转境内注册的技术角度而

言，中国客户应考虑聘请专业的公务机托

管公司来协助处理与飞机原注册国局方及

中国局方的交涉，避免因飞机无法按时完

成局方的注销及注册手续而耽误飞机的正

常运行，给客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以美国籍公务机转境内注册为例，除

技术问题外，客户还要注意一系列法律问

题。中国客户在购买公务机时应首先检查

飞机状况，并注意在买卖协议的交割条件

中明确卖方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配合交

机检；提供飞机全套历史卖据；检索飞机

权利登记状况（包括但不限于FA A登记和

国际利益登记等），解除飞机可能存在的

全部现有权利登记以及解除FA A登记的

信托利益等。

同时，中国客户需要 考虑飞机交付

地点的选择，以最大化节省税务支出。通

常情况下，商务交付都是调机到免税地执

行，或在公海上交付。根据我们的项目经

验，较多客户会选择在美国Oregon州、

长滩，欧洲根西岛等免税地区完成商务交

付。在完成商务交付后，飞机将完成转注

册改转、取消原注册国注册，并取得出口

适航证。

飞机原注册国注销程序涉及转注册

改转以及民航局补充型号认证（VSTC）

等，一般耗时较长。在此期间，为避免飞机

在完成商务交付后因前述程序长期趴在交

付地造成成本浪费，有经验的公务机托管

公司会凭借其在境外原注册国的运营资质

优势建议客户在原注册国运营规则下进行

过渡期运行，保障客户在过渡期内有效利

用公务机。

此外，若公务机原注册国不是中国民

航局认可的与其已有双边适航互认安排的

国家，则可能需要将该公务机从原注册国

注销并在与中国有互认安排的国家进行注

册（俗称“洗白”），之后再转注册至中国。

  选择合适的引进模式

在进行原注册国的出口注销程序同

时，中国境内注册与进口手续也可同时开

展。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公务机的具体引进

模式。

目前公务机引进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从境外购买公务机，实现国

内客户自有公 务机；另一种则是租赁进

口，中国客户与国内租赁公司协作完成

公务机引进。

若选择直接从境外购买公务机，客户

需要首先评估其自有资金或融资能力。买

方委托团队需要帮助客户重点把关飞机

购买协议项下的交割条款、共管账户安排

等，并为客户购付汇提供法律咨询，确保

飞机购机价款安全支付。

当然，也有客户以银行融资的形式购

买引进公务机，例如飞机抵押融资，在这

种情况下则涉及融资项下的条款设计，以

及可能涉及的飞机抵押权登记等。

在公务机转境内注册的过程中，中国客户需要关注

的核心问题是民航局对该公务机的适航认定以及与此相关

的成本核算和时间预期。

绘图/ 孙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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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适航审定角度，首次进口中国并用

于航空活动的航空器，在进入中国前应按

民航局相关程序予以认可申请并取得相应

的型号认可证、补充型号认可证或改装批

准。该等适航认证应至少提前6个月向民

航总局提交申请。

同时，需要注意审定认可的前提是：航

空器出口国适航当局应与中国民航局签署

了两国间的适航协议或备忘录，并在此基

础上签署拟进口产品的型号认可申请技术

性协议。这也是我们在前文提到的，进口某

些外籍公务机需要考虑“洗白”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航局与美国联

邦航空局(FA A)之间的《适航实施程序》

已正式于2017年10月在中美之间签署并

生效，实现了两国民用航空产品的全面对

等互认，内容涵盖适航审定在设计批准、

生产监督活动、出口适航批准等方面的合

作。这使得美国N籍飞机转中国境内注册

的流程更为便捷。

在公务机完成适航审定并取得局方颁

发的运行规范后，公务机可以调机回国。

在此之前，公务机托管公司会提前向民航

局申请预留飞机注册号以及飞机国籍登记

证、电台执照及适航证。

此 外，中 国 的 航 空 器 采 用 运 营 人

（Operator）注册制，国籍登记证上的运

营人会体现公务机托管公司，而不会直接

体现公务机所有权人。因此，为保障客户

权利，建议客户在飞机引进后尽快在民航

局办理飞机所有权登记。

公务机转境内注册除涉及民航局的

适航审定、注册登记等局方程序外，从贸

易进口的角度，还需要履行商务部门的机

电进口程序以及海关的进口报关等手续。

由于商务部机电进口许可证（俗称

“O证”）办理时间大概在15个工作日左

右，因此通常建议客户在签署飞机购买协

议后，尽快开始准备O证的申请文件，尤其

需要提前准备飞机购买协议的中文翻译件

（注：项目中飞机购买协议通常是英文签

署版本）。

在完成公务机原注册国海关清关、飞

机调机回国后，飞机将进行中国境内海关

的通关程序。公务机进口属于货物贸易进

口，进口人应具有相应的对外贸易经营资

质。在项目中，有些中国客户具有对外贸易

经营者资质，可自行进行货物进出口，当

然更多的中国客户会聘请有经验的报关行

委托办理进口报关。

总体而言，公务机的引进与转境内注

册需要较高的专业协作，同时也需要优先

考虑客户的整体实际需求。我们在项目中

更多地是建议客户从自身资金能力、资产

配置以及实际出行需求等来通盘考虑公务

机的购置，从而确定公务机的注册地以及

购机架构。

                  作者单位：大成律师事务所

相比直接购买引进公务机，部分中国

客户可能更倾向于借助国内租赁公司的资

金融通能力以租赁进口模式来引进公务

机。在租赁进口模式下，客户也能从商业

目的及财务成本角度综合考虑租赁方式，

选择融资租赁（直租）或售后回租。

虽然直租与售后回租都可以为客户解

决资金配置问题，客户只需付少量自有资

金就能获得飞机的使用权，改善了客户的

资产配置质量，但两种租赁方式在税务处

理上存在区别。

直租适用的纳税政策为：以扣除支

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

款利息）、发行债券利息和车辆购置税后

的余额为销售额从而计算增值税；而融资

性售后回租业务被纳入贷款服务（而非

租赁服务）缴纳增值税，且不可作为进项

税抵扣。

任何有关税务优化的交易结构设计

均需要与有关税务机关进行充分沟通，并

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租赁方式。

同时，结合当前中美贸易形势，民生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飞机租赁事业部

高级经理陈磊指出，若考虑租赁进口公务

机，一般建议客户选择一次性缴纳关税而

不是随租金分期缴纳。这样处理主要是

可在缴纳关税后即办理清关手续，完成关

税缴纳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日后贸

易战升级，给客户造成额外的税收负担。

飞机清关也意味着结束海关监管，从而避

免日后海关监管政策改变所带来的不确

定性。

  适航登记及进口清关

尽管中国民航局已于2017年取消了

通用航空器引进审批（备案）程序，但其不

等于企业或个人能无限制、不受约束地引

进通用航空器（包括公务机）。

在公务机引进前，其型号设计需授权

获得民航局的批准，且在投入运营前，也

必须通过运行规范审定，取得三证（即国

籍登记证、电台执照和适航证）。

公务机的引进与转境内注册需要较高的
专业协作，同时也需要优先考虑客户的整体
实际需求

为保障客户权利，建议客户在飞机引进
后尽快在民航局办理飞机所有权登记

摄影/ 本刊记者 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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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航局最新发布的《关于通用航空分类管理的指导意见》中，

明确提出“允许通航运行的飞机密集停放”。什么叫密集停放？密

集停放究竟是怎么停，怎么放？

公务机密集停放怎么放？
  本刊记者 孙昊牧

民航局在8月最新发布的《关于通用

航空分类管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

运输机场应发挥公共基础设施功能，为通

用航空提供地面服务保障，允许通航运行

的飞机密集停放，不得随意以天气、机位、

流控等理由拒绝通航起降。

而今年6月，首都机场就开始了在公

务机坪密集停放和集中停放的试运行，探

索和尝试使用大航班机位进行公务机密集

停放。

什么是密集停放？在繁忙的枢纽机

场，密集停放对最大限度发挥现有机位资

源使用效率、缓解公务机停场需求、突破

公务机业务增长瓶颈有何积极意义？

  密集停放成效显著

密集停放到底是怎样停放？上面这张

实景图就是很好的说明。

最常见的密集停放方式为交叉停放

和散点式停放两种。

交叉式停放便于控制公务机间的安

全净距，停放的安全裕度较高，同时该停

放方式与普通的停放方式更为相近，运行

规则上相对简单；散点式停放由于停放方

式看起来杂乱不规则，安全净距的控制较

为复杂，且完全不同于普通停放方式，运

行的复杂性和难度更大。

密集停放有什么好处？

简单来看，从收钱的FBO运营商角度

来说，多停公务机自然能多收入一些停场

和服务费用；从付钱的公务机运营商和机

主角度来说，密集停放可以减少不必要的

调机，降低运营费用；更重要的是，从机场

和机坪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说，减少调机可

以节省宝贵的起降时刻资源，更能增加机

位周转率和机坪的资源利用率。

据记者了解，国内公务机起降最为繁

忙的首都机场，公务机主要停放于62坪、

64坪、W5坪、25坪和26坪的部分机位，

B33-B42机位，以及N1坪、N2坪及7号坪

的部分机位。

近年来，随着首都机场公务机航班

量持续增长，地面停机位需求量与日俱

2015年5月，美国一场重
量级拳击比赛在拉斯维加斯举
行，当天拉斯维加斯麦卡伦国
际机场密密麻麻挤满了来看拳
赛大佬们的公务机High-Density

Parking for Business Aircraft,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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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后，按照新的停放标准少划或不

划；需要更加可靠灵活的保障设备，比如

首都机场公务机有限公司使用的小型电动

牵引车；运行保障人员有所增加，常规只

需要机头和两边大翼共3人，现在机尾将

需要第4位地勤人员；更复杂的排班和调

度，比如根据停场时间安排飞机的排布顺

序等；FBO还需要与公务机运营商达成

协议，分清职责和义务；在指挥调度中，协

调机场运行指挥部门、空管塔台、FBO公

司、公务机运营公司和机务等地面保障单

位；如果运行中出现了不安全事件，责任

的划分也比以往更加复杂。

此次首都机场通过一系列的模拟和

试运行发现，使用较为简单的交叉式停

放，在现有机坪、滑行道条件不变，不改

变可停放最大机型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满

足飞行区技术标准对飞机停放安全净距

的要求。

成功运行20年的香港商用航空中心

(HKBAC)，是亚洲最成熟的FBO之一，也

是大中华区较早开展公务机密集停放的

FBO。

H K B AC业务拓展主管简艳萍向记

者介绍了HKBAC在公务机密集停放中的

经验：“密集停放需要在有足够的地勤人

员监察下进行，有时需要移动两至三架飞

机，腾出足够空间，才能将离港的飞机移

动至准备起飞的机位。这不光需要FBO

有足够的地面设施配套和清晰的步骤说

明，也需要地勤人员具备足够的训练和经

验，并时刻保持安全至上的工作态度和紧

密合作的团队精神，按部就班地完成停放

工作。”

在上海虹桥机场集中停放坪的实际

运行中，便专门制定了《虹桥机场公务机

集中坪运行管理方案》，机场与委托管理

方上海霍克太平洋公务航空地面服务有限

公司签署协议，霍克太平洋再与公务机运

营公司签署协议。

这一集中停放坪仅供B类及以下机型

和部分小型C类公务机停放使用，区域内

的运行、安全由霍克太平洋统一负责。据

悉，集中停放坪内配备了5组消防设备，且

距离集中停放坪90米处就设有一座机场

消防站。为确保特殊天气条件下集中停放

坪内的飞机安全，该区域内还安装有简易

地锚，一旦遇到台风等情况时，若风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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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2017年，公务机特许经营机位日均占

用量同比增长22%，其中C类公务机（即

大部分远程大型公务机）航班量更是同

比增长42%。

在此前一项由首都机场股份公司、首

都公务机有限公司和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多

方专家组成的创新课题研究中，对首都机

场公务机专属机坪64坪做了密集停放的

模拟实验：

在现有滑行道不做调整，不改变停放

最大公务机机型（湾流G450），且满足在

机坪上与相邻飞机最小净距（B类不小于

3米）的前提下，采用交叉停放方式，64坪

最多可以停放湾流G450数由传统停放的

12架增加到密集停放的18架；如果不同机

型混合停放，如采用湾流G450和G200，

密集停放最多可以停放10架G450和12架

G200，共22架。

这份报告也对首都机场各公务机机

坪通过密集停放能够释放的机位资源做了

模拟：

在较为理想的理论条件下，通过采

用密集停放方式，在不改变机坪最大停机

类型的情况下，各个机坪虽然条件不同，

资源释放能力不同，但平均提升比例达到

94.4%，效果非常明显；如果兼顾大小机

型混合停放时，可停机数量平均提升比例

进一步提升，达到116%。如果停放小型公

务机，其提升效果会更加明显。

今年6月，首都机场在N2坪开展的密

集停放试运行即采用了交叉停放方式。通

过科学规划与改造，首都公务机公司制定

《N2坪密集停放及B33-B42机位集中停

放运行管理实施细则》，N2坪机位由5个

增加至7个，新开辟的B33-B42坪采用集

中停放方式增加了10个C类机位。

而上海机场早在2016年便开启了针

对公务机的集中停放运行。

以虹桥机场为例，2016年以前，每日

公务机停场数平均已达到32架，其中停场

超过5天的公务机日均达到19架，同时在

现有机位资源中，相对较小的B类公务机

（即大部分中型公务机）机位稀缺，因而过

多占用C类机位，整体公务机机位使用效

率较低。

2016年6月起，经过多次模拟分析和

方案调整优化后，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集

中停放坪正式启用。

这一集中停放坪东西长146.5米，南

北宽100米，完全供停机使用。在长方形

的集中停机坪中，仅划设滑行线，不设停

止线，除了一个角作为飞机进出滑行口外，

其他几边的公务机均机头向中心、呈放射

性停放。

通过合理规划，虹桥机场的公务机

集中停放坪，把原本只能停2至3架飞机的

区域变成了可以停放9架公务机的区域。

此后的2017年9月，浦东机场也设立了公

务机集中停放坪，将原本的6个机位变身

为22个公务机停机位，大幅增加公务机

停机位，实现了公务航空基础设施的有效

扩容。

  密集停放并不简单 

无论是首都机场的交叉式密集停放，

还是上海机场的集中停放坪，都能够有效

缓解枢纽机场紧张的公务机机位资源和

航班时刻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务机运

行需求。这样多方共赢的方式，何乐而不

为呢？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此前国内

一些机场对于飞机密集停放方式存在一

些顾虑，主要出于对安全性和地面保障的

担忧。

作为项目专家参与了首都机场公务机

密集停放课题研究的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机场管理系教授陈燕告诉记者：“密集停

放使航空器进出机坪比以往更加复杂，运

行难度提升，安全风险增大，对机场运行

安全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陈燕向记者解释了实现密集停放的

系统工程：

从机场来说，硬件上需要对机 坪机

位进行改造，如重新划设机坪标志线，在

无论是首都机场的交叉式密集停放，还是上海机场的集

中停放坪，都能够有效缓解枢纽机场紧张的公务机机位资源和

航班时刻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务机运行需求。

左图为首都机场采用的交叉式密集停放示意图；右图为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集中停放坪示意图

散点式密集停放示意图，国外公务航空发达地区的机场甚至会像一个广场一样可以自由停放

制图/ 王世鑫

制图/ 王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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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应标准，将采取系留飞机、转移至机

库或者转场等措施。

在集中停放坪的运行中，严禁进行上

下客货、加油、维修、试车、清洗、补给等

任何保障作业，飞机进出集中停放坪一律

采用拖曳方式，严禁自滑。通过这样的模

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限面积内得

以规划出更加紧凑、高效的停机空间。

因为集中停放坪仅供停机专用，与之

相邻的两个机位被开辟用于公务机航前航

后作业保障，另有毗邻的小块区域用来放

置作业保障勤务车。

  分类管理标准呼之欲出

陈燕认为，民航局《关于通用航空分

类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到的“允许通航运

行的飞机密集停放”，已经给通航运行开

了可以突破过去运输航空运行规范的一个

口子。

“实际上，首都机场试行的密集停放

已经对民航过去通用与运输航空完全相

同的管理规范提出了一些挑战。业界也希

望能够尽快出台针对通用航空的分类管

理标准。”

陈燕告诉记者，除了更为复杂的运行

管理标准，密集停放还会涉及包括机坪道

面强度、入离位规则、特殊天气运行、标志

线划设、安全净距、泛光照明、消防设施、

监控设备、防火防风、地锚系留、除冰除

雪、应急救援、机坪地面管制和航空保险

等诸多问题，都需要与过去运输航空的管

理标准分类区别。

在香港，根据国际民航组织（ICAO）

的规定，香港机场管理局要求H K B A C

停机时A类和B类飞机需要3米的安全距

离，C类飞机需要4.5米的安全距离。而

H K B AC能够处理的最大机型是C类飞

机，包括波音BBJ及空客A319。

不过随着香港地区公务机业务日益蓬

勃，停机坪容量严重不足，HKBAC便向香

港民航处申请了特殊安全规范。简艳萍告

诉记者：“在2016年，我们向香港民航局

申请批准将C类飞机的安全距离也缩减至

3米。这样一来，能够尽量善用停机坪空间

来停泊飞机，提升容量。”

据记者了解，在欧美大多数公务航空

发达地区的机场，在公务机交叉停放的同

时也会采用更为复杂的散点停放方式。有

些机场的停机坪甚至不划设停机位标志线

和滑行线，就像一个广场一样可以自由停

放。在某些大城市的枢纽机场，如果遇到

临时大型活动，公务机也会呈现出看起来

有些杂乱、“见缝插针”的停放方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FBO运营管理

人员告诉记者：根据保守的估计，在尽可

能不突破民航局各项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采用密集停放方式也能够提升停机坪内

20%到40%的停机位数目。

但密集停放使得公务航空运行复杂

程度有所提升，也是机场及FBO运营者需

要不断优化公务机运行管理能力的一个发

力点，这些问题需要更多机场和业内人士

共同参与研究并尝试解决。

简单地说，可以用翼展长度来区分
飞机的类别。我们常见的公务机，主要
集中在A类、B类和C类。

根据民航局《民用机场飞行区技

术标准》，机位上停放的飞机与相邻
飞机以及邻近建筑物和其他物体之
间应保持的净距离，一般按以下标准
执行：

A类，净距不小于3米
B类，净距不小于3米
C类，净距不小于4.5米
D类、E类、F类，净距不小于7.5米

A类，翼展在15米以下，主起落架

外轮外侧边间距4.5米以下的飞机，包
括巴航工业飞鸿100EV、赛斯纳奖状
野马、本田HONDA JET公务机等轻型
公务机；

B类，翼展在15米到24米（不含）
之间，主起落架外轮外侧边间距在4.5
米到6米（不含）之间的飞机，包括湾
流G280、G450，巴航工业飞鸿300E，
莱格赛650，赛斯纳奖状X，达索猎鹰
2000EX等大多数中型公务机；

C类，翼展在24米到36米（不含）
之间，主起落架外轮外侧边间距在6
米到9米（不含）之间的飞机，包括湾
流G550、G650、G650ER，巴航工业
世袭1000E，达索猎鹰7X，庞巴迪环球

5000，波音BBJ，空客ACJ等大多数大
型公务机；

D类，翼展在36米到52米（不含）
之间，主起落架外轮外侧边间距在
9米到14米（不含）之间的飞机；包括
常见的波音B757、B767，空客A300、
A330等飞机；

E类，翼展在52米到65米（不含）
之间，主起落架外轮外侧边间距在
9米到14米（不含）之间的飞机，波音
B787改装的公务机属于此类；

F类，翼展在65米到80米（不含）
之间，主起落架外轮外侧边间距在
14米到16米（不含）之间的飞机，空客
A380改装的公务机属于此类。

怎样专业地给飞机分类？

香港商用航空中心公务机停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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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拥有一架公务机相比，花相对少的钱租一

架同样也能享受到公务机带来的高效与便捷。过去

几年，亚太地区公务机市场不断壮大，迅速发展的

公务机包机业务让更多人接触到了公务机。在中国

市场，公务机包机甚至可以用“火爆”来形容。

亚洲公务机
包机市场哪家强？

  本刊记者 薛海鹏

  311架公务机可用于包机

据亚翔航空发布的《2018年亚太地

区公务机包机报告》，截至2018年6月，

亚太地区有311架公务机可用于包机，较

2016年净增加15架，增幅达5%。这311

架公务机占亚太地区公务机总保有量的

26%，意味着差不多每4架公务机中有1架

能提供包机服务。

过去两年，亚太地区的公务机机队新

增了84架公务机，减少69架，最终净增加

14架。

在所有新增的公务机中，有2架为新

投入使用的全新飞机，有25架二手公务机

进入亚太市场并提供包机业务，另有57架

公务机转变用途，开始提供包机业务；在

所减少的公务机中，有37架由包机转变为

其他用途；19架离开了亚太地区，另有13

架飞机退出运营。

从机队的结构变化看，远程型和大型

公务机在亚太地区的受欢迎程度继续增

加。过去两年，在新增的27架全新机二手

公务机中，有12架大型飞机，其次是远程

和中型，分别为6架和4架；而在离开和退

出的34架飞机中，多达13架为中型飞机。

总体来看，大型飞机增幅最大，净增加16

架；中型公务机减少最多，净减少4架。

机队结构的变化趋势也符合目前亚

太地区现有公务机包机机队的特征。目

前，大型公务机依旧是最受亚太市场欢迎

的包机机型，共有94架；紧随其后的是轻

Top 3
Business Jet            Charter Markets in 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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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是亚太地区公务机包机机队最大的市场，

在339架公务机机队中，有87架提供包机服务。在过去

两年内，中国内地的包机市场规模增长超过40%，超越

印度，成为该区域市场的领导者。

型和远程型飞机，分别有70架和58架。

而从公务机制造商的角度看，庞巴迪

公务机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在亚太地区的

在役包机机队数量达79架，占亚太公务机

包机机队总量的25%。德事隆航空赛斯纳

系列公务机位列第二，在亚太地区有61架

公务机用于包机。

目前，在亚太地区，提供包机的公务

机机队平均机龄为14 年，其中马来西亚的

机队最老，平均机龄达到25 年，而孟加拉

的机队最年轻，平均机龄为6 年。

  亚太包机市场“前三甲”

中国内地、澳大利亚和印度是亚太

地区的三大公务机包机市场，拥有用于包

机的公务机数量分别为87架、65架 和59 

架。分析认为，中国内地和印度以显著的

经济增长和众多人口而著称，而澳大利亚

则是三大市场中最成熟且相对适宜公务航

空发展的地区。

中国内地是亚太地区公务机包机机

队最大的市场，在339架公务机机队中，有

87架提供包机服务。在过去两年内，中国

内地的包机市场规模增长超过40%，超越

印度，成为该区域市场的领导者。

湾流和庞巴迪分别以30架和27架的

数量，成为最受中国用户青睐的公务机包

机品牌，热门机型包括湾流G550、G400

和庞巴迪挑战者850等。另外，还有6架波

音BBJ、1架波音787公务机和6架达索猎

鹰7X活跃在中国公务机包机市场。因此，

大客舱和远程型飞机构成了中国内地公务

机包机市场的主力，机队占比高达70%。

在中国内地市场，目前前十大公务机

运营商的机队占包机机队总数的64%，其

中金鹿公务有19架公务机能够提供包机

服务，是最大的包机服务提供商，而大部

分的包机运营商仅运营一至两架公务机。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第二大公务机

包机市场，在其近200架公务机中，有65

架可用于包机业务。与中国市场相比，澳

大利亚的包机需求主要针对国内飞行，包

机机队以轻型公务机为主，占比达43%。

赛斯纳和庞巴迪是市场份额最大的包机

公务机制造商，分别有32架和14架飞机可

提供包机。

Australian Corporate Jet Centres

和Flight Options是澳大利亚包机机队最

大的两家服务提供商，均有7架公务机提

供包机服务。在这两家公司用于包机的14

架飞机中，轻型或小型公务机数量达10

架，占比高达71.4%。

印度公务机机队总数为140架，其中

有59架可用于包机，数量仅次于中国内地

和澳大利亚。印度的公务机包机机队机构

跟中国市场类似，其中约60%的公务机为

大型和中型公务机，达索和赛斯纳是印度

包机市场最大的制造商，分别有16架和13

架在役飞机。其中，Club One Air是最大

的包机服务提供商，有8架公务机用于包

机业务，其中4架为猎鹰2000。

  亚太市场包机有多贵？

不同品牌、不同航程、不同大小的公

务机用做包机，价格自然也不同。通常来

看，远航程和大客舱的价格会更高。亚翔

航空基于亚太地区公务机机队的平均价

格，从客舱大小和航程远近两个维度，大

致估算了不同机型每小时的收费标准。该

费用估算暂不包含机场、地勤、税务或其

他服务费用。

综合来看，波音公务机BBJ和空客公

务机ACJ这样的超大型公务机，他们的客

舱体积均超过150立方米，每小时的包机

费用估算也超过14000美元。

以湾流G650、G550、环球6000和

猎鹰7X等为代表的超远程公务机，客舱体

积为45立方米~67立方米，航程在11000

千米至13000千米之间，每小时的包机费

用为10000美元~10500美元。

以湾流G450、挑战者605、莱格赛

650、猎鹰900、猎鹰2000等为代表的

大型公务机，收费类别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以湾流G450、猎鹰900L X、挑战者

605和莱格赛650为代表，这几款飞机的

航程平均为8000千米，平均客舱体积为

50立方米，每小时的包机费用约为7750

美元。另一类以猎鹰2000L X、挑战者

604为代表，平均航程约为7400千米，平

均客舱体积为32立方米，每小时的包机费

用约为5000美元。

中型公务机的价格差别较大，大致可

分为四类。第一类以湾流G280和挑战者

300/350为代表，平均航程为6400千米，

平均客舱体积为25立方米，每小时包机费

用约为7400美元；第二类以赛斯纳奖状君

主、奖状X和湾流G200为代表，平均航程

为6100千米，平均客舱体积为19立方米，

每小时包机费用约为5750美元；第三类以

豪客900XP、里尔60/XR、豪客800/XP/

XPI为代表，平均航程为4800千米，平均

客舱体积为14立方米，每小时包机费用约

为4200美元；第四类为豪客750，航程为

5500千米，平均客舱体积为16立方米，每

小时包机费用约为2000美元。

在轻型公务机方面，以飞鸿300、奖

状CJ3、豪客400XP等为例，这些机型的

航程在2400千米至3700千米之前，客舱

|数据分析ANALY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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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太地区十大最受欢迎的包机航线中，有9条是

短途航线，平均飞行时间为2小时23分钟，最长的一条为

北京至马累航线，飞行时间为5小时37分钟。

体积为7立方米至11立方米，每小时包机

的平均费用在3000至5000美元之间。

以飞鸿100和赛斯纳奖状野马为代表

的超轻型公务机，平均航程为2300千米，

平均客舱体积为5立方米，每小时包机的

平均费用为2300美元。

  最受欢迎的航点及航线

放眼整个亚太地区，中国是最具发展

潜力的公务航空市场，包机需求旺盛。从

公务机的起降机场统计来看，亚太地区最

受欢迎的公务机包机起飞和降落前十大

机场，中国分别有5座和4座机场入选。

其中，最受欢迎的公务机包机起飞机

场分别为北京首都机场、香港国际机场、

新加坡实里达机场、澳门国际机场、马累

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深圳宝安机

场、吉隆坡/苏丹阿杜阿兹沙/梳邦国际机

场、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机场、悉尼金斯

福德·史密斯国际机场和呼和浩特白塔机

场；最受欢迎的公务机包机降落机场分别

为北京首都机场、香港国际机场、新加坡

实里达国际机场、曼谷廊曼国际机场、深

圳宝安机场、吉隆坡苏丹阿杜阿兹沙/梳邦

国际机场、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国际机

场、澳门国际机场、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

机场、马累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

而在亚太地区最受欢迎的十大公务

机包机航线中，有8条跟中国相关，分别为

北京—上海、澳门—马尼拉、新加坡—香

港、香港—北京、梳邦—澳门、香港—日

本、香港—马尔代夫及香港—塞班岛，另

两条航线为梳邦—新加坡和曼谷—布吉。

在亚太地区的包机市场，大部分航

班的飞行时间都不超过5小时。该地区的

包机运营商认为，用户如果计划飞离亚太

区，而且飞行时间超过7小时，通常会选择

民航航班的商务或头等舱，然后在目的地

使用当地的包机服务。

在亚太地区十大最受欢迎的包机航

线中，有9条是短途航线，平均飞行时间为

2小时23分钟，最长的一条为北京至马累

航线，飞行时间为5小时37分钟。

  包机市场长远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亚太地区的公务

机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市场需求日渐

增长，但来自机场停机位、着陆和起飞许

可、空中管制等方面的挑战，依旧制约着

该区域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最大化发挥公

务机的高效便捷仍需要时间。

通常情况下，本国和外国注册的飞机

会得到不同的处理和对待方式，而后者往

往面临更多的运营限制。

据亚翔航空的调查，外国注册的飞机

面临的停场限制大多与机场机库的空闲

程度以及机场能否用于通用航空有关。那

些仅用于民航班机的机场，如雅加达的苏

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和曼谷的素万那普机

场，通常不允许公务机在机场过夜停泊。

在许可证申请方面，东南亚国家申请

许可证一般需提前一至三个工作日。印度

尼西亚的公务航空市场一向受到政府部门

的高度监管，所以在东南亚国家中，申请

印度尼西亚许可证所需的时间最长，需至

少提前五个工作日才可办理许可证。此外，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家可能需要提前长

达七天去申请，如印度。

另外，亚洲各国民航主管部门对商业

包机运输的政策也不尽相同。除中国内地

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会对外国注册的飞机

进行空运管制，而中国内地则非正式地允许

少于30座的飞机进行国内商业包机运输。

在取得相应的航班清关手续和赞助信后，

每架外国注册的飞机可在中国境内提供不

超过6个航段的包机服务，其中包括入境和

出境的航段。此外，部分机场还有一些公务

机停场方面的限制，如北京首都机场的公务

机停场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

数据来源：亚翔航空《2018年亚太地

区公务机包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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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公务航空市
场，包机需求旺盛。亚太地区最受欢迎的
公务机包机起飞和降落前十大机场，中国
分别有5座和4座机场入选

亚太地区的包机运营商认为，用户如
果计划飞离亚太区，而且飞行时间超过7
小时，通常会选择民航航班的商务或头等
舱，然后在目的地使用当地的包机服务

摄影/ 本刊记者 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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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医疗救援服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知晓。但由于我国的航空医疗救援行业起步较晚，

不少人对航空医疗救援仍然是雾里看花。航空医

疗救援到底要花多少钱？老百姓负担得起吗？这

恐怕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 Rescue: Who should Pay the Bill?
Air Medical
“空中120”：
   谁来买单？

  本刊记者 刘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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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救援效率成正比的，是航空医疗救

援的高成本。

据业内人士介绍，航空医疗救援的费

用主要基于机型、飞行时间、航程、医护人

员、医疗设备等因素构成。航空医疗救援

机型共分两类：直升机及固定翼飞机。直

升机主要用于医疗急救和城际医疗转运任

务，固定翼飞机则被主要用于远距离的跨

省、跨国的医疗转运任务。不同的医疗机

型服务于不同需求的患者，这两种机型结

算费用也相差甚远。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官网上公

开的价目表显示：“直升机医疗转运收费

标准为3.5万/小时；固定翼医疗转运收费

标准为，起飞基础价格20万元，3小时内8

万/小时，3小时以上的飞行每小时价格依

次递减。”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通航室工

程师钟振东表示：“国内直升机医疗救护

平均价格为3万~8万元，固定翼飞机则为

几十万不等。”

这样高的价格，老百姓是否能消费得

起呢？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市场上共有5

家通航企业可以做常规性的专业航空医疗

救援服务，分别是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

救中心、金汇通航、中飞医疗、河南宏力和

山东麦特，多数在以“保险＋会员”的商业

模式运营。

自2016年下半年至今，金汇通航已

成功进行了300多例案例。

“金汇通航目前有四十多架专业构型

医疗救援直升机，在全国29个省市全面布

机，在各地政府、120急救中心和医院的支

持帮助下，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国主要地区

和保障全国主要人口的航空医疗救援网络

体系。”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范大钧表示，“为了让普通人也

能享受到航空医疗救援服务，我们希望能

打造一个人人都用得起的‘空中120’。”

因此，金汇通航特别向市场推出了

365元/年不限次，直升机院前急救免费、

院间转运9折优惠的会员产品。据范大钧

介绍，目前该项目已有600万会员。另外，

金汇通航还和中国人保财险（PICC）联合

开展了战略合作，为符合赠送条件的人保

车险客户提供免费的直升机救援服务。

为了加快航空医疗救援的普及，体现

||||||||||||||||||||||||||||||||| VOICE权威声音|

今年8月6日，一名湖北恩施利川的

60岁老人突发心绞痛晕倒。心脑血管疾病

的黄金救援时间仅120分钟，若采用地面

运输，利川至恩施州中心医院在不堵车的

情况下也需要150分钟。此时，老人的儿子

刘先生突然想起之前替母亲买过一张直

升机救援卡，当机立断，立即请求航空医

疗救援。

在确认老人的病征符合空中救援要求

以后，直升机仅花半小时就将其成功送至

恩施州中心医院进行抢救。截至目前，老

人已无生命危险，正在恩施州中心医院接

受治疗。

航空医疗救援作为全球公认的“最高

效的救援方式”，已成为现代化医疗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发达国家大多建有

完善的航空医疗救援体系，德国的医疗救

护直升机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国内任何一

个地方，每年救护任务达10万余次；美国

的航空医疗救援覆盖了全美60%的洲际

公路网络，能够为其境内84.5%的人口提

供20分钟抵达现场的服务保障；瑞士、加

拿大、日本、挪威、捷克等国都建立了相应

的空中救援体系。

随 着 中 国 国 民 生 产 水平 的 不 断 提

高，经济的复苏与通航业的不断发展，航

空医疗救援服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老百

姓知晓。

上海瑞金医院是上海首家航空医疗

救援中心基地医院，从2010年至今已经

成功开展了十多例直升机运送危重病员的

救治，是上海完成航空医疗救援任务最多

的医疗机构。

陈尔真副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人希望到大城市中接

受治疗，航空医疗救援和转运方面的需求

也越来越大。但支付方式的不成熟和空域

问题，是目前限制国内发展航空医疗救援

服务的主要因素。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得

到解决，中国的航空医疗救援将很快发展

壮大。”

  航空医疗救援 价格知多少？

由于我国的航空医疗救援行业起步

较晚，不少人对航空医疗救援仍然是雾里

看花。航空医疗救援到底要花多少钱？老

百姓负担得起吗？这恐怕是所有人都关心

的问题。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配备的湾流G550专业构型医疗救援飞机，包
含顶级医疗急救设备，可在空中实施救护，真正实现“空中医院”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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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公益性和大众性的特质，中国政府与

通航企业都为此做出了不少努力。

  航空医疗救援 谁来买单？

按照国际通行范例，航空医疗救援的

付费模式主要分为3种。

一是政府拨款。由于医疗飞机成本高

昂，国外普遍的做法是政府向通航运营企

业购买服务，或购买保底小时数。我国也

在2012年出台了《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对应急救援的成本进行

充分补贴。

二是利用医疗保险的模式，其中包括

强制性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目前以

补充性的商业医疗保险覆盖航空医疗救援

的做法，在发达国家已十分常见。我国现

已推出一些航空医疗救援商业保险产品，

但由于航空医疗救援网络尚未建立，这类

产品尚未普及。

三为个人付费项目，这是最普通、最

常见的模式，但单次收费价格较高。

虽然中国的航空医疗救援行业才刚

刚起步，但这3种付费模式均已出现在市

场上。

由政府采购、企业参与救助的形式，

在中国已有实例。湖北省十堰市急救中心

主任刘家敏表示：“十堰市120的空中急救

在一年多来已成功开展了11个案例。我们

卫计系统急救部门没有足够资金配置医疗

直升机和相关人员，所以只能依靠社会资

源拓展航空医疗救援项目。目前在与通航

企业合作中，在转运伤病员、器官、护送专

家和设备等有按航程收取费用，但几次应

急救援是完全免费的。”

据中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钱嗣维介绍，目前中国人寿与中飞医疗

已联合推出了“国寿中飞直升机急救险”，

300元的保险费用可包含300万元的医疗

保障费用。投保客户凡在救援覆盖区域内

遭遇交通意外且符合救援条件，只需第一

时间拨打救援电话，即可享受院前急救服

务、院间医疗转运服务和公务机医疗转运

服务，因急救而产生的服务费用均由中飞

医疗承担。

此外，中飞医疗还与公益组织建立

了飞行救援专项基金。钱嗣维表示：“去

年约有40多人通过该专项基金享受了免

费的航空医疗救助。”

虽然救援成本高昂，但范大钧认为：

“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费用问题。现在通

航企业在努力要让人人都用得起，但同时

希望政府能够多采购社会资源，这样政府

也无需另起炉灶供养机队和人员，既为政

府省钱，也能让通航企业可持续发展。”

钱嗣维也表示：“我们要从患者本身

需求去考虑。去年中飞医疗仅凭一架H125

医疗直升机，就飞出了159例救援和转运

病例。现在整个浙江省都知道，有这样一

家公司在做航空医疗救援。我相信航空医

疗救援发展起来以后，最终受益的一定是

百姓，是整个社会。”

  航空医疗救援普惠大众

中国航空医疗救援联盟秘书长陈东

升 表 示：“航空医疗救 援 具有公益 性和

商业性的天 然 组合优势，利国利民，是

未来中国市场的一片蓝海。但目前最主

要的障碍之一，还是大众认知度不够的

问题。”

在提高大众认知度方面，刘家敏提出

了几点可行性：“通航企业需努力加大与

保险业的合作、救援卡的普及以及社会宣

传的力度，消除人们对航空医疗救援费用

昂贵的误解，同时也希望人们不要浪费目

前成本极高的航空医疗救援资源。”

钟振东认为：“普通老百姓很难了解

到这个行业，了解以后也有很多质疑。经

过调查我们发现，120和999作为急救机

构更能获取大众的信任，所以通航企业可

以与急救机构进行合作，成为其运营商，

这样就很容易打消一般老百姓的疑虑，增

加信任度。”

999空中救护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霄东

则认为，降低费用是提高航空医疗救援普

及性的重要手段。“保险和会员制都是非

常好的方式，这样大家可以少花一点钱，

费用由保险公司或者会员单位承担。如果

将来能加入政府的医保体系中，或者由政

府、企业购买大量服务来降低成本，才能

让大众享受到真正的全民航空医疗救援

服务。”

范大钧也表示：“航空医疗救援若想

要常态化发展，就必须要面向大众消费，

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中国

共有14亿人口，需求巨大，中国航空医疗

救援事业大有可为。”

台湾联合国际救援首席执行官徐震

宇认为：“中国的航空医疗发展对比于国

际其实算是非常快速的，发展过程中的规

范化也在逐步落实，政策面也在逐步开

放，一个常态的中国式航空医疗救援服务

体系是指日可待的。”

范大钧认为：“发展航空医疗救援，

需要政、企、产、学、研、金等多位一体，夯

实基础，优化体系，提高能力，达到‘政府

支持、行业融合、社会关注、百姓信赖’的

良性发展。中国航空医疗救援要靠大家一

步一个脚印做起来，我们也坚定看好中国

航空医疗救援的明天。”

“目前国内航空医疗救援的环境非

常好，国家卫计委和中国民航局都很重

视、鼓励和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相信在

利好政策推动下，难题都能一点点被解

决。”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副院长

马圣奎表示，“希望在不久之后，当我们

接到一个急救电话的时候，直升机也能像

救护车一样，在两三分钟内做出反应，能

飞起来。这才是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对生

命的急救。我相信在国家政策和相关各界

的共同努力下，很快中国也应该能实现规

范化，常态化，惠民化的真正的航空医疗

救援。”

为了加快航空医疗救援的普及，体现出其公益性

和大众性的特质，中国政府与通航企业都为此做出了不

少努力。

|焦点关注FOCUS |||||||||||||||||||||||||||||||||

“中国航空医疗救援要靠大家一步一
个脚印做起来，我们也坚定看好中国航空
医疗救援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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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医疗救护兼有公共产

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消费品

的属性，这种属性的定位不同，

也产生了航空医疗救护的不同

运营模式和费用来源，客观上

存在商业化运作的可能。

Mode of Air Medical& Rescue
International

航空医疗救护的国际模式
  贺安华

在某些场合中，人们通常会将航空应

急救援与航空医疗救护并列使用。严格来

说，航空应急救援与航空医疗救护这两个

概念内涵有异同，也使二者的发展模式和

费用补偿有较大差别。

航空应急救援针对的是突发性、后果

严重、影响大的公共安全事故、灾害与事

件，其救援活动的开展一般由政府主导；

而航空医疗救护主要针对的是常态化的救

护，主要服务于高速公路事故、野外搜救、

病患救助等其他日常情形，参与者为机构

或个人。

当前，航空应急救援的重要性在各

国已经有了充分认识，一般定位为公共产

品，由政府提供，其费用来源有充分保障。

我国2012年出台的《通用航空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应急救援发

生的成本进行充分补贴。

各国由于国情、历史文化、宗教信仰

以及对生命的认识角度不同，对常态化的

航空医疗救护的属性认识不一，定义为公

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私人消费品的都

有。这种属性的定位不同，也产生了航空

医疗救护的不同运营模式和费用来源，客

观上也存在商业化运作的可能。

  充分市场化的运营模式

谈及医疗救护，就绕不开美国模式。

美国完全依靠市场来实现资源的配置和该

项活动的开展，企业拥有充分的定价权。

全美共有三百余家专业的航空医疗救援公

司，大企业如Air Methods之类的上市公

司，机队规模超过400架，建立了全国性

的网络；也有大量的仅有几架航空器的小

企业，如佛罗里达州面积为5.8万平方公

里，但有21家专业的空中救护公司，一些

企业仅在围绕基地周边半径50公里的范

围内开展救援活动。这种市场结构使医疗

救援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也促使企业不断

加强安全和服务意识。 

美国空中救护每年的直接运营收入

在40亿美元以上，这些费用的来源途径主

要是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另外部分为政

府资助、社会慈善捐赠和个人按需支付。

以Air Method为例，作为一家专门从事医

疗救护的通航运营企业，其从事救援费用

来源主要由保险公司承担20%、社区大学

承担10%、社区政府承担10%、社区教会

承担5%、社区医院承担30%和病患承担

25%。这种运营模式，大大拓展了其对客

户的吸引力，使其在北美迅速扩张。

在布局救护体系时，美国医疗救护公

司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覆盖人口聚集

地，二是覆盖主要交通网络。美国的航空

医疗救援体系布局，能给全国84.5%的

人口（约2.6亿）提供20分钟抵达救助现

场的服务保障，对州际公路的覆盖率达到

71.8%，能充分满足全国主要交通网络的

空中救援需求。

  政府主导建设的运营模式

从全球范围来看，对于航空医疗救护

的发展，大部分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政府直

接资助的形式。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采

取的是区域公共卫生预算，也有些国家通

过政府资助来扶持行业发展。

日本是政府主导航空医疗救护体系建

设的典型国家。日本地质灾害频发，使得

政府深刻意识到空中救援体系的重要性。

从1999年，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日本从

开始布局到初步成型推广，仅用了10年，

且发展迅速，构建了覆盖全国的发达的直

||||||||||||||||||||||||||| GLOBAL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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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机救援网络。

日本直升机救援体系所产生的费用

主要通过财政预算来解决，每架直升机

的年运营成本在230万美元左右，整个空

中救护体系的年运转成本约1亿美元。这

些费用主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

负担，分摊的比例视地方政府的经济水平

而定，一般为中央和地方各一半，同时，

企业、个人捐赠或其他途径也能补偿一些

费用。

鉴于直升机救护所表现出来的巨大

效用，日本政府正积极推进航空医疗救

护体系的发展。日本计划未来建设的救护

基地达到50个以上，每个府、道、县至少

有一个基地，在人口数量多或面积大的区

域，将设多个救护基地，实现机队规模80

架以上。

  非盈利性社会力量推动

在航空医疗救护的发展中，非营利性

组织的力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影响

着该项事业的发展，充分践行了航空医疗

救护的人道主义宗旨。

瑞士航空救援队（Rega）承担了瑞

士境内的医疗救护工作。该组织于1952

年成立，不从国家各级政府接受资金，是

独立的、隶属于瑞士红十字会的非盈利性

民营基金会，但受瑞士政府监督。其救援

费用主要以社会捐赠为主，实现免费全民

服务。Rega2014年收到250万人捐赠的

8600万瑞士法郎。通常，捐助可以满足每

年开销的60%，其余的40%由保险公司

提供。Rega的最高主管部门是基金会委

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负责对经营方针

进行决策，确保基金会的原则不动摇。另

外还设有一个最高管理小组，由3名成员

组成，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又如，澳大利亚的皇家飞行医生， 

成立之初就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有全

职职工近978人，服务的重点是向农村和

偏远地区提供综合性、移动式的医疗卫

生服务，每年飞行里程超过260万公里，

救治超过14万人次，覆盖澳大利亚90%

的国土，所提供服务均为免费。皇家飞行

医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其中，中央

政府27%、地方政府48%、社会捐赠占

15%，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个人服务合同仅

占10%。该组织开展救援的费用每年约

在600万~700万澳元，收入和支出基本持

平，完全不以营利为目的。

除此之外，德国的直升机救护体系很

发达，源于德国一直坚持推行强制性医疗

保险制度，以社会健康保险为主（保险费

用由雇员和雇主分别承担8%）、商业保险

为辅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德国占据50%以

上飞行任务的德国汽车协会（ADAC），是

一家企业化运作、非盈利性、混合性的组

织，拥有6531万会员，是欧洲第一，世界

第二大的汽车协会。该协会开展直升机医

疗救护，主要是为了给其汽车会员提供更

好的救援服务，也是非盈利性质。

  我国未来的发展之路

航空医疗救护在我国还未普及，主要

服务于高端客户，还处于起步阶段，2017

年的飞行小时约在1300小时，比前几年略

有增长，行业规模小，仍在积蓄力量。

但我国航空医疗救护也有一些商业

模式值得注意。如北京的999，通过近4

年的稳打稳扎，在固定翼转运领域奠定了

坚实基础；云南的一家企业，与当地医院

合作，通过医院协调本地的客户资源，建

立当地网络；上海金汇通过几年的布局和

网络体系建设，实现了空中救援收入的提

升，商业新模式初见曙光。

总体来看，民众对航空医疗救护有一

定认识，但保险、救援意识还不足，消费意

识有待养成。目前通航运营企业的抢滩布

局、舆论报道、联盟协会的成立、社会关注

的升温，都在为行业发展铺垫。

从国际经验直观来看，大规模常态化

的航空医疗救护开展，需要较为发达的经

济和较为完善的通用航空基础。美国、欧

洲等国的航空医疗救护起步时，人均GDP

约在5000美元（20世纪70年代），相当于

2008年的23000美元，经过了一段时间

的积淀，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

未来十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

步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具

备大规模布局开展航空医疗救护的基础。

由于中国地理经济分布存在明显胡焕庸

线分布特点，东西部差异大。这种独特的

经济地理分布，使得我国未来东南地区发

展航空医疗救护将可以参考美国模式，通

过市场运作来推动医疗救护的发展，走多

元化的模式，市场主体、费用来源、企业

类型、机构构成等均为多元化，固定翼和

直升机混合搭配。而胡焕庸线的西北部，

地广人稀，可以采取固定翼转运为主的模

式，民众支付能力比较弱，需要政府的大

力支持来逐步建立空中救援体系。

作者单位：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通用航空系

||||||||||||||||||||||||||||| GLOBAL环球视野|

未来十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将有

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具备大规模布局开展航空医

疗救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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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是时候换个角度看一看了，也给世界（朋友圈）另一

个角度看你！想象一下，在各种角度的大合影中，作为摄影师的你不光

不用躲在镜头后，还可以随时“颐指气使”地指挥你的AI 飞行相机，抓

住你最帅最美的瞬间，成为绝对的派对焦点！对，说的就是航拍无人机。

随着操作越来越简单、价格越来越亲民，你现在就值得拥有！

the Drone?          You Can Do It!

Play with
无人机航拍？
你也可以的！

  本刊记者 孙昊牧

内文.indd   80-81 18/8/16   下午6:43



82 83

自动完成。当你在野外自驾或骑行，来一

个球形全景，或者一段平行跟拍视频，只

需要几分钟的后台自动剪辑，就能分享给

朋友！

当然，这样的飞行“自拍神器”也不

是没有缺点：

为了尺寸和重量考量牺牲了电池，

理论上15分钟的续航分分钟让人尴尬；

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尽管感光度、快

门可调，大部分时间只能做傻 瓜相机使

用；使用WI-FI的图传信号稳定度不足，

超视距飞行时经常掉线；夜景航拍能力

不足……

但是作为入门级的航拍无人机，最大

的作用就是拉你入坑！

从 这一款 开始，御 M AV I C系列在

提升性能的基础上依然做到便携；精灵

PHANTOM系列已经出到第4代，广受航

拍爱好者欢迎；悟INSPIRE系列可以达到

6K高清，堪称专业航拍机。

这些更专业的航拍无人机应该怎么飞

和怎么拍？还需要专业的无人机航拍达人

来指点迷津。

  先学飞，再学拍

最早进入无人机航拍行业的人，并不

是摄影师，而是广大的航模爱好者。

现在供职国内最大航拍无人机企业

的航拍师刘国正，2012年便开始用DIY的

固定翼无人机航拍，现在飞专业级别的四

旋翼无人机悟INSPIRE 2，“从最初没有

专用云台相机到现在一体稳定的云台相

机；从最初不能远程控制参数到现在可以

在APP上控制拍照和录像；从最初的容易

‘炸机’到多向自动感知避障技术……现

在的商品级无人机越来越成熟，技术的进

步在无人机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告诉

记者。

资深纪录片航拍师刘竹文最初也是

靠自己DIY的六旋翼甚至八旋翼无人机挂

专业相机云台进行拍摄，但现在市场上成

熟的无人机产品也能满足一般的高清视频

拍摄需求。在日常拍摄中，他都会提前一

天先去预设航线进行试飞。“如果没有时

间试飞，更要提前掌握拍摄地的天气、温

度、风力等，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善用无人

机系统的悬停和自动返航功能。”

拥有几十万粉丝的摄影达人“4_23”

使用精灵Phantom 4 Pro拍摄一年多时

间，他表示这款无人机已经是一款配置性

能各方面都很完善的消费级航拍无人机，

具备优秀的成像系统，拥有2000万像素的

传感器和接近12挡的动态范围，在细节层

次和暗光条件下的成像素质也很出色，能

够满足白天和夜景的拍摄使用。

所有的航拍达人都强调，用无人机拍

摄，首先要学会飞，再考虑拍。无人机到手

后，结合真机先熟读说明书，也可以在电

脑上提前安装一些飞行软件进行练习，实

操练习一定要选择绝对空旷的环境和飞

行区域。

刘国正也提醒大家：“尽管现在绝大

部分消费级无人机都具备避障功能，但也

不能完全依靠自动避障。比如电线、较细

的树枝等系统就无法识别，还有入门级的

无人机只有单向和双向避障，并不能全方

位保证安全。”

身在禁飞区北京、苦于无处练习的航

|权威声音VOICE |||||||||||||||||||||||||||||||||

  你的AI飞行“自拍神器”

简单地说，现在的航拍无人机，就是

你不用多么会“飞”也不用专业懂“拍”，

也能从上帝视角看世界，任意角度自拍，

网红的球形航拍图一键可得，甚至制作简

短的运动小视频……随着AI人工智能和深

度学习的发展应用，航拍无人机正在成为

每个人都玩得转的新玩具。

这些炫酷的操作并不需要上万元的

专业设备，仅售三千多元的国内领先航拍

无人机入门机型晓SPARK就都能实现。

更神奇的是，通过人脸检测和识别，

你甚至可以不用遥控器和手机操作，只用

一组简单的手势操纵你的航拍无人机。给

它比个相框，随时随地来一组自拍，举拳

示意录一段小视频，挥手是召唤跟随你运

动拍摄，举两手召回返航等，哪怕一个人

的出游也能拍出带着摄影制作团队感觉的

大片。

这款只有手掌大小的无人机还主打室

内聚会场景使用。这一应用的前提是室内

空间尽可能空旷、人员不要太密集，当然

最重要的是，你要飞得足够熟练和自信！

全新的纯手势飞行操控模式更适合

在聚会时使用。

想象一下，在各种航拍角度的大合影

中，作为摄影师的你不光不用躲在镜头

后，还可以随时“颐指气使”地指挥你的AI

飞行相机，抓住你最帅最美的瞬间，成为

绝对的派对焦点！

过去“飞手”们需 要 特 别训练 的冲

天、渐远、环绕、螺旋等常规飞行路径，都

被新机型中的黑科技所掌握，一键开启，

更神奇的是，通过人脸检测和识别，你甚至可以不

用遥控器和手机操作，只用一组简单的手势操纵你的航

拍无人机，哪怕一个人的出游也能拍出带着摄影制作团

队感觉的大片。

|||||||||||||||||||||||||||||||| PLAYER玩转通航|

俯瞰浓雾笼罩中的上海陆家嘴，上海中
心大厦、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都仿佛空
中楼阁，东方明珠电视塔也只剩一个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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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新人lleo告诉记者：“北京只有出了六环的郊区才能飞。尽管一些

无人机可以在室内起飞，但信号不稳定，也不适合长时间练习飞行，

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室内飞行一定要装上桨叶保护架，一方面保护

无人机桨叶，一方面也保护室内人员和设施安全。”

根据民航局的规定，凡购买最大起飞重量250克以上的无人

机，都要进行实名制登记，“飞手”也需要通过考核取得合格证。民

航局此前公布了173个机场的净空保护范围数据，即内置在无人机

系统中的地理围栏。此外，空机重量不超过4公斤，起飞全重不超过

7公斤的航拍无人机，在户外飞行前只需要在相应的无人机云系统

进行备案，即可在非禁飞区域飞行。

刘国正表示：“大疆APP的操作系统查询禁飞区就很方便，此

外也有很多APP提供禁飞区查询。除了在系统里查询，也要询问当

地保安及居民的意见，现在国外的很多旅游景点都会设立禁止无人

机的警示牌，最好不要贸然起飞。”

lleo则很难在身边找到合适的场地飞行，如果出差时有时间，

他都会带无人机。另外就是每次回河北邯郸农村的老家，才能痛痛

快快地飞几天。“我老家有大片田地的广阔平原，飞起来太爽！而且

我拍的视频还让我们全村人都从空中看到了自己的家，也让我成了

我们村的红人。”

一般情况下，身边较为空旷的操场和停车场，没有电线和高大

树木遮挡，都可以作为练飞的好地方。在真正开始航拍前掌握必要

的飞行技巧很关键：直线飞行、八字飞行、环绕和螺旋飞行等，只有

飞得好，才能拍得好！

  航拍技巧全攻略
限制速度、及时返航

新手放飞前最好先在APP上进行限制设置，包括飞行速度、操

作敏感度、云台俯仰度等。同时一定要在人少的地方试飞，特别是

提醒围观人员保持安全距离。“不贪飞”是新手要恪守的重要准则。

在收到低电量警示后，就应该做好返航的准备。如果在逆风的情况

下，飞行器会需要更多的动力返回返航点，因此在电量低于30%前

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方式返航。

城市夜景拍摄

航拍城市夜景大片是很多无人机爱好者的心头好，但是夜景

拍摄的难度也更大。

“4_23”建议，在夜景拍摄时，可以关闭飞行器前LED灯，避

免不必要光污染影响。在弱光环境下无人机无法避障，因此这时更

要控制飞行器在可视范围内安全飞行。图传信号有2.4G和5.8G之

分。5.8G的抗干扰能力较强，而2.4G更具备穿透能力，所以城市航

拍推荐选用5.8G的图传信号。

“日落前后到刚入夜的时间段是最佳的夜景拍摄时间段，配合

好天气与空气质量等条件，往往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运动中起飞

运动起飞时需要给飞行器更大的初始速度，否则很容易炸机。

如果自驾车或驾船拍摄，最好先停车和停船，在相对静止的速

度下放飞飞行器后，再与车船同步前进。刘国正分享了他的拍摄经

验：在海面运动中的邮轮起飞时，可以请朋友先手持飞行器举过头

顶，然后把油门推到比平时起飞更大，在放手的瞬间保证足够的升

力，可以有效避免炸机。

高原飞行

去青藏高原飞，航拍布达拉宫是lleo的下一个愿望清单，为此

他也做好了准备。

在高原和低温状态下，无人机电池电量衰减很快，因此一定要

准备充足的备用电池；同时在开机前先用空调给电池加热，也能增

加飞行时间。在海拔3000米以上就应该准备专用的高原桨叶，在

空气稀薄地区提供更大的升力。

风向突变怎么办

在高空飞行时，多变的风向很多时候会成为无人机“杀手”。

常见的航拍无人机在5级以内的风里飞行都很安全，但是在一

些特殊的地形条件下，经常会有突然的风口出现，比如悬崖、水面

甚至高楼大厦等建筑物旁边。刘竹文提醒大家，在进入这些区域

前，可以稍稍加大马力，给无人机更大动力，对抗突变的风向，此外

在通过峡谷或是建筑物时，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也给自己留下缓

冲空间。

“新手可以尽量控制在视距内飞行，自己通过手机监视画面操

纵的同时，另外请朋友帮忙从旁观察和提醒。”

炸机怎么办

无论如何，不要尝试徒手接飞行器！

首先要冷静，确定飞行器落地后，尽快找到飞行器。如果此时

螺旋桨还在旋转，一定不能靠近，先在APP设置紧急停机，待停转

后再捡回。如果找不到飞行器，可以通过最后的飞行信息判断地理

位置，或者致电厂家客服获取地理信息。

图传丢失怎么办

在远距离飞行或信号干扰多的时候，会突然没有图传信号。这

时的第一原则是不能慌张。

不能盲目在遥控器上做任何操作，首先放开操纵杆让飞行器悬

停，然后调整自己的位置来寻找信号，比如调整天线方向，去更高

的地方，远离大树、高楼等障碍物，如果还找不到信号，可以提高飞

行器的高度，来到更开阔的地区，然后根据情况使用自动返航。

极限拍摄

飞得更高或者更低，都可以带来更有冲击力的航拍效果。一般

航拍无人机飞行高度的上限是500米（各国飞行高度限制不同），此

时采取直冲向上或俯冲向下都可以拍摄出极具震撼效果的短片，但

一定要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操作缓冲空间。

贴地飞行和狭小空间穿越飞行是无人机航拍与传统航拍相比

最大的优势。通常无人机的避障功能都默认为打开状态，会阻碍这

些极限飞行，同时也限制飞行速度。如果想要进行特别惊险的贴地

或穿越飞行，可以手动关闭避障，但不建议新手尝试。
总高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外观呈螺

旋式上升，建筑表面的开口由底部旋转贯穿
至顶部，成为上海市的新地标

总高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外观呈螺
旋式上升，建筑表面的开口由底部旋转贯穿
至顶部，成为上海市的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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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usiness Jet in the Movies and TV Dramas
Best Shots
史上最强公务机影视攻略

  本刊记者 刘九阳

公务机素有“经济晴雨表”之称，财

富在哪里，公务机就飞向哪里。作为最私

密、方便、迅捷的交通工具，公务机在欧美

等成熟市场已成为高净值人群不可或缺的

出行工具，在欧美的影视剧中频繁出现，

更是不足为奇。

好莱坞大片向来以其精良的制作，

超燃炫酷的特效技术，气势恢宏的动作场

面，励志好看的故事情节，发达的科技手

段和庞大的工业体系吸引全球的观众，不

少时候也会拉各种公务机来助阵。

  飞机形象深入人心

英国007系列电影数十年来风靡全

球，历经近50年长盛不衰。007不仅是影

片的名称，更是主人公特工詹姆斯·邦德

的代号。绅士风度、机智勇敢而且多金大

方，更是007吸引诸多性感美貌的邦女郎

的法宝。他总能在最危难时化险为夷，也

总能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

全世界的影迷都想拥有邦德的装备，

他的爱驾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水

上摩托、劳力士手表、专用手枪PPK，甚至

有网站专门用来展示和讨论他的这些玩意

儿，但其中他的飞机则是最为引人艳羡的。

“如果能让邦德坐飞机，就别让他坐

火车。”在设计007的任务形象时，制片人

布罗克里和他的合作伙伴萨尔兹曼的态

度始终如一。

 自第一部007电影于1962年10月5

日公映到现在，邦德的飞机已经升级换代

了多次，飞机作为航空文化的符号更是深

入人心。

有数据统计称，早在上世纪60年代

007系列电影中的《诺博士》（Dr. No，

1962）和《来自俄罗斯的爱情》（From 

Russia with Love，1963）中，邦德开着

喷气式飞机到处执行任务时，美国还只有

不到2%的人坐飞机出过国！

在1967年的《雷霆谷》（You Only 

Live Twice）中，邦德就驾驶过一架名叫

“内莉”的旋翼飞机，既可以分解成小块

装进手提箱里运输，又能在短时间里重新

组装起来驾驶。此外，该飞机内还装有火

箭弹和导弹，杀伤力极强。

在 1 9 8 3 年 的 《 八 爪 女 》

（Octopussy）中，邦德的飞机“行头”升

级成了一种喷气式折叠翼飞机，不仅能直

接从公路上起飞，速度高达48km/h，还能

在飞机燃料耗尽时降落到公路上，将机翼

折叠后开到加油站加油。这架飞机就十分

贴近现今使用的通航飞机形象了。

好莱坞大片向来以其精良的制作，超燃炫

酷的特效技术，气势恢宏的动作场面，励志好

看的故事情节，发达的科技手段和庞大的工业

体系吸引全球的观众，不少时候也会拉各种公

务机来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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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机影视编年史？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公务

机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也逐步跟随影视行

业的发展进入人们的视线。

在欧美等成熟市场，“空中办公室”和

“时间机器”的称号更贴近公务机的真实

属性。公务机不仅是成功人士的座驾，更

重要的是作为企业或者组织奖励杰出精

英人士出行的必备交通工具。这一点，欧

美影视剧的导演与编剧们也都十分清楚。

美剧《犯罪心理》是最忠实的湾流公

务机粉丝。从2005年开播至今，湾流公务

机可谓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下属的行

为分析部（BAU）能够快速出发前往现场

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交通工具。

几乎每一集开头都有的名人名言旁白

部分，都是以湾流飞机的镜头画面作为连

接的。整整13季的《犯罪心理》可谓是湾

流公务机的编年史。

从早期的湾流III、IV、V型公务机，再

到湾流G100、G200公务机，再到最常用

的湾流G550公务机，让人不禁怀疑FBI是

不是把湾流的全系列产品都买了个遍，完

全可以开一家湾流公务机型号博物馆。

对于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公务机到达案

发现场，其实剧中已经给了解释。

BAU小组的身上往往肩负着许多人

的安全和生命，其所需的交通工具一定是

要一直待命、随时起飞，并且由于时间紧

迫，他们只能在移动中讨论案情，分析凶

手的作案心理，这就更要求交通工具的高

度保密和安全性。唯一能满足这些高要求

的交通工具，恐怕就只有公务机了。

但美中不足的是，有时候为了拍摄方

便，《犯罪心理》中大部分机舱画面，都是

在摄影棚中完成的。虽然逼真，但还是能

看出美术组的努力痕迹。从第一季到最新

一季，几乎都是同样的布景、座椅以及同

样的色调。

有时候为了模拟飞行中遇到的气流，

摄制组甚至还会将整个机舱布景用千斤顶

抬起来，左右晃几下。这样的乐趣只有看

剧的时候才能体会。

另一部近期运用到公务机的美剧，是

《国土安全》。与《犯罪心理》中的FBI相

对应，《国土安全》讲述的是美国中情局

CIA的故事。虽然不曾大规模运用公务机

作为移动工具，但《国土安全》中公务机仍

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无独有偶，剧中

Saul Berenson的扮演者与《犯罪心理》

中的老Gideon是同一位演员。

  公务机在手 说走就走！

在最新的好莱坞电影中，公务机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或许难以置信，《惊天魔盗团2》中，

巴航工业公司生产的Legacy 650公务机

出场次数堪比主角，成为了推动剧情走向

的重要工具。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扮演的大反派一

出场便充分利用了公务机的妙处，将昏迷

中的天启四骑士搬上了自家的公务机内尽

情嘲弄。

或许导演是为了证明自己拍的并不

是假 道具，也为了证明大反派真的很依

赖公务机出行，电影中频繁地以360度无

死角的方式拍摄Legacy 650的身影。最

后更是在除夕之夜、泰晤士河的中间，在

legacy 650的机舱内外上演了一场精彩的

魔术真人大秀。

在《盗梦空间》中，莱昂纳多·迪卡

普里奥扮演的造梦师与他的特工团队，也

曾使用公务机作为交通工具，快速来往于

世界各地。不仅在电影中庞巴迪的挑战者

300和湾流G550公务机先后出镜，齐藤

一行人更是从市区楼顶直接乘坐VIP型的

空客EC135直升机前往机场，达到了空中

出行的无缝连接，效率惊人。

另外，《惊天魔盗团1》中曾出现了达

索猎鹰2000公务机，《达芬奇密码》中则

使用了豪客800作为交通工具。《变形金

刚4》中，美国中情局官员的出场更是拉

风—使用了湾流G450公务机和外星人

打交道。

不仅是美国，其他地区的影视剧中也

会出现公务机的身影。

《神探夏洛克》第3季最后一集，夏洛

克被哥哥麦考夫流放出国。在与华生分别

之际互诉衷情时，负责遣送夏洛克的公务

机也是赛斯纳奖状CJ系列。

但是才刚刚起飞，夏洛克就在飞机上

接到了哥哥的电话，要他返航。与此同时，

莫里亚蒂的头像正在全伦敦的大屏幕上闪

烁：“Did you miss me?”刚刚起飞4分

钟就能重新落地，这恐怕也只有公务机才

能如此任性了。

更 任 性 的 还 有 日 本 版 的《花 样 男

子》，剧 中 道 明 寺 乘 坐 自 己 的 私 人飞

机—赛斯纳奖状CJ系列公务机飞往美

国之际，不仅没有与杉菜告别，甚至傲娇

地让杉菜徒步追机！最后还让飞机随时

停下，方便两人在夕阳下的机坪上谈情说

爱。能让道明寺如此随心所欲，恐怕也只

有公务机才做得到了。

另外，希望大家在这些影视剧中注意

到这些细节：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公务机上

开视频会议、打电话、上网，地面上要做的

事情，在公务机中样样都能做！使用如此

方便又快捷，才是公务机“空中办公室”的

最佳打开方式呀！

  犯错？不靠谱的镜头

影视剧的导演、编剧们毕竟不是航空

科班出身，所以也不能免俗地犯一些错。

《玩命快递2》中，杰森·斯坦森和大

反派，在“湾流II”公务机上打斗，弄得飞

机失控，以90度直冲云霄后失速坠海，结

果主角坠机后还能生龙活虎，让人感叹主

角光环太过强大的同时，也感叹湾流飞机

的皮实。

男主开车追飞机的情景更是让人想

起了一首歌：“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

车里。”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是《速度与激情

6》，最后各种跑车大战“An124”，整个打

斗持续10分钟，飞机却一直在跑道上高速

滑行，算下来这跑道至少要30公里，而世

界上最长的民用机场跑道也就5500米，

地点在中国的西藏昌都。

公 务机在《钢铁 侠》系列中均有亮

相—作为世界第一大军火商，托尼拥有

公务机是理所应当的。但有趣的是，这些

飞机的外形都是独特的概念型飞机，不过

镜头一转，客舱就暴露了真身。《钢铁侠》

1和2中使用的是波音BBJ，而《复仇者联

盟》中的那独特的扁椭圆型舷窗就暴露了

其使用的湾流系列机型。

文章写到这里，可能很多人要问：“国

内的影视剧里就没有公务机吗？”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飞机这一

航空文化符号在中国影视剧中也渐渐从

无到有，甚至近年来也出现了公务机的身

影。电视剧《好先生》与《归去来》中都曾

简短地出现过公务机的拍摄镜头，这不仅

代表了中国航空文化的科普和进步，更代

表了公务机正在逐步走进大众的视野。

影视行业与通用航空在世界上都是历

史悠久的传统行业，相信终有一天，航空

文化能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大众媒体

进行普及，公务机的形象也能逐步“飞入

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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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Lu Erjia

Effectively
Pushing                forward Categorized Management        
and Heat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R
ecently,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AC) issued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Categorized 

Manage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Opinions), which focused on four 
aspects of laws and regulat ions, 
professional workforc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service platform, 
aiming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categorized management system of 
general aviation, to break the obstacles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to 
enhance the supporting capability of 
general aviation service, so as to heat 
up th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T h e O p i n i o n s p r o p o s e d t 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delegating power and 
improving management, focusing 
on problems, strengthening services, 
carrying out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forging ahea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 r ia ls. Effor ts wil l be made to 
e s t abl i sh a s e t of i ndep endent , 
complete and scientifically applicable 
regulation system for general aviation, 
to cultivate a civil aviation professional 
workforce that can meet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requirements, to build a 
civil aviation working mechanism 

that is innovat ive, inclusive and 
under moderate oversight, to develop 
a general aviation service platform 
which is open, transparent, intensively 
and shared. It is envisaged that by 
the year 2020, a standardized policy 
and regulation system, classif ied 
supervision system and supporting 
service system which f it in with 
the infant stage of Chinese general 
aviation, and yet different from public 
aviation transport service will take 
shape.

The Opinions identified that a 
standardized regulation system of 
general avi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Various levels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r ules concern ing l inks such 
as aircraft, personnel, operations, 
a i rpor ts, accident investigations, 
etc., will be improved; simple and 
m e ch a n ic a l c o py o f p ub l i c a i r 
transport management will be striped 
off; an independent regulation system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general aviation will be 
built; various normative documents 
that are too demanding on general 
aviation will be revised or abolished at 
a fast pace; industry associations will 
be encouraged to separately roll out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of general 
aviation operation, re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to develop service 
standards for this emerging industry.

The Opinions put forward that 
a professional workforce of general 
aviation should be built. 

Fi rst, a team of professiona l 
i nspec tor s wi l l be for med. T he 
setting of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of 
general aviation will be strengthened; 
explorations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erm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spector 
ove r s ig h t s ys t e m, a n d c u r r e n t 
inspectors will be further segmented 
into two branches of public transport 
and general aviation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oversight efficiency. 

Second, the threshold for entrants 
will be lowered. General aviation 
enterpr ises and genera l aviat ion 
airport personnel will be allowed to 
work part-time and freely; the health 
examinations of general aviation pilots 
will be loosened; both the difficulty of 
maintenance license examinations of 
piston aircraft and helicopter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working experience 
will be reduced, and the licensing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requirements 
for general airport controllers will 

be simplified or adjusted; in-depth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ivil-
military aviation will be promoted, and 
the conversion system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concerning pilots, crew 
members and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will be straightened out and simplified. 

T h i r d , t h e g r o u p o f f ly i ng 
enthusiasts wi l l be expanded. A 
training system that is suitable for 
public recreational f lights will be 
developed; multiple way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for training recreational flight 
instructors and testers; and aviation 
culture will be vigorously cultivated. 

Fo u r t h , t h e exp e r t t e a m of 
general aviation will be enriched, 
and innovation will be made in the 
building of general aviation think tank 
to speed up in cultivating a theoretical 
expert team, and carrying out research 
into a developing path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genera l avia t 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he Opinions explicitly set out 
that the general aviation oversight 
mechan ism should be ef fect ive. 
C a t ego r i z e d m a n a ge m e n t w i l l 
be ca r r ied out and a categor ized 
oversight mechanism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s and operational risks will be 

established; special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passenger flights; pre-event 
approval will be reduced while in-
the-event and post-event regulation 
will be stepped up; the market access 
of non-passenger f light enterprises 
will be simplified and eased. Efforts 
will be made in enterprise evaluation, 
and third parties will be entrusted to 
carry out assess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general aviat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s of various categories will 
be nurtured; penalties for dishonesty 
and violat ion of regulat ions wil l 
be tightened. Supporting services 
concer n ing a i r por t s, a i r t r a f f ic 
management, aviation oils, aviation 
supplies and so on will be conducted 
and social capital will be encouraged 
to invest in general aviation market 
to boost competition. Oversight will 
be carried out from time to time, and 
changes will be made in terms of work 
style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cordial 
service.

The Opinions proposed to build 
a general aviation service platform. 
One-stop licensing will be achieved, 
and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flight 
plans of general aviation enterprises 
can be applied and approved online; 

various approval procedures will be 
simplified and standardized to enhance 
efficiency. Supervision methods will 
be improved by apply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 a to en hance the 
surveillance and tracking capabilities 
of ground and air activities of general 
aviation, and to realize real-time and 
dynamic flight monitoring; general 
aviation statistics will be improved. 
Information connectivity and sharing 
will be realized, and the content, 
adjusting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responsible departments 
i nvolve d w i t h gene r a l av ia t ion 
should be identified; the functions of 
supporting services for flights will be 
improved,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such as information, weather report 
and airports will be published online; 
the information supply and demand 
plat form of the indust r y wi l l be 
expanded, and the publishing platform 
of supply and demand information 
s u c h a s b i d d i n g,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personnel, aircraft, aviation oils will 
be improved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to reduce intermediaries and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Translation by Zhou Mi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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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Xue Haipeng

How Many
Business Jets in China Are Registered Domestically?

A
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Asian Sky Group, by 
the end of 2017, there 
we r e a t o t a l o f 519 

business jet s in g reater Ch ina. 
A mong t h em, 339 we r e i n t h e 
Mainland of China, 139 in Hong 
Kong, 10 i n Ma cao, a nd 37 i n 
Taiwan.

Among the 339 business jets in 
China Mainland, 76% (258 aircraft) 
were registered in China, 13.9% (47 
ai rcraft) in the US, and 9.1% (31 
aircraft) were registered off-shore, 
including popular registration sites 
such as the Cayman Islands, Bermuda 
and Aruba; three other aircraft were 
registered in other regions.

Comparing with China Mainland, 
business jet owners in Hong Kong 
are more inclined to register outside. 
Among the 139 business jets, only 20 
were registered locally, accounting 
for 14.4%, while 111 were registered 
in the US or offshore, accounting 

for nearly 80%. Macao currently has 
10 business jets, and seven of them 
were registered in the US, while 
only one was registered locally in 
Macao. However, business jet owners 
in Taiwan are apt to register locally, 
and 27 of 37 jets were registered in 
Taiwan, accounting for 73%. 

It is learned that for the users, 
wh a t t h ey c o n c e r n e d m o s t i n 
registering abroad are to reduce the 
high tariffs and value-added tax on 
aircraft introduction. For the time 
being, the import tariffs and value-
added tax of business jets in China 
Main land is as h igh as 22.85%.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ome business jets are charged a 50% 
tariff in importing.

E xc e p t fo r t a r i f f s av i ngs , 
overseas registration also presents 
an advantage of a wider choice of 
pilots. For example, some offshore 
registration islands have almos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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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usiness jets, and seven of them 
were registered in the US, while 
only one was registered locally in 
Macao. However, business jet owners 
in Taiwan are apt to register locally, 
and 27 of 37 jets were registered in 
Taiwan, accounting for 73%. 

It is learned that for the users, 
wh a t t h ey c o n c e r n e d m o s t i n 
registering abroad are to reduce the 
high tariffs and value-added tax on 
aircraft introduction. For the time 
being, the import tariffs and value-
added tax of business jets in China 
Main land is as h igh as 22.85%.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ome business jets are charged a 50% 
tariff in importing.

E xc e p t fo r t a r i f f s av i ngs , 
overseas registration also presents 
an advantage of a wider choice of 
pilots. For example, some offshore 
registration islands have almost no 

restrictions on nationality of pilots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What’s more, according to an 
insider, compared with domestic 
regist rat ion, the procedures for 
overseas reg ist ra t ion a re more 
concise, and the period of completing 
registration is shorter.

A lthough there were many 
business jets registered in the US or 
island countries, most of the Chinese 
customers still opt to pay higher 
tariffs and register their aircraft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the operational 
convenience of business jets.

I n  g e n e r a l ,  t h e  s t a t e  o f 
registration of a business jet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f lexibil ity of the 
aircraft operating in that country 
or region. Non-domestic registered 
b u s i n e s s j e t s w i l l  h ave m o r e 
administration hurdles in terms of 
the access to slots at airports, airport 
usage, airways and flight applications.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s, 
i n p r i nc iple, t he pla n ned f l ight 
segments of foreign business jets 
within the border of China for a single 
entry should be no higher than six.

In addition, for domestic buyers, 
in case of a sales of business jets, 
domestically registered business 
jets have high appeal than those 
registered overseas.

Although the nat ional ity of 
business jets can be changed, and 
it is of ten both t ime and money 
c o n s u m i n g. E x p e r t  s u g g e s t s 
that when choosing the state of 
registration, factors such as cost, 
jet usage, owner preference, and 
market demand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hire a professional team 
to get to know the expertise involved 
in the business jet regist rat ion 
process, and on which basis, owners 
can make wise choices.

Translation by Zhou Mi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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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ircraft Registered in a Foreign Country to be 
Re-registered in China, Difficult or Not?

As
business aviat ion 
m a r ke t i n C h i n a 
continues to develop, 
s o m e  b u s i n e s s 

aircraft registered in a foreign country 
may be chosen to re-register in China 
in the future, no matter it is due to the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s  o f  e n h a n c e d 
convenience for operation of business 
aviation, improved legal environment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r reduced 
capital cost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 ing 
registration of business aircraft from 
overseas to China, the core issue that 
Chinese clients should note is the 
airworthiness recognition of business 
aircraft concerned by Civil Aviation 
Administ rat ion of China and the 
associated cost and estimated time it 
takes.

From the technical perspective, 

Chinese clients should consider to hire 
a professional business aircraft hosting 
company to assis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uthority of the original state of 
registry and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y 
in order to avoid the circumstance 
whe r e t he no r m a l op e r a t ion of 
aircraft is interrupted due to failure to 
timely complete the cancellation and 
registration formalities required by 
authorities.

In the meantime, clients should 
also be mindful of the following legal 
issues when working on projects that 
introduce business aircraft:

Taking the cancel lat ion of N 
reg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when purchasing business 
aircraft, Chinese clients should first 
check aircraft status, and be careful 
to clarify the seller’s obligation in the 
delivery conditions of sales agreement.

Meanwhile, they should a lso 
consider choice of aircraft delivery site 
to minimize tax expense. Usually, the 
aircraft is relocated to tax-free zones 
or high seas for commercial delivery.

After the commercial delivery is 
completed, the aircraft will complete 
the transfer of registration, cancel 
registration at the original state of 
registry and obtain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 for export.

As the aircraft goes through the 
cancellation and export procedures 
at the or ig ina l st a te of reg ist r y, 
registration and import procedures 
i n  C h i n a  c o u l d  b e  i n i t i a t e d 
simultaneously, during whi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ollowing main 
issues:

First is to choose introducing 
aircraft by purchasing or leasing. If 
choosing to directly purchas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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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technical perspective, 

Chinese clients should consider to hire 
a professional business aircraft hosting 
company to assist communica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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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y and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y 
in order to avoid the circumstance 
whe r e t he no r m a l op e r a t ion of 
aircraft is interrupted due to failure to 
timely complete the cancellation and 
registration formalities required by 
authorities.

In the meantime, clients should 
also be mindful of the following legal 
issues when working on projects that 
introduce business aircraft:

Taking the cancel lat ion of N 
reg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when purchasing business 
aircraft, Chinese clients should first 
check aircraft status, and be careful 
to clarify the seller’s obligation in the 
delivery conditions of sales agreement.

Meanwhile, they should a lso 
consider choice of aircraft delivery site 
to minimize tax expense. Usually, the 
aircraft is relocated to tax-free zones 
or high seas for commercial delivery.

After the commercial delivery is 
completed, the aircraft will complete 
the transfer of registration, cancel 
registration at the original state of 
registry and obtain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 for export.

As the aircraft goes through the 
cancellation and export procedures 
at the or ig ina l st a te of reg ist r y, 
registration and import procedures 
i n  C h i n a  c o u l d  b e  i n i t i a t e d 
simultaneously, during whi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ollowing main 
issues:

First is to choose introducing 
aircraft by purchasing or leasing. If 
choosing to directly purchase business 

from a foreign country, a client first 
should evaluate his or her own capital 
or financing situation. And if choosing 
to import an aircraft by leasing, a client 
should decide the leasing model such 
as financial lease (direct lease) or sale-
lease back, based on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commercial purposes 
and financial costs, as the two leasing 
models distinguish each other on tax 
affairs. 

F r o m  t h e  p e r s p e c t i v e  o f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an aircraft 
first imported to China and used for 
avia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granted 
approval according to applicable 
procedures of CAAC, and apply 
for and obtain corresponding type 
validation certificate, supplementary 
t y p e va l i d a t i o n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modification approval, before entering 
China. In the meantim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prerequisite for 
certification and approval is that the 
airworthiness authority of the state of 
export has signed bilateral agreement 
or MOU on airworthiness with CAAC, 
and on the basis of bilateral agreement 
or MOU, the technical agreement 
on type validation application for 
products to be imported.  

After f inishing airworthiness 
cer t i f icat ion process and having 
obtained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issued 
by CAAC, the business aircraft can 
be relocated to China. But before this, 
business aircraft hosting company will 
apply to CAAC in advance to reserve 
aircraft registration number as well 
as Certificate of Aircraft Nationality 
Registration, Aircraft Radio Station 
License and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

F r o m  t r a d e  a n d  i m p o r t 
perspective, clients are also required 

to go through the import procedures 
for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specified by authorities on commerce, 
and import declaration formalities by 
customs departments.

I n genera l , i n t roduc t ion of 
business aircraft and transfer of its 
registration require relatively high-
level professional coordinat ion, 
meanwhile should prioritize overall 
actual demand of clients. During the 
projects, we recommend that clients 
consider comprehensively purchase of 
business aircraf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lf financial capabilities, equity 
structure and actual travel demands, 
so as to determine the registration 
state of business aircraft and purchase 
mix.

Translation by Sun Xi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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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3
Business Jet            Charter Markets in Asia-Pacific

C
ompared with buying a business jet, 
spending a relatively small amount of 
money leasing a business jet can also 
bring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business jet market 
in Asia-Pacific has been growing steadily, and the 
rapidly developing business jet charter marke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 to know about business jet. 
In the Chinese market, jet-chartering is booming.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Asia-Pacific 
Business Jet Charter 2018 published by Asian Sky 
Group, by the end of June 2018, 311 business jets 
were available for charter in Asia-Pacific, with an 
increase of 15 jets to the charter fleet compared 
with 2016, representing a 5% increase. The 311 
business jets accounted for 26% of the total 
business jets owned in Asia-Pacific.

Mainland of China, Australia and India were 
the top three business jet charter markets in Asia-
Pacific, with 87, 65 and 59 business jets open for 
charter respectively. Mainland of China and India 
were known for fast economic growth and huge 
population, while Australia was more mature 
market and was relatively suitable for developing 
business aviation among the three.

Mainland of China has the largest business 
jet charter fleet in Asia-Pacific, and among the 
339 aircraft in the jet fleet, 87 were available for 

charter.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charter market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s grown by more than 40%, 
surpassing India and becoming a 
market leader in this region.

Gul fst ream and Bomba rd ier 
have b e c om e t he mos t p opu la r 
business jet charter brands in China, 
with 30 and 27 aircraft respectively, 
and Gul fst ream G550, G400 and 
Bombardier Challenger 850 were the 
most popular models. In addition, six 
Boeing BBJs, one Boeing 787 business 
jet and six Falcon 7X were also active 
in the Chinese business jet charter 
market. Therefore, large-size and long-
range aircraft constituted the main 
force of the business jet charter market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the fleet 
accounted for up to 70%.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e 
fleet of top 10 business jet operators 
accounted for 64% of the total charter 
f leet. Among them, Deer Jet was 
the largest service provider with 19 
business jets available for charter 
service, while most of the charter 
operators provided only one or two 

business jets.
Australia was the second largest 

business jet charter market in Asia-
Pacific, with 65 of nearly 200 business 
jets available for char ter service. 
Compared with China, Australia's 
charter demand mainly focused on 
domestic flights, and its charter fleet 
was dominated by l ight a i rcraf t, 
accounting for 43%. Charter business 
j e t m a n u f a c t u r e r s C e s s n a a n d 
Bombardier took up the largest market 
share, with 32 and 14 aircraft available 
for charter flights respectively.

Indian business jet fleet has 140 
aircraft, of which 59 were available 
for charter service, third only to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Australia. 
India's charter f leet was similar to 
the Ch inese ma rket. Among the 
fleet, about 60% were large-size and 
medium-size aircraft. Dassault and 
Cessna were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s 
in the Indian charter market, with 
16 a nd 13 a i r c r a f t i n op e ra t ion 
respectively.

Translation by Zhou Mi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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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Density
Parking for Business Aircraft, How?

R
ecently, “Trial Operation 
O f f ic ia l ly K ick s of f 
High-density Parking 
M o d e l fo r Bu s i n e s s 

Ai rcraf t at Capita l Ai rpor t” has 
become the big news in the industry. 
But what is the so called high-density 
parking? And what is the impact of 
high-density parking on business 
aircraft operators and us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rport 
operators who make money from 
pa rk ing, more business a i rc ra f t 
accommodated will naturally bring 
more parking and service charg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aircraft operators and owners who 
pay for parking, more aircraft on one 
apron should mean lower costs in the 

long run for each aircraft on average, 
let along the unnecessary costs for 
aircraft relocation saved. But more 
importa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rport and apron resources utilization, 
high-density parking is obviously the 
better and more efficient way of using 
the resources.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for 
dense parking are overlapping parking 
and scattered parking. In the case 
of overlapping parking, it is more 
convenient to control the net safety 
distance between business aircraft, 
and the safety margin for parking is 
higher. 

Meanwhile since overlapping 
parking is more similar to normal 
parking method, operation rules for 

overlapping park ing is relat ively 
s i m p l e r.  H ow e ve r i n t h e c a s e 
of sca t t e re d pa rk i ng, i t i s a b i t 
complicated to control the net safety 
distance since a i rcraf t would be 
parked in a way that seems disordered, 
and more complex and difficult for 
operation as scat tered parking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l way 
of parking.

In th is case, Capita l Ai rpor t 
adopted overlapping parking at its 
N2 Apron in the dense parking trial 
operation, while most of the business 
ai rpor 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ve chosen scattered parking.

In recent years, Capital Airport 
has been exper iencing const ant 
increase in traffic for business aviation, 

and consequently growing demand for 
parking stands on the ground.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how 
to maximiz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existing stands and accommodate the 
parking demands of business aircraft 
has become one of the bottleneck 
challenges for Capital Jet to achieve 
business development.

With scient i f ic planning and 
transformation, Capital Airport has 
managed to increase the park ing 
stands from 5 to 7 at its N2 apron, 
without expand ing the apron or 
requiring a breakthrough in airfield 
technical standards.

The previously published Study 
of Dense Parking Model for Business 
Aircraft at Capital Airport described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 on dense 
parking at dedicated business aircraft 
apron by an engineer from the Capital 
Airport.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 
with adopt ion of dense pa rk ing 
model, as the largest aircraft type 
accommodated on an apron remain 
unchanged, although resources were 
unleashed to different extents due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at aprons, average 
increase in capability reached 94.4%, 
demonstrating great effectiveness.

As int roduced by a relevant 
source, there are some concerns in 
the country about dense parking for 
aircraft, mainly related to safety and 
ground capacity. However, as Capital 
Airport figured out through parking 
simulation based on current business 

aviation apron, under the cur rent 
apron and taxi way conditions and as 
the largest aircraft type manageable 
remained unchanged, it is possible 
to adopt dense parking for business 
aircraft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irfield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net safety distance between parked 
aircraft.

But st i l l, dense pa rk ing wi l l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for aircraft 
to enter and exit an apron, and more 
complex for operation. However, it 
is what requires airports and FBOs 
to keep opt im iz ing capabi l i t ies 
regarding business aircraft operation 
management. 

Translation by Sun Xi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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