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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冯正霖

应清醒认识到目前通用航空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

峻，主要体现在法规体系重构尚需大力推进，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尚需加速，政策支持体系尚待优化，安全发展基础尚待

夯实，行业监管能力尚待提高，协同共治尚待加强。必须要

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准确把握当前通用航空面临的形势，

深刻检视存在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定不移

地深化通用航空改革，不断提升通用航空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水平。       

P12
市场观察

目录ONTENTSC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视野中的公务航空

未来大湾区中各机场的公务航空将错位发展，差异化

发展，甚至在粤港澳机场群中，发展出专门的公务航空机

场，增强公务航空交通、城市服务的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
公务航空发展新模式

2019年2月19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纲要》正

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明确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也给这

一区域公务航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源动力。

从世界城市群来看，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

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

西北部城市群和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级

六大城市群。这些城市群与世界枢纽机场群存在什么样的内

在逻辑关系？世界枢纽机场群与世界公务机基地的空间布局

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呢？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和

论证。

世界枢纽机场群
与公务机基地的空间布局

P20
环球视野

P8
快速阅读

P26
行业纵深

创新推动中国公务航空
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公务航空整体起步较晚，基础薄弱，服务品质不

高，但基本面向好，政策积极向上，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大，

需要所有从业者共同努力，创新推动中国公务航空健康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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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评论

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下的通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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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THE DATE  |  abace.aero

Business aviation is an important emerging market in Asia, driving economic 
output and providing organizations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days, from April 21 to 23, the Asian Business Aviation Conference & 
Exhibition (ABACE2020) will provide the perfect venue for those considering 
purchasing an aircraft as investment opportunity; companies thinking of using 
an aircraft for business; and flight departments who have long used aircraft as a 
critical business tool.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in Asia to discover every facet of 
this dynamic industry than at ABACE2020.

SAVE THE DATE FOR THE PREMIER
BUSINESS AVIATION EVENT IN ASIA

中国需要中轻型公务机吗？
根据国际经验，成熟市场的公务航空机队中，中轻型公

务机数量应是大型远程机型的若干倍。中国目前对中轻型公

务机的需求量有多大？这一需求又因何被压制？中轻型公务

机在中国的市场潜力，何时能够爆发？

P30
焦点关注资本视角下的通航产业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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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
年度盘点

通航短途运输
一小时包机圈正当时？

随着中国通用航空短途运输的快速发展和广大消费者对

出行效率更高的追求，在各级政府和互联网平台及大数据的

支持下，区域短途一小时包机圈市场是否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热潮？

通航短途运输业务不能完全靠政府补贴，因为可持续性

差，完全依靠政府的企业也不会有活力，效率只会越来越低。

但完全把企业推向市场更不现实。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在政府

扶持与市场竞争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点。

基层地方政府如何高效发展
通航短途运输

2019中国通航发展年度盘点
2019年，政策持续升温，一系列通航政策又相继出台，

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加大，通用飞机市场增长领先全球，通用

机场数量首超运输机场，通航飞行小时破百万，通航创新、

通航消费成亮点，中国通用航空稳步发展的大势未变。但基

本面状况堪忧，通航企业经营普遍困难，制约行业发展的关

键问题依然像一堵无形的墙，看得透但穿不过，行业发展亟

待破局。爬坡迈坎的中国通用航空，不进则退。

P66
行业分析

P42
行业分析

目录ONTENTSC
16款通航短途运输飞机大比拼

2019年，中国通航短途运输业务迎来了爆发期。据统计，

中国目前共有94条短途运输航线在线上销售，上百个城市通

航点的互动联通，通用机场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通用飞

机在短途运输上的应用也大幅增加。值此年终之际，IFLY团

队盘点出了中国通航短途运输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16种通用

飞机及直升机机型，相信不久之后，我国也将实现真正的“县

县通、及时达”的“通航发展梦”。

P48
明星机型

大国凌燕从筚路蓝缕到一飞冲天，不变的是航空报国的

初心，而这份精神血脉的奠基与薪火相传，则可以追溯到历

史大潮的更上游，追溯到1949年11月9日，那场震惊中外、为

新中国民航带来人才生力军的“两航”起义。

“两航"起义血脉
助力大国凌燕展翅高飞

P72
深度报道

济宁：
一座行走的文化古城

P84
行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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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发展到今天

已经步入了改革的“深水

区”，核心资源瓶颈需要突

破，治理能力需要提升，治

理体系需要完善。

READING
声音

  应清醒认识到目前通用航空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主要体现在

法规体系重构尚需大力推进，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尚需加速，政策支持体

系尚待优化，安全发展基础尚待夯实，行业监管能力尚待提高，协同共治

尚待加强。必须要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准确把握当前通用航空面临的形

势，深刻检视存在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定不移地深化通

用航空改革，不断提升通用航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冯正霖

  目前我国通用航空发展仍不充分，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飞行计划审

批、通航机场建设标准和审批、通航飞行人员资质管理等方面，仍有一些

制约通航发展的问题亟待解决。要进一步认识到发展通用航空的重要性

与紧迫性，特别是要正确认识飞行学校在通航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根

本上解决制约飞行学校发展的政策性和保障性问题，满足运输航空发展

对高质量副驾驶的迫切需求，释放飞行训练的增长潜力。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李健

  新中国民航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经过包括两航起义人员在内的一代又一代民航人顽强拼搏和不懈

奋斗而取得的。我国民航事业蒸蒸日上，是两航前辈和全体民航人的光

荣。大家要继续弘扬两航起义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一国

两制”方针，为香港社会长期繁荣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也希望驻港民航企

业继续立足香港，发扬爱国爱港优良传统，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和“一带一路”建设，为建设民航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董志毅

  中小机场是民航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机场空管是保证行业

安全高效运行的重要阵地。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充分认识加强中小机场空管工作的关键性和紧迫性，准确把握当前

中小机场空管工作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强化系统思维，务实改革创新，

推动安全发展。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吕尔学

  中国民航正在加快从民航大国向民

航强国跨越，这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新

闻舆论凝聚力量、鼓舞士气，迫切需要

进一步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为民航发展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希望民航新闻宣

传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借此机会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不断提升“讲好民航故事，传

播好民航声音”的能力水平，为推动民

航高质量发展、加快民航强国建设添

砖加瓦。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崔晓峰

|快速阅读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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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用航空的发展关键

时期，要始终坚持“让通用航

空器飞起来，让飞行爱好者热

起来”的目标不动摇，坚持

“放管服”改革不动摇，不断

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通用航空

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DIGITAL
数字

  同比增长11.7%

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

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显示：一年多

来，我国通用航空呈现出传统业务持

续增长，新兴业态迅猛发展的喜人局面。截

至2019年10月底，颁证通用机场总数已达240座，

在中国民航历史上首次超过运输机场数量（238座）；通用

航空企业475家，较2018年底净增53家；机队规模2637架，净增142架；作

业飞行87.4万小时，同比增长11.7%；实名登记无人机37.6万架，净增10万

架，各类飞行121万小时。

  “1+N”机场建设模式

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科学推进通用

机场建设，推动大型城市的“1+N”机场建设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

备常设口岸功能的通用机场，结合偏远地区基本航空服务需求建设通用

机场。

  11家通用机场获补贴4339万元

民航局发布2020年民航中小机场补贴资金方案，涉及174家机场总

计155989万元补贴。其中乌拉特中旗、嫩江墨尔根通用机场、珠海九洲

通用机场、新巴尔虎右旗通用机场、根河通用机场、平泉通用机场、 荆

门漳河通用机场、佳木斯三合屯通用机场、肇东北大荒通用机场、 丹

凤商山通用机场、 银川月牙湖通用机场等11家通用机场合计补贴4339

万元，这已是民航局继2017年之后第三次将通用机场纳入中小机场补贴

预算方案。

  10000人次

2019年12月12日，乌拉特中旗机场首次实现年旅客吞吐量10000人次

的突破。乌拉特中旗通用机场是通用航空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华北地

区第一个按照通用机场标准建设，具有短途运输功能的通用机场，是全

国第一个短途运输年旅客超过2500人次的通用机场，是全国第一个接入

OTA平台（互联网旅游平台）的通用机场，是推动落实我国发展通用航空

国家战略进行积极探索、实践并获得丰硕成果的一大步。

  7900万人次

2020年春运工作将从1月10日开始，至2月18日结束，共计40天。根据

预测，2020年春运民航旅客运输量将再创历史新高，预计达7900万人次，

同比增长约8.4%。高峰期间，民航日均保障航班量将在1.6万架次以上，增

长率居各交通运输方式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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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通用航空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中国宏观经济发展

的大背景。首先我们来谈一下2020年

中国经济究竟要不要“保六”这个大

家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

质其实就是，中国经济这个过去40年

全球经济的长跑冠军，现在究竟还

能跑多快？

经济学家们争论的，其实是中国

经济究竟还有没有跑到“6”的潜力，

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究竟

是多少？毫无疑问，2019年前三个季

度，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到了三季度

下滑至6%，确实有一些短期的原因，

包括政策本身的问题：1.中美贸易摩

擦的确影响了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

的预期，这是短期因素；2.很多企业

家信心预期不足，对中国经济过度悲

观，导致民间投资迄今为止仍然处在

下滑的通道，这是短期因素；3.过去

一年的宏观政策，在执行上有值得

商榷的很多地方，比如，粗暴去杠杆

导致的流动性紧缩问题，在风险和

发展上不能更好地平衡导致的过度

重视风险的问题；一刀切的环保导致

的企业大量关闭问题，这也是短期问

题。而这一系列短期的因素又导致大

家的悲观预期叠加，投资减少，消费

压缩。这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和

中国经济本身的“体质”无关 。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回答了中国经济要不要“保

六”的问题。

这次会议和以前比，用了很大的

篇幅多次提及“稳”，至少在六个地

方提及确保经济增长维持在“合理

区间”的重要性。比如，提出明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做好经济工

作十分重要。提出要积极进取，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

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

稳步提升等等。

我们应该看到，当下的中国经济

总体而言是种种因素抑制了增长的

潜力，而不是已经没有增长潜力。包

括在基建领域，中国仍然有很多可以

弥补短板并且有能力弥补短板的领

域。不能简单地把搞基建与刺激等同

起来。更不能把“保六”与“改革”对

立起来。

有人说，我们不要刺激的“六”，

而是要“改革的五”。笔者支持中国

经济明年 “保六”，是基于扭转不好

的预期，是基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仍然在“六”以上，是基于改革还有

很大的空间。中国经济明年有能力运

行在“六”以上，而不是人为通过过

去下猛药刺激的手段短期让增长数

字变得漂亮。现在，中国很多学者简

单化地把“增长”与“改革”对立起

来。其实，只要中国经济在关键改革

领域动真格，比如，真正把民企与国

企平等，你看看，会迸发出多大的生

产力。其实，只要真正搞改革，只会

更好地带来增长，中国经济每一轮大

的增长周期，都是因为真正推动了改

革，提高了中国经济的“体质”，从而

具有持续的耐力。

中国仍然有很多财富的风口，例

如消费、城镇化和中国制造业的升级

等。下一个周期，以消费为主体的中国

经济发展主线，仍然会带动中国经济

往前走。

通用航空业发展，面临着很好的

发展机遇。根据民航局最新发布的数

据，2019年中国通用航空呈现出传统

业务持续增长，新兴业态迅猛发展的

喜人局面。截至2019年10月底，颁证

通用机场总数已达240座，在中国民航

历史上首次超过运输机场数量（238

座）；同时通航运营环境和市场活力

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激发和优化，通用

航空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这

确实是个非常令人欣喜的局面。

但是要培育这个市场，让通航真

正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仍然任重道

远。通航产业的发展，既要靠政府出

台大量推动政策，也要培育文化和习

惯，靠市场的力量去挖掘机会，整个

行业的参与者都要主动作为、积极有

为，通过一些周期挖掘产业发展的机

遇。无论对于政策、投资和行业的参

与者来说，我们对通航业的未来要有

更全面、更广泛的思考，才能更好地

挖掘发展机会。

中

著名经济学家 马光远

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下的
通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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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产业是典型的军民融合产

业，对我国的产业分布体系具

有战略性意义。自2016年国务院办公

厅出台《关于促进通用航空发展指

导性意见》以来，各种利好政策相继

出台，国内通航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

展活力，相关创业者和企业也信心倍

增。对通航产业的投资规模也越来

越大，资本的大量倾入，使得行业生

产力也快速聚集。

但我国通航产业仍存在技术滞

后、缺乏统一标准与规范、产业链不

健全等问题。尽管资本供给充足，

大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出现投

入大于产出的现象，而在盈利的企业

中，有不小的比例是依赖政府补贴。

所以“盈利”成为未来资本和企业更

为关注的核心。通航产业的投资是一

个长期性的投资行为，资本更青睐能

快速盈利的项目，所以当下通航产业

也面临着后续融资难的问题，这就

需要更多的战略性的投资人加入进

来。对于通航产业的投资来说，需要

创造出一个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融

为一体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让通

航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通航产业应积极完善产业生态

体系建设。目前通航产业存在环节上

衔接不上和衔接不好的问题。一方

面在技术前端要增强自主研发能力，

与先进信息技术结合，使通航产品

更智能化。其次，要立足于“卡脖子”

关键技术的重点创新，填补关键技

术或产业关键环节的缺失。在运营

中台，要利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将

数据价值最大化，让传统的生产组

织管理、资源协调效率和控制方法

更优化，为企业发展带来全新的发

展契机。在后端服务上要加强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做好软件、硬件的综

合配套服务。将通航产业打造成为

一个具有制造、运营、服务到通航文

化、金融、会展等延伸业务的完善生

态体系。

资本和创业者要重视通航消费

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航消费行业即将

成为通航新兴产业的典型代表，通

航消费市场的需求逐步扩大。尤其是

民生服务领域为通航产业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例如：医疗救援、森林

防火、旅游观光、短途运输等，总体

说来通航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

阔。这意味着通航产业领域都将不

断涌现出新的市场机会。

通航产业未来可进一步拓展应

用领域，应该结合各地区的需求特

点，进行有侧重的市场开拓。让更多

的人参与进来，企业不仅仅是去满

足市场需求，还要积极地开拓市场，

通过大众化迅速实现通航市场的规

模化。

创业团队要具备商业化头脑，要

能判断未来市场的关键发力点在哪，

要能准确把握消费者的刚需，要提供

的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解决方案，

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中有强大的生存

能力。

相关人员要熟知相关政策。通

航产业的发展与创新是基于严格的

市场准入门槛。创业者和投资人要关

注政策的方向、市场开放程度以及与

民用市场的结合程度等。确保技术、

产品和运营项目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要留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通航产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

转型具有推动作用，应进一步发挥其

重大战略价值。未来消费升级和技

术创新的结合是大势所趋，通航产业

的发展与创新需要政府和行业相关

管理部门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建立更

加有效的空域管理；需要更多的社会

资本和民间资本参与进来，以战略

性的眼光对通航产业进行由点到面

的布局；需要创业者具备更强的核心

竞争力，在产业链上下游催生更多的

技术创新，增加技术附加值。

创客总部合伙人 李建军

资本视角下的
通航产业创新之路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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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Business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视野中的公务航空

  吕人力 贺安华

未来大湾区中各机场的公务航空将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

甚至在粤港澳机场群中，发展出专门的公务航空机场，增强公

务航空交通、城市服务的功能。

未来大湾区中各机场的公务航空将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

甚至在粤港澳机场群中，发展出专门的公务航空机场，增强公

务航空交通、城市服务的功能。

未来大湾区中各机场的公务航空将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

甚至在粤港澳机场群中，发展出专门的公务航空机场，增强公

务航空交通、城市服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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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湾区的通用航空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通用航空发展是个

新课题。

如果将珠三角九市比做湾区的主厂

房，那么香港是大湾区的门店，澳门是大湾

区的后花园。粤港澳三方分属不同关税区，

航空交通也受制于各种通关程序，难以便

捷地构建大湾区的通用航空融合。而港澳

土地人口规模有限，以往港澳的通用航空

应用侧重在公务航空与直升机短途运输，

未来逐步实现经济融合的大湾区迫切需要

建立跨境多节点的短途空中交通网络。

珠三角九市是我国通用航空业重要

一极，在公务航空和工业应用（尤其是海

上石油平台和直升机引航）等领域具有较

强的地域优势，但城市服务与短途运输等

通用航空新兴业务在珠三角九市没有得到

充分发育。

大湾区有一些我国最具实力的通用

航空运营企业，例如中信海直、南航通航、

亚联公务机等企业。珠三角九市的通用航

空业态也主要依托这几个头部企业。但由

于在各自领域已经根深叶茂，传统石油平

台等业务准入门槛高、利润相对丰厚，重

投资、高成本、高利润的商业模式，制约了

这些企业拓展其他领域的通用航空业务

的能力和意愿。

由于大陆其他区域发展通用航空的

积极性较高，政府和业外大企业投入资源

较多，通用航空的应用广度和应用深度都

得到拓展，相比之下，具备先行优势的珠

三角九市的产业升级与商业模式创新就显

得滞后。

大湾区的通用航空发展有中国最为

优越的产业基础、消费人口、经济支撑、

社会基础。是我国通用航空创新应用的高

地，通用航空在大湾区的应用应当突出现

代特征，放弃传统航空作业和执照培训，

大力发展服务于大湾区创新驱动、宜居宜

业、社会完善的特有业务，包括支持开放

型经济的公务航空，支持现代城市服务的

直升机应用，支持大湾区便捷交通的水上

飞机应用，拓展通用航空跨境短途运输、

城市服务领域应用。这需要大湾区未来实

现经济进一步融合。

  我国公务航空发展趋势

2019年我国公务航空的机队规模、

飞行小时等核心指标与去年基本持平，但

改革和市场发展在持续推进，可以总结

为——“价格规范、发展蓄力、政策激励、

结构调整”。

价格规范。FBO作为公务航空运行

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内各机

场公务航空起降架次有限，且资源受限，

导致国内机场的FBO普遍采用特许经营，

收费价格普遍在数万元，且服务质量良莠

不齐，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局方也对

FBO价格改革提出了具体方向。首都公务

机公司作为国内FBO的引领者，基于“共

渡难关、抱团取暖”，积极借鉴国际经验，

率先启动了FBO的价格调整，已经制定了

调整方案，降价幅度最多可达50%，具体

方案将于2020年正式实施，并将为国内

FBO价格的优化调整树立标杆，进一步推

动其他FBO的服务水平和价格的优化，降

低公务航空的运营成本。

发展蓄力。2019年以来，我国公务航

空的消费结构在内部调整，一批私人公务

机正在退出市场，但这种使用需求还存在，

我国公务机市场由“身份消费”转向更为务

实的“功能性”消费，一批有消费能力的企

业家不再购买公务机，转向包机等业务。同

时，我国公务航空的发展 “点、线、面”的

格局正在形成。北、上、广、深公务航空初

具规模，已经成为我国公务航空发展的重

要外向型节点，这些节点向内地辐射能力

逐渐增强，节点之间联动增多。公务航空的

使用逐渐向交通类公益类服务转化。

政策激励。政策红利释放为公务航

空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民航局正在积

极 推 进 重 构 通 用 航 空 的 业 务和 法 律 框

架，成熟一批推出一批。2018年局发明

电〔2018〕1572 号提出，通航企业可对

社会公众发售机票，提前公布飞行时刻，

通航企业可选择与包机方签订协议的包

机运营方式，也可选择直销或其他代销方

式。文件出台让通用航空找到新的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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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江西、内蒙古、浙江、新疆、陕西、四川

等地的短途运输航线迅速开通。云南等地

使用喷气公务机执飞短途运输航线，拟构

建通达云南全境的公务航空短途运输网

络。越来越多的公务机企业关注国内包机

等业务的商机，拟推出相关包机航线，更

多服务平民消费。

结构调整。2018年境内10家主要

公务机企业包机飞行7681.9小时，代管

18732.8小时，我国境内公务机企业以代

管为主要业务来源。2019年我国公务机市

场出现一些变化，部分公务机业主在出售

公务机，但部分企业的包机业务出现显著

增长，说明公务机仍然得到市场的认可。

我国公务机市场竞争激烈，从整个行

业来看，是一个逐渐降低成本，提高业主

和使用者效用的过程。当前的托管业务规

模缩减，与外部贸易争端和经济政治环境

有关，受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和深圳等外向

型、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二线城市，北京、

上海两场基本保持稳定，说明一线城市飞

行量仍受制于机场容量。随着贸易格局调

整和“一带一路”日益成型，我国公务机市

场将回归增长轨迹。

  大湾区公务航空发展展望

大湾区是我国公务航空发展重地，公

务机飞行量在我国三大经济区域中居于首

位。由于“一国两制”等客观情况，空域协

调复杂，跨境飞行涉及口岸办、出入境边

检、海关、检疫等相关机构，粤港澳之间

的公务航空互联互通不足。作为推进大湾

区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未来粤港澳之间

将稳步发展跨境直升机服务，加强直升机

公务飞行，增强三地的互联互通。未来大

湾区中各机场的公务航空将错位发展，差

异化发展，甚至在粤港澳机场群中，发展

出专门的公务航空机场，增强公务航空交

通、城市服务的功能。

同时，在大湾区中，各个城市还应当

侧重不同基础和特色，突出错位发展、资

源整合和价值创造。

错位发展是前提，大厂房、大客厅、大

花园各有侧重，各有补充，客源有所不同，

也存在多种合理竞争，共同提升服水平。

专业资源整合是基础。通用资源、

人口、社会管理和资金有不同管理，但航

空专业资源可以整合，例如机队、机场、

FBO维修、管理人员、专业人员都可以自

由流动、相互借用调剂。

创造价值是目标。公务航空来的都是

客，不管什么原因来到大湾区，都会增加

大湾区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变现，都是大湾

区共同的客户 。

按照大湾区规划，澳门将在大湾区发

展中侧重公务航空发展，应当突出自身高端

商旅、文化交流中心后市，突出亲和便利，同

时在澳门打造公务航空协作的高地。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

院通用航空系）

2018 年国内公务机起降量前十位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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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月 19 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

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明确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也给这一

区域公务航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源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
公务航空发展新模式

  本刊记者 孙昊牧

Market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Needs New Development Models
Biz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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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连接中国广东省的9个

城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是中国最高产

经济区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

年的世界经济展望，目前粤港澳大湾区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5万亿美

元，已经成为世界第15大经济体，预计到

2025年将翻一番，达到2.8万亿美元，成

为世界第9大经济体。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产业包括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文化旅游和制造业

等，GDP增速达到7.9%，领先全国并远

超世界平均水平。

在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经济发展

高度开放和活跃的区域，公务航空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据亚翔航空《粤港澳大湾

区通航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现拥有

202架公务机的机队，占大中华区机队数

量的2/5，且有三十余家运营商致力于公

务机业务。近两年，更有在澳门和广州连

续举办的澳门公务航空展和中国广州商务

航空展，众多参展商和观众热情且专业，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公务航空的巨大潜力和

新格局，在机遇和挑战中寻求公务航空发

展的新模式。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高净值人群和

新兴行业中不断产生的新富阶层，怎样发

现和打造更适宜他们的公务航空新模式？

大湾区模式又将对整个大中华地区公务航

空发展有什么借鉴和影响？

  从大湾区到“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

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为充满活力的

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

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

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与京津冀、长三角相比，粤港澳大湾

区仍然是最有活力，公务航空飞行最密集

的地区，大湾区5个城市的公务机起降量

占全国公务机起降量的50%。其外向型经

济的特点在公务航空的飞行任务中表现更

为明显。

澳门民航局局长陈颖雄表示：“在中

国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购买公务航空

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公务航空产业的发

展势头因此日渐强劲。”

亚联公务机早在一年多前已经开始

接触来自菲律宾、柬埔寨等地的华裔客户。

“东南亚市场的机会特别多，各类投资蜂

拥而至。印尼、越南等地除了众多的华裔

投资者，也有很多当地的隐性富豪，数量

甚至不比国内少。”亚联公务机有限公司

董事总裁王卫表示。

实际上，众多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务航

空运营商已经将东南亚市场作为今后业务

拓展的重点方向。

华龙航空在2019年11月宣布成立新

加坡公司，是看中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经

济中心，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投资

中心和银行总数仅次于伦敦、纽约和香港，

是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其他公务机运营

商也在积极寻找海外合作伙伴，不断提升

和完善对公务机客户的海外服务能力。

亚洲商务航空协会（AsBAA）主席伍

振东表示：“我们看到许多投资进入了新

型公务航空的商业模式和配套服务。预计

在中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越

南等新兴市场将开设更多的维修设施。”

“在粤港澳大湾区集中的大量资金和

高科技企业背后，其生产制造工厂在过去

十年中已逐步迁往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

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一些房

地产公司，也开始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建设

房地产项目。这些企业更需要这种便利的

交通方式。”伍振东告诉IFLY记者，“大湾

区肯定比国内任何一个地区更有潜力。”

随着中国贸易格局调整、“一带一路”

日益成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走出

国门，发展遍布全球的国际业务，公务航

空作为国际化运营的产业，国际化战略就

显得更有必要。

  新模式+新客户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务机运营商中，

传统的公务机运营仅仅是整个公务航空

产业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市场

需求上来讲，公务机客户群体基于交通出

行衍生的其他需求实际上涉及方方面面，

因此，在服务产品构建上应与高端生活方

|市场观察OBSER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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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俱乐部或机构跨界合作，以实现客户资

源共享。

“打造全链条式闭环服务，一方面是

由于中国商务机市场上存在多元化的个性

需求；另一方面是可以确保业务持续进行

和服务不断升级。”华龙航空集团总裁刘

畅女士表示。

围绕公务航空主营业务，华龙航空

集团旗下的GEOSTAR中国企业家飞行

俱乐部独树一帜：俱乐部从公务机旅行开

始，将服务内容拓展至极致探险和私人定

制，打造公务机环南太平洋海岛飞行、自驾

穿越撒哈拉、火人节、南美达喀尔拉力赛

等经典旅行项目，构建出中国高端生活方

式的分享平台。

除华龙航空外，大部分公务机运营商

也与私人飞机俱乐部、游艇俱乐部、马会、

健康医疗机构、高端旅行社等建立合作关

系，为市场拓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当前正是互联网发展的高速时期，互

联网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

了企业的生产方式。在大数据时代，数据

已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大数据在公务航

空领域的应用将帮助运营商精准地找到消

费者并服务好消费者。

王卫表示：“开展公务航空创新业

务模式，以多种方式提供独特的价值。尤

其是让公务机高价值消费大众化，甚至是

‘平民化’，让公务航空朝着市场化、规模

化的方向发展。”

私人飞机平台iFlyPlus爱飞嘉发布的

《2018年度公务机报告》显示：相比奢华

攀比，高净值用户群体在公务机消费方面

看重私密订制化、智能科技化和新鲜潮流

化。年龄结构对消费偏好具有重要影响，

相较80后和90后，60后和70后更看重私

密订制化。在私人飞机查询量排名中，广

东省居首位，北京、上海两大超一线城市

和沿海省份浙江、江苏紧随其后，粤港澳

大湾区的包机查询量超过上海和北京地

区之和。

在iFlyPlus发布的《2019年一季度公

务机指数报告》中显示，公务机消费群体

所从事的行业中排名前五位的为高新科技

产业（14.2%）、制造业（11.5%）、医疗行

业（9.8%）、房地产行业（9.7%）、金融投

资行业（8.8%），其中不乏高新科技企业

高管、创业团队、知名球队、流量明星和高

端旅游爱好者等。

“在机遇和挑战面前，粤港澳大湾区

的机场和公务机运营商都逐渐意识到：降

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共同做大市

场是这一区域公务航空发展的出路。”王

卫表示。

怎样降低成本？基础设施的不足是行

业的普遍共识。

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周边形成通

用航空、公务航空机场群，是对降低公务

航空运行费用的特别有效措施。同时才能

形成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

路”建设的公务航空生态圈。

当下我国公务航空正处在转型调整

期，在拓展海外市场、布局全球化业务的

同时，如何打造一支成熟稳定的国际化人

才队伍，制定国际化的业务标准，是我国

公务航空运营企业更应该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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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rt Clusters and Business Aviation
World-Class
世界枢纽机场群
与公务机基地的空间布局

  赵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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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城市群来看，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

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和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级六大城市群。这些城市

群与世界枢纽机场群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关系？世界枢纽机场群

与世界公务机基地的空间布局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呢？我们有必要

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论证。

World-Class
世界枢纽机场群
与公务机基地的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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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机场群

巴黎机场群

东京机场群

绘图/孙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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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城市群来看，美国东北部大西

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

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

北部城市群和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大

家公认的世界级六大城市群，但从动态的

发展来看，中国的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已进入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序

列。那么，这些城市群与世界枢纽机场群

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关系？世界枢纽机

场群与世界公务机基地的空间布局是否存

在必然的联系呢？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

简单的分析和论证。

  世界主要枢纽机场群运营与发展

纽约都市圈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

岸城市群最重要的城市群，纽约是这个城

市群最核心的城市。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

在地，也是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国际跨

国公司总部基地、国际教育资源聚集与科

技创新中心……因此，纽约大湾区已成为

世界大湾区发展的标杆。

同样，东京、伦敦、巴黎、上海、北京

等城市分别为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

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长三角城

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正因为

有了这些核心城市，才会创造了世界城市

群的发展奇迹。

从世界枢纽机场群来看，目前，已形

成了美国纽约枢纽机场群、洛杉矶枢纽机

场群、华盛顿枢纽机场群、伦敦枢纽机场

群、巴黎枢纽机场群、东京枢纽机场群、

莫斯科枢纽机场群、伊斯坦布尔枢纽机场

群、柏林枢纽机场群，以及中国的京津冀

枢纽机场群、长三角枢纽机场群和粤港澳

大湾区枢纽机场群等诸多结构形态的枢纽

机场群形式，它们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

最关注的世界枢纽机场群。这些枢纽机场

群恰恰与世界城市群是相互吻合的，这就

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从欧美主要城市机场群来看，纽约枢

纽机场群、伦敦枢纽机场群和巴黎枢纽机

场群是最有代表性的枢纽机场群，而且它

们也代表世界枢纽机场群的结构形态和发

展水平。东京枢纽机场群则是亚洲机场群

的代表，也是“一市两场”机场群结构的典

型代表。

从这四个世界枢纽机场群的机场结

构来看，纽约枢纽机场群、伦敦枢纽机场

群的机场数量相对比较多，分别拥有8个

机场和7个机场；巴黎枢纽机场与东京枢

纽机场的机场数量分别拥有4个机场和2

个机场。其中纽约枢纽机场群、伦敦枢纽

机场群、巴黎枢纽机场群和东京枢纽机场

群的核心机场分别为肯尼迪机场与纽瓦克

机场、希斯罗机场、戴高乐机场和成田机

场；副中心机场主要为拉瓦迪亚机场、盖

特威克机场、奥利机场和羽田机场。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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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机场群拥有3个支线机场，分别为麦

克阿瑟机场、大西洋城机场和斯图尔特机

场；伦敦枢纽机场群也拥有3个支线机场，

分别为斯坦斯特德机场、卢顿机场、绍森

德机场。巴黎枢纽机场群只有博韦提里机

场1个支线机场。东京枢纽机场群没有支

线机场。正因为这些世界级枢纽机场的特

殊结构形态，则决定了这些世界级枢纽机

场的运营模式。

从这四个世界枢纽机场群的发展模

式来看，纽约枢纽机场群结构模式为“双

核一辅多中心”模式，即由“肯尼迪机

场、纽瓦克机场”构成枢纽机场群的“双

核”机场，拉瓦迪亚机场为副中心机场，

麦克阿瑟机场、大西洋城机场和斯图尔

特机场则为纽约枢纽机场群的多中心支

线机场。

伦敦枢纽机场群结构模式为“一核一

辅多中心”模式，即由“希斯罗机场”构成

枢纽机场群的核心机场，

盖特威克机场为副中心机

场，斯坦斯特德机场、卢顿机

场和绍森德机场则为伦敦枢纽

机场群的多中心支线机场。

巴黎枢纽机场群结构模式为

“一核一辅一中心”模式，即由“戴高乐

机场”构成枢纽机场群的核心机场，奥利

机场为副中心机场，博韦提里机场则为巴

黎枢纽机场群的唯一的支线机场。

东京枢纽机场群结构模式正由“一

核一辅”模式转向“双核”模式，即由原来

的“成田机场”构成枢纽机场群的核心机

场，羽田机场为副中心机场，转向成田机

场与羽田机场“双核”式模式。

从这四个世界枢纽机场群的运输量

来看，每个枢纽机场群的旅客吞吐量均

在1亿人次以上。其中伦敦枢纽机场群的

旅客吞吐量最大，为17418万人次；其次

为纽约枢纽机场群，旅客吞吐量最大，为

13991万人次；东京枢纽机场群与巴黎枢

纽机场群的旅客吞吐量分别为12615万人

次和10723万人次。因而，伦敦枢纽机场

群是世界枢纽机场群运输量最大的机场

群，其次为纽约枢纽机场群。

 枢纽机场公务机基地

     航空运营状况

从世界公务机保有量来看，北美、欧

洲公务机保有量分别占75%和16%，即

内文.indd   23 2019/12/23   下午9:10



24

欧美国家公务机保有量约占世界的90%

以上。

据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现有商务飞

行与公务飞行的公务机保有量为2.8万

架，约占世界公务机数量的75.2%左右。

大中华地区现有公务机数量为558架，只

占世界公务机保有量的1.5%。其中中国

大陆公务机数量为339架，占世界公务机

保有量的0.9%。

从世界公务机交付量来看，北美、欧

洲分别占2018年公务机交付量的65.1%

和15.4%，即欧美合计为80.5%。亚太

地区只占10%。

从世界公务机基地分布来看，由于欧

美国家公务机市场发展比较早而且比较

成熟，公务机保有量占世界的90%以上，

因而，世界专业的公务机基地的数量比

较多，且主要分布于欧美国家城市群或

枢纽机场群之中。

从美国公务机机场出港量来看，据

相关资料显示，泰特波罗机场是美国公

务机机场出港量最大的机场，2017年为

69490架次，而且怀特普莱恩斯机场的

出港量为31227架次，两机场均为纽约

枢纽机场群的公务机机场，总出港量为

100717架次。由此可见，纽约枢纽机场群

是世界公务机运营量最大的城市群之一。

从世界枢纽机场公务机基地结构来

看，目前，纽约枢纽机场群、伦敦枢纽机

场群均有两个公务机基地，巴黎枢纽机

场群拥有一个专业公务机机场。其中伦

敦枢纽机场群拥有伦敦城市机场、范堡

罗机场两个专用公务机机场，巴黎枢纽

机场群拥有布尔歇机场。不仅如此，而

且范堡罗机场和布尔歇机场分别为伦敦

航展、巴黎航展的举办地，是航展规模最

大、影响力最大、交易量最大的两个世界

级航展。

世界城市群与世界枢纽机场群是完全吻合的；世界

枢纽机场群结构模式是非常合理的，各个机场承载着不

同运输功能，分工非常明确；世界枢纽机场群必然存在

专业的公务机基地，承载着公务航空运营等服务功能。

制图/刘晓虎

摄影/本刊记者 张哈斯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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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北京欧亚斯诺规划咨询

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世界主要枢纽机场群创建时间来

看，泰特波罗机场、布歇尔机场和范堡罗

机场创建于20世界20年代，伦敦城市机

场创建时间稍晚（1987年）。而且这些公

务机机场至少拥有1条跑道以上。

从世界主要枢纽机场群起降量来

看，伦敦城市机场年起降量最大，为7.63

万架次，占伦敦枢纽机场群公务机起降

量的75%，范堡罗机场年起降量为2.5万

架次，占伦敦枢纽机场群公务机起降量

的25%；其次为泰特波罗机场，年起降量

为6.95万架次，占纽约枢纽机场群公务

机起降量的65%，怀特普莱恩斯机场年

起降量为3.12万架次，占纽约枢纽机场

群公务机起降量的35%。布歇尔机场起

降量为5.5万架次。

从公务机机场功能定位来看，很多

公务机机场均承担着复合功能。譬如范

堡罗机场、布尔歇机场均承担航展与公

务航空运营两种功能。泰特波罗机场、伦

敦城市机场主要承载公务航空与通用航

空等功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界城市

群与世界枢纽机场群是完全吻合的；世

界枢纽机场群结构模式是非常合理的，

各个机场承载着不同运输功能，分工非常

明确；世界枢纽机场群必然存在专业的

公务机基地，承载着公务航空运营等服

务功能；公务航空运营量主要分布于世界

枢纽机场群的周边城市；世界枢纽机场

群的公务机机场还承载着航展的功能，

譬如范堡罗机场和布歇尔机场。

世界枢纽机场群公务机基地的地理分

布、结构形态、运营规模和运营量等，均可

为中国枢纽机场群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美国公务机出港量前 10名一览表
（2017年）

|||||||||||||||||||||||||||||| GLOBAL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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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贾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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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航空整体起步较晚，基础薄弱，服务品质不

高，但基本面向好，政策积极向上，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大，

需要所有从业者共同努力，创新推动中国公务航空健康持

续发展。

Promot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izAV Market
Innovation
创新推动中国公务航空
健康持续发展

  靳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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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红利逐步显现

中国公务航空自上世纪90年代起步，

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经历了

5年多黄金发展期，截至2019年10月份

中国大陆注册的公务机约为三百多架，年

飞行量在5万小时左右。虽然目前从在册

公务机数量不能说明市场需求真实状况，

但几个主要机场的起降量可作为考评指

标。2016年与2015年比较都有所增加，

其中北京增加近3%，上海约3%，广州约

14%，深圳约28%，成都约72%。

然而，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国排名

前10机场的公务机起降量与去年同期相

比平均下降8.48%，北京首都机场降幅为

7.92%；从可用机场数量看，能够满足公

务机起降的机场只有236个运输机场，具

备独立的公务机服务设施和机构（FBO）

只有12家，虽然还有二百三十多个通用机

场，但达到公务机起降条件的寥寥无几。

这种运营规模与近几年来国家政策

支持力度极不协调，究其原因：一是中国

公务航空产业起步较晚，没有足够经验和

规模；二是国内普遍对公务航空认知有

限，方便、快捷这个公务航空的最大优势

或最显著特点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三是运

营环境欠佳，无论是飞行还是地面保障，

以及各种流程均参照运输航空标准执行，

一定程度上与公务机的客户的“说走就

走”的期望尚有不小距离；四是可用机场

数量少、保障能力不足、服务项目有限，只

能单点提供服务，标准不统一。

总之，目前我国公务航空还在起步阶

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存在着较大差距，

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适应。为此，

我国政府主管部门从政策层面予以大力支

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和“放管服”改革，

相继出台了多项支持公务航空发展的政策

和措施，政策红利正在显现。 

自2012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

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民航业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战略产业”以

来，有关部委和民航局也陆续出台了相应

配套政策推动民航业快速发展。2013年

民航局专门出台了《关于促进公务航空管

理和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针对安全管

理、市场秩序、运营环境以及服务保障等

方面共计推出了18条措施。2016年国务

院办公厅又出台了《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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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民航局在《新

时代民航强国建设纲要》中也提出“强化

基础保障，完善固定基地（FBO）服务体

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FBO品牌”。

同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民航局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有序发展的意见》明

确提出利用公务航空“快捷、私密、舒适”

等特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镇

化和市场需求较高的地区布局综合性通用

机场，疏解枢纽机场非核心业务，提供个

性化、高效率的出行服务等等。

这些政策和措施不但有力地推动了

公务航空持续、安全、健康的发展，同时

极大地调动了各方要素参与公务航空发

展的积极性，政策红利也逐步显现，行业

发展趋势向好。借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

这个行业正在由“极客产品”到“时尚产

品”过渡，为即将到来的大众市场铺路筑

桥，虽然短期内下行压力较大，但整体前

景乐观。瞄准机遇，找到痛点，谋划未来，

打造服务品牌，推动中国公务航空健康持

续发展。

  适应市场变化 提升服务品质

纵观二十多年来中国乘坐公务机客户

群体，主要是一些高端商务人士、国外政

要、演艺明星、高端旅游、抢险救灾和医

疗救护，全国每年乘机人数也就20万人次

左右。在公务航空发达的国家，这些同等

消费水平的客户群体，占所有乘坐公务机

出行人数不及20%。由此可见，我国乘坐

公务机，客户群体单一，只能算作“极客”

或者“发烧友”，连冰山一角都够不上，大

众需求没有，市场潜力不言而喻，扮演好

既有小众客户与未来大众客户的桥梁纽带

角色是获取效益的有效途径。

从另外一个视角考察一下中国公务

航空市场潜力，我们统计了全球20家不同

地域千万级旅客吞吐量的机场，公务机的

起降量大约占总起降量的2.2万~3.5万之

摄影/贾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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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2018年北京首都机场起降61万架次，

公务机起降架次应当在1.34万~2.13万架

次之间；上海虹桥、浦东机场两场合计77

万架次，公务机起降应当在1.54万~2.69

万之间；广州白云机场公务机起降架次应

当在1.05万~1.64万之间；深圳宝安机场

公务机起降量应当在0.78万~1.24万之

间，其他机场也可参照之经验值计算。

中国是一个整体规模巨大而又快速

动态发展的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而又高

度差异化的创新市场，因此客户需求一直

是分阶段、分批次、分地区地释放。公务

机的客人是民用航空运输中的“小小众”，

但由于他们是“发烧友”，对产品的性能、

特点、优劣势如数家珍，能够接受新产品

带来的一些不足，也能够接受不完善的服

务，能够理解现实工作中存的问题和服务

的短板，多头管理、效率低一点、服务差一

点也能忍受，这些特点可从第一代乘坐公

务机的客人那里得到验证。随着新二代、

第三代乘坐公务机的客人要求极高的服务

品质，对时间的管理近乎“苛刻”，再加上

他们的价值观、消费观以及思维方式业已

进入新时代，追求个性化、高效率、安全、

私密的服务体验和“一站式”解决方案的

诉求更加突显。

目前国内FBO服务商基本以地面服

务为主营业务，公务机运营商也没有整合

更多的资源拓展更多的服务项目，所谓一

站式解决方案只能成为口号和想法。没有

需求就不会有供给，没有客户就不会有市

场。作为公务航空从业者应深度了解客户

诉求，以此为出发点结合公务航空产业链

开展跨界合作，完善空地服务功能，发挥

企业的规模和协同效应，提升专业化水平

从而提升服务品质，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

使命。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公务航

空基本面向好，整体起步较晚，基础薄弱，

服务品质不高，但政策积极向上，市场潜力

和发展空间大，需要所有从业者共同努力，

创新推动中国公务航空健康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为首都公务机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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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经验，成熟市场的公务航空机队中，中轻型公务机

数量应是大型远程机型的若干倍。中国目前对中轻型公务机的需

求量有多大？这一需求又因何被压制？中轻型公务机在中国的市

场潜力，何时能够爆发？

China Need Light & Midsize Business Aircraft?
Does
中国需要中轻型公务机吗？

  本刊记者 孙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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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中国需要中轻型公务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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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务航空最发达的美国，有一百余

年的私人飞行历史，早期的小型涡桨以及

活塞飞机，也可以作为商务出行的便捷工

具。随着人类航空进入喷气发动机时代，

喷气式私人飞机逐渐成为追求效率和高端

体验的商务人士的首选。

公务航空来到中国不过二十多年的

历史。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由改革

开放积累了大量财富，当公务机这一舶来

品进入国人的视野，它所能带来的生活方

式的变化足够震撼能够支付起它的人们。

此时的世界公务航空领域，大型、远程喷

气式公务机产品已相当成熟，在追求无论

“最贵”还是“最好”的消费文化影响下，

中国的公务航空便一步“跨越式”地迈入

了高端行列。

同时，在公务航空“跨越式”发展的

另一面，则是我国航空飞行文化和土壤的

匮乏，公务与通用航空基础设施严重不

足，监管法规和运行规则相对滞后。在中

国至今没有一个公务航空专用机场的情况

下，公务机起降完全依靠民航机场，且大

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时刻资

源原本就紧张的大型枢纽机场，成本居高

不下也是市场规律使然。

中国公务航空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廖学锋简单地向IFLY记者算了一笔账：

除了我们相对高的地面成本，由于飞行员

短缺造成的飞行员成本也较国外更高。无

论大飞机、小飞机都要两个飞行员，都要

同样的机场停放要求和固定费用支出。如

果一位客户花4亿元人民币买了一架飞机，

一年的支出是4000万元，就相当于飞机价

值的10%；但如果花1亿元来买飞机，一年

的支出相对少但也要3000万元，那就是

他飞机价值的三分之一！对于中轻型公务

机的潜在客户来说，这一点很多人还难以

接受。

德事隆航空集团大中华区及蒙古地

区总裁吴景奎认为：“在运行监管层面，我

国机场的使用费和起降费相对昂贵，并且

费用是按架次计算的，与机型无关。这种

情况下，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解释公务机客

户的消费心理，大型远程公务机起降一次

的费用与中轻型公务机起降的费用没有差

别。核算运行成本时，大型和中轻型之间

的差异就不那么明显了。”

另外可以理解的是，对于能够负担高

额公务机价格的客户来说，当他购买第一

架公务机时，大型远程飞机既可以满足远

程要求，也可以满足近程要求；同时作为

企业形象和个人实力的有力证明，确实不

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中国需要中轻型公务机吗？

从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GAMA）历

年发布的公务机年度报告中可以发现，在

美国和欧洲等公务航空更加成熟的市场，

整个机队的保有量中，大型、超远程公务

机和中轻型公务机的比例大约为三、七分，

内文.indd   32 2019/12/23   下午9:1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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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算上庞大的涡轮螺旋桨和活塞飞

机保有量，欧美市场的非运输航空机队呈

明显的金字塔结构，大型远程公务机则是

这个金字塔的塔尖。

目前我国的公务机机队分布则呈现

出“倒金字塔形”的结构。据本刊记者的

不完全 统计，在中国内地 现有的约330

架公务机中，大型远程型公务机数量达

二百五十余架，占总机队规模的80%，中、

轻型公务机仅占20%。

那么中国现在有中轻型公务机的市场

需求吗？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关

东元告诉IFLY记者：“根据巴航工业在全

球的数据表明，在美国、欧洲等成熟公务

航空市场，在整个机队中，轻型公务机的

占比在40%以上。在欧美地区，按需出行，

按需购买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公务航空

作为一种高效出行的‘时间机器’的理念

已经十分普遍。”

宏信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总

裁钱诚表示：“美国80%的公

务机客户乘坐公务机都不超过3

个小时，但是用户量非常庞大。很

多时候一架飞机的乘客都不超过5

个人，距离也比较短；另外，因为成本

低，很多家庭也可以使用。”

据亚翔航空发布的《2018年亚太地

区公务机包机报告》中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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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包机运营商认为，

乘客如果计划飞离亚太地区，且飞行时间

超过7小时，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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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增长的趋势使亚太地区短

途包机普及度和需求日益增加。在十大最

受欢迎的包机航线中有9条是短途航线，

其平均飞行时间为 2 小时 23 分钟。

现状是，在大中华地区的包机飞行

中，无论乘客数量，几乎所有短途航线只

能 用 大

型 远 程 飞 机来执行，这也

是造成价格偏高的一个因素。

关东元认为：“随着中国公务航空市

场的发展日趋理性，按需购买已逐渐成为

个人买家和运营商等达成的共识。我们看

到，有越来越多的运营商在积极探索业务

发展的新模式，利用一些性能好，经济性

优的轻、中型公务机开展了通勤飞行、旅

游包机等业务，还有一些轻型公务机被用

来执行紧急医疗救援和航校培训等任务，

具备了极佳的市场适应性，因而具备了十

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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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内地目前保有的中轻型公务机

中，很大一部分也在执行除商务飞行外更

广泛的业务。例如云南省七彩通航和内蒙

古的鄂尔多斯通航都在采用巴航工业飞鸿

300型公务机进行省内短途运输的飞行；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就采用多款

奖状系列中轻型公务机，用于飞行校验工

作；而在各地航校的高级教练机、医疗转

运、短途包机等特殊任务飞行中，中轻型

公务机的身影也较为常见。

而在中国更广泛的私人飞行中，中轻

型公务机的市场潜力尚未被发掘。

廖学锋向IFLY记者分享了他身边的

例子：“我有很多朋友都有买中型飞机或

者相对比较便宜的飞机的需求，他们能够

支付1000万美元甚至更高价格来购买一

架中型公务机，但是买到飞机后，每年还

得花费300万美元甚至更高的运营费用，

这就‘劝退’了很多潜在的中轻型公务机

客户。”

  低成本促生中轻型公务机新经济

巴菲特旗下、全球著名的公务航空运

营商NetJets，目前拥有730架的飞机机

队。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无论是经济形式

好，还是经济增长缓慢的时候，其大型以

上和中型以下公务机机队的比例始终保持

在20%：80%左右。

在2018年美国商务航空协会年会暨

展览会（NBAA-BACE）期间，NetJets

与德事隆航空联合宣布了一则超大额的采

购订单：包括175架奖状经度和150架奖

状Hemisphere，以更新和扩充NetJets

的机队。作为以产权共享、小时卡、包机为

主营业务的公务机公司，NetJets只有以

这样的机队规模和调机灵活度，才能最大

化满足公务机客户多样化的业务需求。

中国的中轻型公务机机队何时可以

成规模？

钱诚相信，轻型公务机在中国仍然是

一个潜在的市场。“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机

型；第二需要更便捷的基础设施，比如更

适合中轻型公务机的公务与通用机场，只

有在这些机场才能体现出公务机的便利

性；第三就是人们的消费习惯，还要培养

我们使用公务机工作和生活的消费习惯和

文化。”

“实际上中国目前对中轻型公务机

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成本的问题解决不

了，方便使用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需求是

受到压制的。现在大中国区大概有六百多

架大型公务机，中轻型公务机应该是它的

若干倍，但是现在这个需求被成本等各方

面原因严重压制。”廖学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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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降低公务机使用成本，各方呼吁

最多的就是机场的收费。

2019年2月，民航局出台《关于进一

步完善通用航空机场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明确要求：公务飞行使用运输机

场的航空性业务收费按照不超过运输航

空的机场收费标准执行；公务飞行使用运

输机场的非航空性业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

价，具体收费标准应向所属民航地区管理

局备案。

7月，民航局发布《关于民用机场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公务飞行使

用运输机场的航空性业务收费和非航空

性业务重要收费按照不超过运输航空的机

场收费标准执行，不需向所属民航地区管

理局备案。公务飞行使用运输机场的非航

空性业务其他收费由机场管理机构或服务

提供方遵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在民航局政策的要求下，各地机场开

展了对公务航空收费标准的自查，首都公

务机公司率先制定了FBO新价格方案，大

幅降低FBO收费，也将为公务航空机主和

运营者降本减负。

廖学锋认为，除了收费的合理化，机

场和时刻资源也是扼制公务机快速发展

的瓶颈。目前我国公务航空使用最频繁

的正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这些经济

发达的区域，在这些区域的机场资源更加

紧张，公务航空和运输航空抢占同样的资

源，自然存在公平和效益的问题。如果这

些区域有公务机专用机场或大型通用航空

机场，公务飞行的便捷性会提高，价格也

会相应降低。

“机场群的建立会帮助中小型公务机

的发展。”廖学锋表示。“此外，随着中小

型公务机更多地进入市场，也会帮助更多

的企业家更便利地深入到偏远地区，可以

带来更多创造生意的机会，促进偏远地区

经济的发展。”

在运营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吴

景奎认为制度成本也是限制公务与通用航

空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看到

民航局近两年在从头梳理法规，旨在建立

单独的通用航空法规体系，将此前一系列

的指导性意见与政策逐步上升到法律层

面，把整个法规体系建立起来，从长远来

看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我国“十三五”期间500个通用

机场，以及未来2000个甚至更多通用机

场的建成和通航，通过不断加强供给侧改

革，完善机场建设以及FBO的合理布局规

划，对于中国公务航空，特别是中轻型公

务机即将迎来的快速增长期，业界都充满

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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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政策持续升温，一系列通航政策又相继出台，地方

政府支持力度加大，通用飞机市场增长领先全球，通用机场数量

首超运输机场，通航飞行小时破百万，通航创新、通航消费成亮点，

中国通用航空稳步发展的大势未变。但基本面状况堪忧，通航企

业经营普遍困难，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依然像一堵无形的墙，

看得透但穿不过，行业发展亟待破局。爬坡迈坎的中国通用航空，

不进则退。

GA Market in 2019
China's

  高远洋

2019中国通航发展
年度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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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步发展大势未变

      基本面状态待改观 

来自GAMA的数据显示，2019年前

三季度，全球通用飞机的交付数量为1742

架，同比增长7%；同期，我国新增通用飞

机数量超过200架，预计全年增长12%左

右。截止11月底，我国颁证通用机场总数

达到243座，在中国民航历史上首次超过

运输机场数量；飞行小时95.89万，2019

年料将首次突破100万小时；中国通用航

空发展稳步推进的大势没有变。

与我国经济新常态化下其他行业发

展相比较，2019年通用航空发展表现应

该是一份不俗的成绩单。然而，作为滞后

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通用航空，稳步发

展不应是通用航空行业的追求，我们希望

的是能得到突破性发展。中国通用航空正

在爬坡迈坎，不突飞猛进就会江河日下。

尤其是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虽然宏观大

势看起来还不错，但企业微观层面状况堪

忧，通用航空企业大面积亏损。究其原因，

一是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一些依靠集团

公司、上市公司输血的通航企业由于母公

司经营困难面临失血的困境。2019年，一

些知名的通航公司被迫出售或者开始找

新东家，甚至有的通航公司还出现了因为

欠薪飞机被查扣、被拍卖的令人惋惜的场

面。航空业向来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通

用航空也不例外；二是业务规模没有真正

做起来，飞机保有量增长快，但飞行小时

增长缓慢，飞机保有量上去了、业务量没上

去，必然导致单机飞行小时下降，连飞机

购机成本都摊销不了，企业谈何盈利？业

务量上不去不是没有市场，我们坚信中国

通用航空的潜在市场是巨大的，尤其是通

用航空消费市场。根本的问题是，一方面

我们没能提供市场真正需要的产品，另一

方面还是因为受制于经营环境（空域、机

场保障）所限，我们不能有效地、常态化、

持续性地提供市场产品。所以，未来仍然

是需要在运营环境建设和终端应用市场

拓展上去做文章、去破发展困局。

  政策暖风持续  地方政府给力 

      发展环境还需根本性改善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对通用航空有重

要表述，如：推进通用机场建设，推动低

空飞行旅游发展，培育充满活力的通用航

空市场，深化空域管理体制改革；11月交

通运输部印发《关于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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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作的通知》，将旅游通用机场建设、

推进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改革、快递无人机

等纳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的确，通

用航空是航空业的基础，交通强国通用航

空也必定强；11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

中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

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完善应急救援

空域保障机制”，这对于全国正在进行的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及探索实践是极

大的鼓舞；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3月两会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大

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这是通用航空第一次出现在总理政府工作

报告中；中国民航局正在着力推进通用航

空法规体系重构及通航治理能力提升，独

具特色的“业务框架+法规框架”的通用

航空法规体系重构路线图及法规体系构

想，将未来的无人机应用也纳入其中，具

有开放性和全球领先性。2019年，通用航

空法规体系重构工作提速，《提升通用航

空服务能力工作方案》（2019－2020版）

《轻小型航空器生产许可及适航批准审定

程序》《轻小型民用无人机飞行动态数据

管理规定》《无管制机场飞行运行规则》

《通用航空包机运营安全规范》等一批政

策新规出台，同时《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修订）》《特殊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

则》《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

则（修订）》《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

定规则》（CCAR-135R2修订）《B类通

用机场备案办法》《大型货运无人机适航

标准》《通用航空飞行计划与空管运行管

理规定（试行）》《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

理暂行条例》等一大批新的通航政策法规

2019年通用航空发展表现应该是一份不俗的成绩

单。作为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通用航空，稳步发

展不应是通用航空行业的追求，我们希望的是能得到突

破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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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2019年，11个通用机场被纳入中小

机场补贴范围，共补贴4339万元；197家

通用航空企业获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补

贴，补贴金额达4.82亿元；另有13家通用

航空企业获支线航空补贴530万元。补贴

范围和金额进一步加大。国家财政补贴对

于蹒跚启航的中国通用航空而言可谓雪中

送炭。

地方政府热情不减，继陕西、河南、

湖北、重庆、四川、浙江等省市先行一步

谋划和实施通用航空发展外，2019年又有

山西、江西、吉林等省高调加入通航发展

“地方军”阵营，我参加过三省的通用航

空专家讨论会或报告会，都是省长亲自主

持。省领导亲自抓通航，足见地方政府发

展通航的热情与意志。

应该说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政府推动力

已形成，来自市场和企业的由下而上

的发展动力早已集聚，缺的是中

观层面的通用航空运营环境

建设，关键之关键还是

低空空域开放和

通用机场建

设 。低

空

飞行常态化问题没得到有效解决，通用机

场的建设审批还是那么难，这是制约通

用航空发展的两个关键桎梏，也是行业如

“祥林嫂”般唠叨了多年但议而不决的问

题，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屏障，看得透但穿

不过。我们期盼能借助国家建设交通强国

的政策东风，推动低空空域开放及破解通

用机场建设审批难题，以补齐作为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重要构成的通用航空这块短

板。

  创新创业有氛围

      通航制造势头好 产融结合待形成 

通用航空全球创新看好中国。刚起

步的中国通用航空市场就像一张白纸，

加之中国人对创新技术与产品的追

捧，以及中国 民航局具有

超前意识和开放性的适

航管理改革，为全球通用航

空技术与产品创新带来了应用

场景、市场想象空间及发展预期。通

用航空是民航业内创新活动最

活跃、也是最能体现创新

精神的领域，期待

中国 能 在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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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全球通用航空创新中勇立潮头；12月第

二届中国通用航空创新创业大赛在青岛

落下帷幕，本届大赛参赛者踊跃，得到了

投资界的关注，设立了规模达2亿元的大

赛“创投基金”，获奖的部分创业项目收

到投资机构投资意向书，这是一个好的迹

象；12月中国通用航空创新公司广州亿航

登陆纳斯达克在美国成功上市，成为中国

无人机第一股，这让行业从过去一年来通

用航空企业纷纷从新三板退市的沮丧中又

着实兴奋了一把。但这还不够，通用航空

在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机制还未形成，我

们希望在通用航空行业也早日出现

我们在其他行业看到的创新—创

投—产投的投资逻辑及活跃的

产融结合场面。

民航局通用航空器适航

管理改革见成效，继民航局去

年12月颁发出第一张实验类旋

翼飞机认证后，2019年1月又颁

出了我国第一张实验类固定翼飞

机认证。尤其是，2019年2月民航

局为初教六飞机一举颁发了TC/PC（型

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双证，结束了这款

广受国内外航空爱好者喜爱的中国国产

通用飞机在国外可以畅飞而在中国民间飞

行“非法”的尴尬。2019年，锐翔RX1E\

RX1E-A、卓尔JA-600、大同C42E、联

航神燕泰克南P2010等一批通用飞机制

造项目获颁生产许可证；国产小鹰-700成

功首飞；山河SA60L轻型飞机获FAA适

航证，标志着国产通用飞机

开始进入国际

主流市场；中法合资丽夏飞机制造公司在

德清成立以生产法国LISA水陆雪三栖飞

机，这是通航领域投资政策放开以来成立

的第一家外方控股通用飞机整机制造企

业。通用飞机中国造正在成为现实。当然，

我们不能光盯着整机制造，在通用航空发

达的美国，通用飞机整机制造只占通用航

空制造总产值的18%，也就是说通用航空

零部件的产值规模更大，道理很简单，通

用飞机是一种可经过不断的维修维护和

零部件更换保持持续性适航的延寿产品，

使用寿命长，而在一架飞机的漫长生命历

程中需要不断地更换零部件以保持适航

状态，所以航空零部件更像是“耗材”，需

求量大，产值贡献大，有更大的产业发展

空间。我们欣慰地看到，继去年辽宁凯博

小熊飞机TopCub获颁生产许可证PC后，

2019年再获民航局颁发零部件制造人批

准书PMA，标志着小熊飞机开始实现国产

化航空零部件生产，且根据中美双边适航

协议BBA，辽宁凯博生产的航空零部件被

FAA认可，可出口到美国乃至全球。

  市场活力在激发

      通航消费是先手

看宏观大势，大家信心满满，但微观

层面则是阴云密布。2019年通用航空企

业经营普遍感到困难，全行业大面积亏损

的状况没有得到改观。问题出在哪里？被

行业吐槽多年的低空开放进程缓慢、通用

机场短缺、通用航空运营保障不力当然是

绕不开的问题根源，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从市场开拓和企业产品供给去找原因、谋

突破？如果说前者是需要国家和政府去

着力解决的问题，而后者恰恰是需要企业

去主动为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通

航业务拓展空间有限且有被无人机作业

逐步取代的趋势，呈现僧多粥少甚至恶性

竞争的乱局。然而航空运动、短途运输、

航空救援等通用航空消费业务的悄然掀

起却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明亮的窗口。

2019年，全国已开通41条通用航空短途

运输航线，运送人次达5.4万人；截止11

月底，前往建德航空小镇体验低空游览

和高空跳伞的人数分别达到了7410人和

5140人；德清航空小镇单是暑假期间来自

上海、杭州等城市参加航空科普游学活动

的中小学生就接近5000名；“政府支持+

保险公司参与+通航公司运营”的航空应

急救援商业化模式开始形成；粤港澳大湾

区跨境直升机运营服务开启试航；2019年

又有69家单位/场地被授予航空飞行营地,

《航空飞行营地星级划分与评定》团标正

在征求意见。

通用航空消费给我们带来了市场想

象。从通用航空成熟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

也看到，通用航空消费是通用航空产业的

重要推力，比如美国拥有的21万余架通用

飞机中超过80%是用于消费类用途。从通

用航空消费入手，激发通用航空消费市场，

应是当前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一个

突破点。这其中的意味则是，一是需要去

挖掘和引发市场，因为这是一个隐性的市

场；二是要有通用航空消费产品提供，即

需要企业精准把握市场需求与发展脉络，

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比如老牌的从事传

统通航作业的公司北大荒通航，2019年开

始在山西、浙江尝试开展通用航空短途运

输业务；三是需要政府的支持，但也不能

一味的依靠政府补贴，否则会导致价格扭

曲，比如通航短途运输就出现了低至30元

的票价，这不正常，最终还是应该回到市场

逻辑，让通用航空真正的市场价值得以体

现。放在更大的场景看，在新的经济形势

下，国家正在想方设法促进消费，包括在各

地倡导夜间消费。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也提出“要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

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通用航

空恰恰是一个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是一

个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政策边际效应极好

的领域。通用航空发展刻不容缓，否则造

成的则是市场资源极大的浪费。

2019，中国通航又一年。2020，我们

共同期待。

（本文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航

空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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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通用航空短途运输的快速发展和广大消费者对出行效

率更高的追求，在各级政府和互联网平台及大数据的支持下，区域

短途一小时包机圈市场是否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热潮？

to Build the 'One-hour Air Commuting Circle' of 
Short-distance Transport?

How 
通航短途运输
一小时包机圈正当时？

  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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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通航短途运输
一小时包机圈正当时？

图片由乌拉特中旗机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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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航短途运输发展快速

中国通用航空短途运输业务的快速

发展有目共睹，因其载客多样性和通用

性，受到了广泛关注。公开数据显示，截

至2019年12月，我国短途运输实际运行

航线达到96条，比2018年增长了一倍，

2019年全年总运输人次将超过6万人。

通航短途运输短途运输业务的高速

增长，我们归因于以下几点：

一是政策的大力扶植。2017年到

2019年上半年以来，民航局累计发布通用

航空相关政策、法规达到

120条，超过历年总和。这些

政策包含通航安全、飞行活动

审批管理、市场准入及监管、适

航审定、通航机场及提高行政审批

效率等多个方面。

2018年6月13日，民航局运输司发

布《关于在通航短途运输试点过渡期内

偏离执行相关运营管理政策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将2015年颁布的《通用

航空包机飞行（短途运输）经营管理暂行

办法》设定了不超过两年的过渡期，过渡

期内允许通航企业提前公布时刻，并对公

众售票。《通知》的发布为游离在合规边

缘的通用航空定期航班的合法性做了文

件定性，通用航空从此不再局限于包机运

行，更可以通过提前发布时刻的方式，进

行提前售票，开展固定航线的运输业务。

二是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在国家

十三五规划中，要实现通用机场数量达到

500个，这一数字远超目前运行的民航机

场数量。民航局数据显示，仅2018年，全

国颁证通用机场数量就达到126座，是历

年颁证总和的1.7倍。截至2019年5月，全

国办证通用机场总数达到220个。相较于

运输机场，通用航空机场建设投资少，周

期短，可以预见未来2~3年国内会有大量

通用机场投入使用。

三是市场需求持续增强。随着国民经

济的发展，民众对于出行便利的需求越来

越高，而由于一些限制，中国高铁的发展

和民航运输机场建设依然不能满足偏远且

交通欠发达地区的民众出行需求，他们需

要有更便捷、高效的交通方式。

四是在线旅游平台的积极协助。公开

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民航业在线销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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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超过80%。在民航局的2018年《通知》

中，通用航空的售票不进入中航信系统，这

使得短途运输机票遇到了销售的困难。在

线旅行企业的加入，让短途运输航班机票

变得像民航机票一样预订方便，且具备了

较为完善的机票售后服务体系，这在很大

程度上帮助短途运输企业迅速打开市场。

  通航短途运输如何良性发展？

基于我国短途运输业务模式的特点，

短途运输企业在经营发展初期普遍面临

市场知晓度低、机票价格低等问题，企业

盈利能力弱，过度依赖于第三方补贴。如

何开拓和发展短途运输之外业务模式，让

企业具有更强盈利能力，进而步入良性发

展，成了短途运输企业绕不开的话题。

2019年9月，云南七彩通航率先通过

在线旅行网站实现了云南省内航线包机

的在线销售，上线首日即有成交，为国内

短途运输企业提供在线包机预订树立了

标杆。在短途运输越来越成熟的背景下，

这一创新尝试也引起国内其他短途运输企

业极大的兴趣，越来越多短途运输企业有

计划将短途包机作为全新产品进行在线销

售。国内短途运输包机的机会已经到来。

从短途运输企业的运行机型和运行

特点来看，短途包机应运营在通用机场之

间，或通用机场和运输机场之间的航线，

距离小于500千米，地面交通不发达、不

便捷，没有公共运输航班或公共运输航班

数量较少，不能满足小团队等定制化出行

等出行场景。

从短途运输的发展程度来看，短途运

输包机现阶段应立足于短途运输航班成

熟的航线或区域，这有助于得到地方政府

和空域管理部门的支持，这些区域的客户

对于小型飞机承运航线有接受度，更容易

促成包机产品的成交。表1为目前我国短

途运输运营航线及执飞机型情况。

  短途运输1小时包机圈

      发展正当时？

我们以现阶段成熟的短途运输航线

和运行区域为基础，提出国内九大短途运

输1小时包机圈的概念，鼓励和引导短途

运输企业开展多种经营尝试，重回包机市

场。九大包机圈的设置考虑了现有短途运

输分布和运营企业机型的实际情况，分别

为云南省内包机圈、江西省内包机圈、青

海省内包机圈、河套经济带（内蒙古中部、

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包机圈、蒙东北

（海拉尔枢纽）包机圈、长三角包机圈、大

湾区包机圈、新疆北疆包机圈、新疆南疆

包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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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包机圈设想的区域均为已经成

熟运营的短途运输航线的区域，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可以依据短途运输企业和机型

的实际情况进行调配。如在云南省内的包

机市场中，我们以七彩通航的飞鸿300为

主力机型，小时成本可以低至人民币4万

元，而在长三角和大湾区的短途包机中，

可以依托星空直升机和东部通航的现有航

线网络，开展直升机包机业务。在内蒙古

等短途运输发达的省区，还可以采用成本

更低的机型开展包机业务，小时成本能低

至人民币1万元以下，极具市场吸引力。在

实际的短途包机产品推向市场时，更可灵

活地将包机业务拓展到周边城市网络中

去。因此，国内短途运输及航空客运市场

现在的发展状况，使得我们认为短途运输

企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重回包机具有以下

发展基础。

第一，短途运输的快速发展为短途包

机提供了客户基础。从短途运输最发达的

内蒙古自治区来看，往返于乌拉特中旗到

呼和浩特之间的短途运输航班每天已经

达到了两班，乌拉特中旗通用机场也将于

年内迎来1万人次的吞吐量大关，这是通

用机场发展的创举，短途运输航班已经成

为内蒙古区内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使得

更多民众对短途飞行有了切身的体验。可

以期待，当航班时刻不能满足的时候，或

相关航线旅客有个性化需求时，有大量潜

在包机消费需求；

第二，短途运输航线的开辟，为包机

运行提供了资源基础。以江西省为例，江

西快线目前承运南昌往返赣州之间的短途

运输航班，并可提供江西省内机场之间的

包机运行。省内运行的经验使得临时航权

和时刻的申请效率出现很大幅度的提升，

为省内短途小包机的常态化奠定了基础；

第三，短途运输企业的包机产品，能

有效降低传统国内公务机包机的成本。目

前国内的包机以喷气公务机为主，往返于

国内主要城市。喷气公务机在国内的运行

成本受飞行变动成本和机场起降成本影

响，价格高昂，消费门槛很高。而短途运输

机型，以小型螺旋桨飞机运行为主，即使

有喷气机参与，一般也是较低成本的小型

机，成本仅相当于常规公务喷气客机的三

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此外，公务机的另一

主要成本构成来自于机场，目前短途运输

企业大多有地方政府或机场集团参与运

营或补贴，可大幅降低机场起降成本。以

2019年8月首单在线售出的昆明到丽江的

包机来看，如使用传统包机报价，不包含

调机成本，成本也在10万元以上，而选择

云南七彩通航的飞鸿300机型，售价不到

4万元。如果采用成本更低的通航其他机

型，售价还会更低。

第四，在线旅行平台的加入，有效提

升成交概率，降低交易成本。在线旅行平

台的加入，能有效地将现有包机信息推送

到定向人群中，提升成交效率。另一方面，

针对目前较高的调机成本，在线旅游平台

也能将部分调机的空驶资源变现，进一步

降低包机成本。

综上，随着中国通用航空短途运输的

快速发展和广大消费者对出行效率更高的

追求，在各级政府和互联网平台及大数据

的支持下，区域短途一小时包机圈市场一

定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会，并将极大丰

富中国包机市场的产品线。

（本文作者为携程旅行网机票业务高

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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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刘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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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途运输已开通航线及运营机型表（截至2019年12月） *表示暂时停飞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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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Best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
Which
16款通航短途运输飞机大比拼

  本刊记者 刘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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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通航短途运输业务迎来了爆发期。据统计，中国目前共有94

条短途运输航线在线上销售，上百个城市通航点的互动联通，通用机场建设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通用飞机在短途运输上的应用也大幅增加。值此年终之际，IFLY

团队盘点出了中国通航短途运输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 16种通用飞机及直升机机

型，相信不久之后，我国也将实现真正的“县县通、及时达”的“通航发展梦”。

16款通航短途运输飞机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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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航工业 飞鸿 300E

|明星机型 STAR |||||||||||||||||||||||||||| 

短途运输航线

昆明-昭通

起飞跑道长度/米

956
6名旅客航程/千米

3650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78
最多座位数/个

10
客舱高度/米

1.5
最高巡航高度/米

13716

飞鸿3 0 0E公务机名称中的

“E”意为提升（Enhanced），它延

续了之前在两款中型公务机莱格赛

450和莱格赛500上首次采用的设

计DNA。飞鸿300E客舱宽敞，并拥

有同级别机型最大的行李舱。同时，

飞机拥有同级别机型最宽大的舷

窗，客舱自然采光充足，舒适的卧式

座椅可灵活调节。飞鸿300E还拥有

轻型喷气公务机中最佳的客舱增压

系统，可实现单人驾驶。此外，该款

飞机还具有单点加油、机外排污盥

洗室以及随机舷梯，在同级别机型

中独树一帜。

飞鸿300已连续6年蝉联全球轻

型公务机销售和交付量冠军，2019

年巴航工业交付了全球第500架飞

鸿300系列轻型公务机。据通用航

空制造商协会（GAMA）的报告，飞

鸿300是近10年来唯一一款取得此

成就的公务机机型。

自2012年以来，飞鸿300系列飞

机一直占据了轻型喷气公务机市场

逾50%的份额。飞鸿300目前在全球

超过三十多个国家中运营，过去10

年间已完成了六十余万个航班，累

积了超过80万个飞行小时数，运输

乘客数量250万，其飞行距离可以环

绕地球13圈，相当于地球往返火星

的距离。平均每3.5分钟就有一架飞

鸿300在世界某地起飞，相当于该

机型每天飞行400个航班。仅2018

年，飞鸿300就完成了近15万个航

班。目前中国有七彩云南通航和鄂

尔多斯通航两家通航公司正在使用

该机型进行短途运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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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奇 空中国王 350i
短途运输航线

嫩江-黑河

自1964年以来，比奇空中国王

系列涡 桨飞 机 在全 球已交付超 过

7500架，全球机队的飞行时数已超

过6000万小时，执飞任务从传统的

客货运输，到电子和图像监视、航空

医疗救护、飞行校验、航拍测绘、培

训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目前国内正

在使用空中国王350i进行短途运输

的通航公司有—华夏通航和内蒙

古通航。

比奇350i空中国王在传承经典

的同时增加了商载和航程，可用更

少的燃油运送更多旅客与货物，方

便快捷、高效的调兵遣将，执行重要

任务。其多功能性可谓无与伦比，无

论是繁忙的枢纽机场，还是偏远地

区未铺设的草地、砂石地、土地等简

易跑道，都可轻松起降。无论是搭载

要客，还是运送重要货物，比奇350i

空中国王皆能胜任。

比奇350i空中国王客舱宽敞舒

适，充足的肩部和头部空间令身心

放松。高新声学技术最大程度地降

低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噪音，提供静

谧的客舱环境。乘客可安坐于双俱

乐部式皮椅，随时连接高速Wi-Fi，

工作休闲两不误。飞机配备全新P ro 

Line FusionTM航电系统，统一图

标式全触屏飞行仪表，更直观、更

易操作。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578
最大航程/千米

3345
最多座位数/个

11
最高巡航高度/米

10668
起飞跑道长度/米

1006
客舱高度/米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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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拉图斯 PC-12NG

|明星机型 STAR |||||||||||||||||||||||||||| 

短途运输航线

锡林浩特-二连浩特

皮拉图斯 PC-12 NG飞机可以

说是“世界最大的单人驾驶飞机”，

因多用途、稳定、灵活而闻名。PC-

12N G飞机是最为流行的一款单发

涡轮旋桨飞机，并具备执行多种特

殊任务的能力，包括空中指挥与控

制、搜索与营救和突发事件快速反

应。P C-12 N G可执行空中医疗任

务，除了可以装备救援设备和医疗

人员外，330立方英尺的压力舱最

多容纳3个病人。就全球应用范围来

说，P C-12N G 已广泛运用于公务

飞行、货运、空中急救、航空载客和

执行政府特殊任务等，目前国内正

在使用PC-12 NG进行短途运输的

通航公司有—亚捷通航、江西快

线和新疆通航。

P C-12N G配有最先进的霍尼

韦尔Primus Apex航空电子设备，

可用于飞行信息集成、发动机监控、

飞行参数配置、气压和环境控制。

3D地形可视图，为飞行员提供了只

能在晴朗的天气才有的视野。它可

以轻松查找飞行和天气数据，图表，

飞机系统信息，航程计划功能。为了

使机舱也具备多功能性，皮拉图斯

与宝马设计团队合作，为PC-12NG

设计了一系列机内装饰；为了突出舒

适和效率，P C-12配有平坦的机舱

地板，（不像其他很多飞机配有下降

的中间走廊）；一个全封闭式的冲

洗厕所；一个可以在飞行中使用的

行李舱。由于这架飞机整合了商业

和私人用途，因此很多人叫它“终级

空中SUV”。

起飞跑道长度/米

808
最大航程/千米

2889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519
最多座位数/个

9
客舱高度/米

1.47
最高巡航高度/米

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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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棕熊 100
短途运输航线

太原-吕梁

大棕熊(KODIAK)100是一款多

用途的单发涡桨通用飞机，可开展

空中游览、短途运输、高空跳伞及航

拍航测等业务。如同它的名字“大棕

熊”一样，具备不惧艰险环境的坚毅

性格，是全地形多用途飞机，被誉为

“真正的荒野探险专家”。自2014

年由德扬航空引进国内，目前已建立

了镇江、建德两大生产交付基地，首

架由建德基地生产的大棕熊100系

列Ⅱ飞机已于2018年正式交付。目

前国内正在使用大棕熊100系列飞

机进行短途运输的通航公司有—

龙浩通航、北大荒通航、新疆通航

和华夏通航。另外，驼峰通航正在

使用大棕熊100系列飞机进行高空

跳伞等通航活动。

大棕熊飞机客舱采用真皮座

椅，触屏的温控系统用于设定客舱

温度。一客一窗的专业设计，为乘客

提供优越的视觉观光效果。飞机选

用PT6A-34发动机，因为100号航

汽在偏远山区几乎无法得到。发动

机有电控的内部防护罩保护，以免

吸入异物。加大尺寸的滑油散热器

用于应付热带地区有时高达55摄氏

度的高温。翼展较小的NACA翼型，

有助提高大迎角和抗失速性能。在

不损失巡航性能的情况下提高了飞

机起降性能。G1000航电以及标配

的SVT（合成视景系统），增加飞机

在山区飞行的情景认知能力，降低

飞行员工作强度。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322
最大航程/千米

1861
最多座位数/个

10
最高巡航高度/米

3700
起飞跑道长度/米

285
客舱高度/米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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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6 400 双水獭
短途运输航线

太原-长治

DHC-6 S er ies 400 “双水

獭”是加拿大维京飞机公司于2007

年开发的一款通勤用机型，可作为

水陆两用飞机使用。飞机设计之初

便 秉 承在多种环 境下 的适 应能 力

之理念，提供多种选择，可以安装

固定式起落架、浮筒、轮式滑橇和

两栖浮筒。前身是德·哈维兰加拿

大公司生产的D H C-6。两台动力

强 劲 的 P T 6A- 3 4 型涡 轮 螺 旋 桨

发 动 机使 它具备卓 越 的 短 距 起 降

（STOL）能力，可以深入未经开垦

的偏远地带。

双水獭飞机是至今为止最为畅

销、性能最为可靠的19座飞机。目

前已有在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

的运营经验，从冰雪严寒的南极，

到炙热无比的非洲沙漠，从高海拔

的喜马拉雅山区，到水域开阔的印

度洋群岛，能适应短途运输、海陆

通勤、空中旅游、应急救援、飞行培

训等多种通用航空业务需求，对于

中国内陆及沿海各省份来说，都十

分适用。目前国内正在使用DHC-

6 400型双水獭飞机进行短途运输

的通航公司有—华彬通航和华夏

通航。

起飞跑道长度/米

713
最大航程/千米

1815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309
最多座位数/个

20
客舱高度/米

1.5
最高巡航高度/米

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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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斯纳 208 EX 加长型大篷车
短途运输航线

石家庄-太原

赛斯纳208EX加长型大篷车享

有“空中多面手”的美誉，专为具有

挑战性的任务而设计，同时充分发

挥了单发飞机的简约性和经济性，

为通航企业创利颇多，在国际上声

名远扬，常被用作短途客货运、区

域商务包机和各种特殊任务中。

增 大 的 巡 航 速 度 和 爬 升 性 能

加上 坚固 可靠的 机 身设 计令 赛 斯

纳208E X加长型大篷车的签派率

无可比拟。高燃油效率和低运营成

本可满足长时间的作业需求。普惠

（加拿大）P T6A-140发动机提供

867马力的强劲动力，带来一流的

巡航速度、商载能力和航程。超大

机轮和皮实起落架，可在草地、砂

石地等未铺设的跑道上起降。

赛斯纳208E X加长型大 篷车

可根据不同任务选择客舱配置，实

现飞 行 收 益 最 大化。佳 明 G10 0 0 

N X i航电系统整合了飞行信息，提

升了态 势感 知 能 力 和 数 据 处 理 能

力，格 外受到飞行员的青睐。德事

隆航空在华合资公司提供本地化服

务，为您的飞行保驾护航。

该 机 型 还 可 选 装 成 水 陆 两 栖

型，水上运行也能保证高商载和高

速度，并兼具经济性。支线航空公

司和包 机 服 务公司常利用赛 斯 纳

208E X加长型大篷车飞机执飞低

客流量的偏远地区航线，或景区的

短途观光线路。目前国内正在使用

赛斯纳208进行短途运输的通航公

司有— 普洱通航、内蒙古通航、

华夏通航、河北通航、幸福通航和

珠海通航。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361
最大航程/千米

1785
最多座位数/个

14
最高巡航高度/米

7620
起飞跑道长度/米

426
客舱高度/米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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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313直升机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国产直

升机，也是中国第一款完全按照国际适航标准

和适航审定程序研制的大型民用三发直升机，

是世界上第一款在4500米高海拔地区进行A

类适航验证的民用直升机，于2020年3月18日

首飞成功。AC313最大航程超过1500千米，

最大续航时间5.5小时，飞行区域可覆盖中国全

疆域，是多灾种航空应急救援主要装备之一。

2019年4月，AC313直升机在江西省景德镇地

区执行空中森林灭火作业时，在4小时内空中

洒水五十余吨，有效控制了火情蔓延。配有消

防吊桶的AC313直升机，具备较强的航空护林

直接灭火能力，该机消防吊桶，可载水3吨，可

在水深2.5米以上的水源点进行取水，以160千

米/时的速度飞往火场上空进行灭火作业，切

实发挥“森林卫士”的作用，是我国航空护林

的主力装备之一。

v中航工业 
AC313

最大有地效悬停高度/米

3400
最大起飞重量/千克

13800
标准座位布局

2+25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255

满油航程

107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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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8/171系列是俄直历史上最为经

典和成功的中型多用途双发直升机产品

系列，迄今为止已生产超过1 . 2万架，是

世界上双发直升机的最高生产纪录，在中

国市场目前的保有量超过360架。该机型

用途广泛，可用于旅客运输、货物运输、

医疗急救、空中巡逻、电力作业、护林防

火、海洋作业、城市消防等各项任务，拥

有无与伦比的性价比。新中国成立以来，

Mi8/17/171系列直升机无疑是新中国进

口军用直升机独一无二的主力机型，故此

该系列直升机在中国市场内口碑极佳、品

牌知名度高、人才储备广泛、用户基础极

大，是国内目前各通用航空公司用于运输、

护林、作业等方面的主力机型。目前俄直

正在进行升级计划—Mi171A2直升机，

预计2019年上半年推向市场。

俄罗斯直升机 
Mi 8/171

满油航程

610千米
最大无地效悬停高度/米

3980
标准座位布局

2+24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230

v

最大起飞重量/千克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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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

直升机制造商，其产品可占全球直升机机

队的30%。H215双发直升机是空客直升

机知名的超级美洲豹家族成员，也是备受

赞誉的适合严酷运行环境的空中大力士、

任务多面手。作为美洲豹家族最新成员，

H215结合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和可靠的平

台设 计，可在全球各地 最恶劣的环境中

稳定提供多任务执行能力。2019年4月，

H215直升机正式交付给中国国网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这也是空客直升机交付给中

国的第一架H215直升机。目前在华运营

的超级美洲豹机队增加到近40 架，该机

队执行于多种任务领域，涵盖油气平台运

输、警用执法、应急救援、通航作业和通

航运输等。

空客 H215
满油航程

866千米
最大有地效悬停高度/米

3250
标准座位布局

2+19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262
最大起飞重量/千克

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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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直升机公司创立于1935年7月，早期

曾研发多种战斗机，并研制出世界首架能在

平飞状态下突破声速的飞行器一贝尔X-1。

1946年，贝尔47型直升机成为世界上第一款

拥有商业型号合格证的直升机。至2018年底，

贝尔直升机在中国的机队规模已达146架。

贝尔525于2012年的美国直升机展Heli-

Expo上正式发布，是贝尔直升机公司最新一

代民用双发直升机，也是世界第一架电传操纵

民用直升机。既降低了驾驶员的工作量又确保

在严峻的作业环境下能够安全可靠地运行。

通过配备专门为直升机设计的佳明G5000H

触屏控制台，驾驶员能够轻易地获得飞机的关

键系统数据。同级中最佳的有效载荷、客舱体

积、载货量、舒适度和大舱门全部体现了最先

进的技术。

贝尔 525
满油航程

1037千米
最大有地效悬停高度/米

3414
标准座位布局

2+16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296
最大起飞重量/千克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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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莱昂纳多直升机公司是

以著名画家莱昂纳多·达·芬奇的

名字来命名的，这一行为极富意大

利情怀。AW139是一款6~7吨级的

中型双发直升机。自2004年初交付

以来，AW139展现出卓越的可靠性

和操控性，总飞行时长达250万小

时。目前，全球累计交付了10 0 0架

AW139直升机。AW139拥有同级别

产品中最宽敞的客舱，容积达8立方

米。在中国，它被广泛用于紧急医疗

救护（EMS）、搜救（SAR）、消防防

火、海上运输、警用执法和国土安全

等多种任务。该机还选用了模块式的

解决方案，不同任务构型间可以快速

转换。

莱昂纳多 
AW139

满油航程

1250千米
最大有地效悬停高度/米

4682
标准座位布局

2+12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306
最大起飞重量/千克

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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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科 斯 基 飞 机 公 司 的 创 始 人 是 直

升 机 的 发 明 者 伊 戈 尔·西 科 斯 基，他 于

19 3 9 年 9月14日试飞了他 所 设 计并制造

的人 类 第一 架 实 用型 直 升机，开 创了直

升机的飞行时代。目前，美国西科斯基公

司生 产的 S -76D 是 全 球 最 受 欢 迎 的中

型双发直升机之一。宽敞的客舱、带主动

震动 控制的双转 速桨叶以 及安静区域 技

术，使得S-76D直升机具备非常平稳的、

安 静的飞行 环 境。作为一 架12座全 天 候

民 用运 输直 升机，该机 最 大 起 飞 重 量 为

5306k g，装有2台先进的 P W210S涡轴

发动机，采用了T h a l e s综合航电系统、

主动 振 动 控制系 统，成 为全 球 最 先 进的

民用机型之一，被广泛用于商业运输、近

海支援、公务用机及医疗救护等。

西科斯基
S-76D

满油航程

852千米
最大有地效悬停高度/米

3103
标准座位布局

2+12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287

最大起飞

最大起飞重量/千克

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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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2 5 单 发 直 升 机 ，也 就 是 原

AS350B3e直升机，是“小松鼠”系列直

升机中的增强版，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

的直升机之一，全球约有超过5500架该

机型正在运行。H125以高性能、坚实耐

用、可靠性高、采购成本低、维护费用低

和使用成本低等特点著称，是一款性能

优化的轻型单发直升机。H125直升机标

准型还曾成功在珠穆朗玛峰（8848米）

上进行起降。H125机体、旋翼和无轴

承桨毂大量采用了复合材料，不仅减轻

了飞机重量，提高了飞机强度，还降低

了振动、噪音、维修和腐蚀。H125直升

机应用非常广泛：航拍飞行、医疗救助、

搜救、空中执法、石油平台支持、公务用

途、旅客运输等方面都可使用。

v

空客H125 最大有地效悬停高度/米

4039
标准座位布局

1+6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251

满油航程

631千米
最大续航时间/小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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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505 J et R a n ger X是一款

五 座 、单 发 涡 轴 直 升 机 。作 为 新 一

代轻 型单发多用途 直 升机，贝尔50 5

专注于 安 全、效率及可靠性的提 升。

贝 尔 5 0 5 是 轻 型 直 升 机 中 首 款 搭 载

G1000H综合航电系统的直升机，使

得贝尔50 5集卓越性能，安 全可靠于

一体，是同级 别中成本效益最佳的直

升机。得益于平直的客舱地板和开阔

的客舱 空间，贝尔50 5能 够胜任多种

不 同 的 任 务 配 置 并 搭 载 各 类 任 务 载

荷。2019年 春天，贝尔505在尼泊尔

成功进行了多项高原飞行测试及演示

飞 行，展现了贝 尔 5 0 5卓越 的高原性

能。目前，贝尔505已经在全球六个大

洲累积飞行了超过13000飞行小时。

贝尔 505
满油航程

566千米
最大有地效悬停高度/米

4404
标准座位布局

1+4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231

v

最大续航时间/小时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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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于19 5 9 年 的恩 斯 特龙 直 升机

公司是美国五大直升机制造公司之一， 

2013年初，重庆直升机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正式完成了对美国恩斯特龙直升机公

司的收购。恩斯特龙480系列单发直升

机 采用了涡 轴 发动 机，最多可以 搭载 5

人。该机被称为“世界上 最 安 全的直 升

机 之一”，全 铰链 式 桨毂已 经 安 全飞 行

了超过400万小时纪录。目前，该机主要

用于空中执法、公务运输、电线及石油管

线巡检、电子新闻采集、飞行培训、航空

摄影、空中游览、医疗救护、货物运输、

农业作业等。

v恩斯特龙 
EN480B

最大有地效悬停高度/米

3749
最大起飞重量/千克

1361
标准座位布局

1+4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213

满油航程

685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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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宾 逊 直 升 机 公 司 于 1 9 7 3

年 由 弗 兰 克·罗 宾 逊 先 生 (  F r a n k 

Robi n s on)创立，目前已成为全球最

大 的 轻 型 民 用 直 升 机 制 造 商 之一。

R66是罗宾逊直升机公司旗下唯一一

款涡轴动力单发直升机。R66的体型

是 家 族 中 最 大 的，它 拥 有 5 个座位 和

一个独立的行李舱。R66继承了R4 4

的机身线条和基本设计，它也拥有2片

桨叶，但 R6 6 的 性 能 更 加 强 劲，拥有

额外的一个座位和独立的大尺寸行李

舱，也可以选装真皮座椅和高保真音

响系统。弗兰克·罗宾逊先生曾自己驾

驶过R66，他说：“驾驶R66的感觉非

常好，此次 从R4 4到R6 6的转型非常

成功。R66是一架很容易就上手的直

升机。”

罗宾逊
R66

满油航程

602千米
最大有地效悬停高度/米

3048
标准座位布局

1+4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232

v

最大起飞重量/千克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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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Local Governments Develop Short-distance Transport?
How
基层地方政府如何高效发展
通航短途运输

  本刊通讯员  贾哲

通航短途运输业务不能完全靠政府补贴，因为可持续性差，完全

依靠政府的企业也不会有活力，效率只会越来越低。但完全把企业推

向市场更不现实。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在政府扶持与市场竞争之间寻找

合理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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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基层地方政府如何高效发展
通航短途运输

绘图/孙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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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短途运输服务的航线处在祖国

的边远、欠发达地区。航线的开通，不仅

改善了地方通达性，方便了当地政府公务

人员和百姓的出行，而且显著加强了当地

的投资吸引力。

通航短途运输所服务地区的政府和

老百姓，是最终受益者。

  中国通航短途运输的政策环境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

于促进通航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发挥通用航空“小机型，小航线，小航

程”的特点，适应偏远地区，地面交通不

便地区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积极发展短

途运输，提供多样化机型服务，实现常态

化运输。

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起源于美国。

1978年以后，受放松航空管制等法案影

响，航空公司逐渐从偏远地区的瘦薄航线

运营中退出，导致这些地区在航空服务方

面出现了空白。为此，联邦政府出台基本

航空服务计划（EAS），鼓励并最终形成了

一批专门使用中小型航空器执飞短途航线

的专业短途运输企业。

我国通航短途运输的尝试起始于

2012年。民航局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开展通

用航空短途运输试点，目前试点已圆满结

束并向内蒙古全境推广。2013年，新疆被

民航局列为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试点之一，

新疆通航试运行阿勒泰—博乐—伊宁航

线，并在2016年开通富蕴至喀纳斯旅游

航线。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民航局运

输司于2015年9月下发了《通用航空包机

飞行（短途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规

范和指导国内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运行。

2019年初，民航局印发《关于推进

通用航空法规体系重构工作的通知》，制

定了通航业务框架和通航法规框架，明确

了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通用航空整体政策

走向，立法思路和制度设计需要遵循的基

本原则和具体要求，并为通航短途运输的

发展提供了更加优越的外部环境。在此期

间，云南、山西、天津、四川等地也都已经

开始了通航短途运输的尝试。

  通航短途运输

      尚需依靠地方政府输血

通航短途运输服务的航线处在祖国

的边远、欠发达地区。航线的开通，不仅

改善了地方通达性，方便了当地政府公务

比奇空中国王35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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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棕熊100

人员和百姓的出行，而且显著加强了当地

的投资吸引力。

通航短途运输所服务地区的政府和

老百姓，是最终受益者。

以山西省为例，短途运输初期将以太

原为中心，利用太原尧城通航机场开通太

原=大同、太原=吕梁、太原=运城、太原

=长治四条短途运输航线，选择空中国王

350，双水獭400，大棕熊100型飞机，预

计每条航线每周执飞2~4个架次。在云南

省，普洱通航以包机模式试探市场，并

于2019年4月开始自主运营。西南

地区蓬勃的旅游业给了普洱通航

广阔的发展空间。2019年7月，

华彬天星开通北京密云=锡林

浩特的旅游航线。2019年11

月，河北通航开通了石家庄

栾城到太原尧城的通航短途

运输航线。

目前通航公司多是采用

19座级以下的飞机运行，由于

机型选择有限，座位数少，运营成

本高，处在偏远地区的百姓支付能

力有限，客票收入无法覆盖运营成本，

需要不断依靠地方政府输血。

在内蒙古地区，内蒙古通航执飞了

满洲里—根河—呼伦贝尔、乌拉特中旗=

包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多条航线，

2018年短途运输（赛斯纳208、空中国王

350机型）累计飞行2856小时，共计2453

架次，运输旅客11000人左右，政府补贴

大约4000万元，平均每小时补贴1.5万

元左右。在新疆地区，龙浩通航以赛斯纳

208执飞克拉玛依=博乐航线，政府补贴

每小时约7000~9000元。在宁夏地区，内

蒙古通航以赛斯纳208执飞银川=固原，

政府每小时大约补贴7000~9000元。河

北地区的平泉=石家庄航线以国王350执

飞，票价大约200元，政府每小时补贴1.2

万~1.5万元。

如今，通航短途运输企业一方面还

不能脱离政府的帮助，但如果完全依靠补

贴，不思进取，管理落后，效率低下，不能

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企业也必然会被市场逐

渐淘汰。

 基层政府自筹的通航企业风险不小

有观点认为，基层地方政府主导筹建

的本地通航公司，与政府补贴和采购地区

外通航公司的运力相比，类似“买房”和

“租房”：地方政府虽然前期“买房”花费

大，但是可以享受“买房”长期的资本性收

益，因此由市县政府自筹通航公司，省政

府提供资金支持，自主运营通航短途运输

航线是切实可行的模式。这种说法有一定

的道理。但笔者认为由基层政府自筹的通

航短途运输公司的方式风险不小。

首先，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在

目前没有国家和省级资金配套的情况下，

不能保证对通航短途运输业务的持续输

血。边远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本来就很

低，补贴通航短途运输的资金几乎全部来

自于国家的转移支付。补贴一年两年还说

得过去，长期补贴下去就很难承受。一旦

输血中断，中小通航公司就面临清盘的风

险。

其次，基层政府筹建的通航公司很难

留住核心技术人才。和美国，加拿大，澳大

通航短途运输服务的航线处在祖国的边远、欠发达

地区。航线的开通，不仅改善了地方通达性，方便了当

地政府公务人员和百姓的出行，而且显著加强了当地的

投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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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斯纳208EX加长型大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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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等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航空文化尚

未形成，成熟的技术人才非常稀缺。基层

政府下属的航空公司平台相对比较小，资

金不足，核心技术人员如机长，机务副总，

航务经理等很容易流失到位于二级城市和

省会城市收入更好，发展前景更广阔的公

司平台，最终的结果是基层通航公司人才

流动过快，经验无法沉淀，很容易产生安

全隐患。 

从替代交通方式的角度看，高速公路

和高铁都是通航短途运输的竞争对手，而

我国的高铁和高速公路发展速度世界领

先。以本地机场作为基地，只有2~3条航

线的小型通航公司，如果不能快速发展，

扩大机队规模，丰富航线网络，加强自身

造血的能力，则会面临在2~3年内无处可

飞的风险。

从法规的角度看，民航局2019年印

发的通航法规框架中明确提出，通航企业

必须自有（而非租赁）两架航空器才有资

格申请相关运行资质。这一要求明显提高

了通航短途运输企业的入门门槛。我们以

价格相对低廉，将要实现国产化的P750

型飞机为例，两架飞机的总成本在3600

万元以上，这还不包括人员工资，机场使

用费，航油费用支出等大额费用。这笔钱

对很多基层地方政府就是沉重的负担。

 通航短途运输业务的

     多种运营模式

笔者认为，除了自筹，基层地方政府可

以尝试以下模式发展通航短途运输业务。

第一种，直接采购通航公司的剩余运

力。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启动速度快（一般

可以在三个月内“飞起来”），地方政府应

该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以获得更好的服

务。缺点是资金补贴和业务能力不能沉淀

在本地。随着全国范围内运力供给和需求

的变化，补贴价格也会随行就市，不会长

期稳定下来。

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可以选择的

运力提供方包括：无锡亚捷通航、新疆通

航、内蒙古通航、云南英安通航、北大荒

通航、云南七彩通航、河北中航通航、华

彬航空集团下属的华彬亚盛通航、华彬天

星通航、海燕通航等、江西快线、西华通

航以及云南普洱通航等。

第二种，地方政府采购适用的航空

器，托管给成熟的通航企业，并提出相应

运营需求。这个方式极大降低了通航公司

的运营成本，相比直接提供补贴现金，地

方政府可以要求所购买的航空器必须用

于特定城市的运营（通航公司不能调机到

别处），要求运营企业实现较高的出勤率，

有效保护本地区的利益。内蒙古乌拉特中

旗政府就是采用这种方式与内蒙古通航合

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种，地方政府与通航企业建立

合资公司。地方政府如果决定自筹通航公

司，应该选与目前运营状况良好的通航公

司建立合资公司（股权结构可以商定），

尽量不要选择市场上的中介服务机构，通

过外包的形式去完成公司筹建。原因是取

得运行合格证的新通航公司，还需要一年

左右的时间磨合整个运行系统，逐渐排除

安全隐患，达到团队配合默契。而选择成

熟的通航公司建立合资公司会加快这一进

程。规模较大的成熟的通航公司也可以利

用自己在技术团队调配、备用飞机资源、

品牌效应上的优势，帮助地方政府节省前

期的支出。

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中介机构外包通

航公司的筹建工作，根据需求的不同价格

应该在150万到300万元之间，并且服务

商应该承诺在12个月内取得运营资质。

 在政府扶持与市场竞之间

     寻找合理的平衡点

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自筹通航

公司成本比较高，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在

一定的条件下仍然可行。

首先要 有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在

2~3年内转移到更大的发展平台，取得更

优质资源，获得风险投资，快速扩大经营

规模。通航企业制定“高大上”的宏伟发

展规划不难，但是做到切实可行，在实战

中落地则不容易。特别是在通航机场数量

少，基础设施不完善，空域资源紧张的情

况下，发展起来就更有挑战。

其次，有能力把通航短途运输融入到

其他产业生态中——如地产、机场建设和

管理、高端旅游、通航作业类项目、教育科

普都和通航短途运输业务高度相关，而且

相对容易产生正向现金流。通航短途运输

成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而非孤军奋战），

或者成为通航公司业务板块之一，与其他

业务互相支撑，就可以少依靠，以至于不

依靠政府的补贴，形成良性循环。2019年

11月，普洱市政府与四川中航通用航空产

业集团签订了框架协议，双方计划在滇西

南打造航空生态系统。我们认为，这样的

思路具备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另外，还需要能够把位于边远地区中

小城镇的旅客输送到枢纽/次枢纽机场的

能力，为大型运输航空公司输送客源。华

夏航空提出并实践了干线、支线、通航融

合的想法：通用航空能够通过支线航空接

入到整个民航运输网络中，更大程度发挥

出短途运输的作用，而枢纽机场则将充分

体现出“集散”价值，实现通航机场旅客

到枢纽机场顺利完成中转的出行需求。

我们认为如果正在筹建中的通航公

司业务单一，靠客票收入无法覆盖成本，

在可预见的未来成长的可能性小，完全依

靠政府的补贴，则成活的可能性很低，最

终很可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通航短途运输业务不能完全靠政府

补贴，因为可持续性差，完全依靠政府的

企业也不会有活力，效率只会越来越低。

但完全把企业推向市场更不现实。真正有

效的做法是在政府扶持与市场竞争之间

寻找合理的平衡点。

地方政府发展通航短途运输的方式

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

千差万别，没有一种方式是可以放之四海

而皆准，适合所有地区的发展。虽然地区

间差异大，且还不能脱离政府补贴的框

架，但是商业规律不能忽视，那就是优胜

劣汰、效率高、成本低、人才聚集、管理科

学的企业必然会越做越好。

我们应该本着科学发展的态度，小步

快跑、大胆试错，推动建设更加合理的管

理框架，同时兼顾国家，省，市，县各级政

府的发展规划，资金能力和发展意愿，把

通航短途运输业务推上新的高度。

|||||||||||||||||||||||||||| ANALYSIS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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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 the Spirit of the Two Airlines Uprising
China Eastern
“两航"起义血脉
助力大国凌燕展翅高飞

  本刊记者 钱擘 通讯员 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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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astern
“两航"起义血脉
助力大国凌燕展翅高飞

大国凌燕从筚路蓝缕到一飞冲天，不变的是航空报国的

初心，而这份精神血脉的奠基与薪火相传，则可以追溯到历

史大潮的更上游，追溯到 1949年 11 月 9日，那场震惊中外、

为新中国民航带来人才生力军的“两航”起义。

大国凌燕从筚路蓝缕到一飞冲天，不变的是航空报国的

初心，而这份精神血脉的奠基与薪火相传，则可以追溯到历

史大潮的更上游，追溯到 1949年 11 月 9日，那场震惊中外、

为新中国民航带来人才生力军的“两航”起义。

大国凌燕从筚路蓝缕到一飞冲天，不变的是航空报国的

初心，而这份精神血脉的奠基与薪火相传，则可以追溯到历

史大潮的更上游，追溯到 1949年 11 月 9日，那场震惊中外、

为新中国民航带来人才生力军的“两航”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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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戟”飞机助东航前身的民航上海管理局飞入喷气式时代，也是老东航人保障的重要机型

 1957年1月9日，中国东方航空前身

民航上海管理处飞行中队迈出第一步，用

仅有的7架飞机和28名飞行员、机械员、

报务员首开航线。岁月如歌，春华秋实，半

个多世纪过去了，昔日稚嫩的团队已经成

长为一家年运输旅客上亿人次、机队规模

达720架、排名全球第7、每时每刻都有航

班翱翔在世界各地的“日不落”航空公司。

大国凌燕从筚路蓝缕到一飞冲天，不变的

是航空报国的初心，而这份精神血脉的奠

基与薪火相传，则可以追溯到历史大潮的

更上游，追溯到1949年11月9日，那场震

惊中外、为新中国民航带来人才生力军的

“两航”起义。

  从农田里的放单飞到

      太平洋上空的第一飞

1949年11月9日，原中国航空公司和

中央航空公司的56位员工驾驶12架飞机

由香港飞往北京、天津，随后“两航”在香

港的两千五百多名员工通电起义，脱离国

民党当局，投身于新中国民航事业。

在首批北飞的12个机组中，林雨水是

唯一带着妻子和女儿一同登上起义飞机的

飞行员。林雨水出生于福建，抗战爆发后，

他怀着航空报国的理想，辗转经香港、河

内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报考中央航校。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开始帮助中国

培养军事飞行员，林雨水又因为专业能力

出色，赴美受训，还曾被挑选去美方的空

军学校进行飞行教员训练，并留校任飞行

教员。1944年，林雨水回国加入中美混合

大队，驾驶战机参加空战89次，击落日机

5架。抗战胜利后，不愿打内战的林雨水进

入中央航空公司成为民航飞行员，后参加

了“两航”起义。

投身新中国民航事业 之初，林雨水

在广州军委民航局中南办事处任飞行员，

1957年，东航前身起步伊始，他调到民航

上海管理处担任飞行机长和飞行指导员。

林雨水优秀的专业能力、对国际民航

知识的积累，为上海民航事业做出了独特

的贡献。1964年，中国与巴基斯坦通航，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投入使用，用以运行东

巴（今孟加拉国）达卡至上海的航班。首航

航班抵达上海之际，在指挥车上用英语与

外航机组空地通话、进行管制指挥的，正

是林雨水。如今，东航与主基地上海机场

互相配合，已经成功地把上海航空枢纽港

打造为中国民航出入境客流最大的国际航

空枢纽港，而半个世纪前迈向国际航线运

行的第一步，则饱含着“两航”起义前辈的

心血。

在东航前身的上海管理局，林雨水是

公认的优秀教员、检查员，为飞行队伍培

养了一批批人才。曾任东航总飞行师的纪

人胜，就是由林雨水放的单飞。

作为空军十四航校的三期学员，纪

人胜1958年成为空军飞行员，两年后，

纪人胜带着军籍转到上海管理局，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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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飞机。

林雨水到上海管理局不久，就被安排

前往山东，驾驶运-5飞机，为当地农业开展

灭蝗飞行。住在乡村的临时住宿点，几片田

地平整之后就是跑道……虽然条件艰苦，但

飞行员们深知自己的任务关乎农业生产，飞

得兢兢业业。而在灭蝗之外，碰到运输航班

飞行，飞行员们马上就得切换状态。

“我们在山东飞。当时民航上海管理

局副局长林征带着林雨水，到各个农业基

地视察。我的带飞教员说我的飞行经历差

不多，可以放机长了。林雨水带我飞了一趟

临沂，回来在我那个飞行簿上签了字，然

后又带给林征签了个字，第二天我就单飞

当机长了。”此后，从飞苏制伊尔-14客机，

到在华东民航率先接机“三叉戟”飞入喷

气机时代，直到驾驶大型宽体客机，纪人

胜始终记得自己放单飞的那一次飞行。

获得单飞资格30年后，纪人胜又一次

面临新的使命：作为机长飞往林雨水曾经

学习飞行的地方——美国。1991年8月6

日下午3时，时任东航总经理飞行助理的

他，驾驶2171号MD-11飞机从虹桥机场

腾空而起，东航“上海—洛杉矶”航线正式

开航。纪人胜驾驶的航班满载三百多位中

外旅客，经过十三个多小时的飞行，顺利抵

达洛杉矶，成功为东航实现了中美航线首

航。“两航”起义前辈付出心血锤炼出的队

伍，由此飞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此后东

航银燕又振翅飞向通达亚欧美澳四大洲、

通过天合联盟网络连接全球1150个目的

地的宏大航线网络。

  “这人是谁呀？

        我要介绍他入党！”

“这人是谁呀？我要介绍他入党！总

是像个铁人一样站在停机坪上，不管吹风

下雨，很敬业！” 曾任民航改革后东航第

一任客舱部经理的张清德清楚地记得，自

己早年工作中，一天中午，当时民航上海

管理局刚调来的一位政工部门领导，指

着龙华机场机坪上，一个检查飞机的身影

如是问。这个身影叫谢国良，“两航”起义

时，他是一位机械员。

 “起义北飞，第四架飞机起飞以后，

塔台通知说这架飞机要回航，要回来。我

很紧张，不知道什么事情，等到下来的时

候我才看到飞机门没有关好，原因是上飞

机的人，急急忙忙想早点起飞，没有把门

关好。”多年后，谢国良在历史纪录片里的

这段回忆，一直是“两航”起义一个别样的

历史片段。

起义后的谢国良也在上世纪50年代

与东航的事业结缘。1957年1月，东航前

身民航上海管理处飞行中队正式执管7架

“革新型”飞机，开飞航线。这款任何民机

制造商产品名录里都找不到的“革新型”，

是在航材奇缺的当时，民航上海管理处飞

机修理队将苏制里-2型飞机的发动机装

到了美式C-46飞机上而拼装出来的，在

百废待兴的年代解决了国家急需的航空

运力；谢国良曾经参与过多架旧飞机的修

复，其中也包括“革新型”的修复工作。

谢国良参与修复的“上海号” 早期的机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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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清德的回忆中，谢国良这位经历

过起义的民航老前辈，最让人景仰的是严

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的上班时间总是比

其他人更加满满当当，永远被检查飞机情

况或是思考技术问题所填满，在机坪上巡

视得同样最勤快细致，也就有了被问及是

谁、说应该优先发展他入党的那一幕。

张清德本人则是1950年中央军委民

航局在重庆成立第一民航学校后的第一

届机务维修专业的学生，后又转入天津民

航职业学校学习机务。1953年，他毕业来

到上海工作。“那时，龙华机场是个场站，

一共一百来个人，机务只有7个人，都是‘两

航’的。我自己也是学机务出身的，我的老

师都是‘两航’的工程师，但是单位里说我

文化高，让我一开始就当了文化教员，可

惜我一天机务都没干过。”尽管工作后的

专业上并不直接交集，可是张清德说，“两

航”起义人员技术好、爱钻研、不怕苦，把

好的作风传承给了所有此后加入民航事业

的年轻后辈们。

张清德的老同事、原民航上海管理

局机务处长朱正荣对身边机务系统的“两

航”起义前辈有着更直观的印象——“我

1958年来上海的时候，机务主要靠‘两

航’的人，他们责任心都是很强的。”

1962年11月，在以“两航”起义人员

为骨干的老机务系统班底上，民航上海管

理局上海维修厂组建。此后，伴随民航改

革，维修厂于1988年更名为中国东方航空

公司飞机维修工程部。至1992年，东航飞

机维修工程部从单纯的航线维修，逐步转

型为涉及航线维修、机械设备修理和飞机

结构修理的全方位型单位。

2014年，伴随国企新一轮深化改革，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建立起

了统一、规范、标准的维修管理体系和平

台，在中国民航再次创下机务改革的新范

例，让“两航”机务人的专业技术与严谨作

风，在更广大的新平台上得到传承。

  以两航前辈为榜样的

    “空中九姐妹”

“我是17岁就报考乘务员的，我们那

时叫‘随机服务员’。”崔绍珍，1941年7月

22日出生，北京人，是民航首批招收的乘

务俄语班中专生。1959年，军委民航局第

二民用航空学校开始招生，一心想要早点

参加工作、减轻家中负担的崔绍珍就约着

好友一起报名了。“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全

家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我妈妈很辛苦。我

是女孩里的老大嘛。别人说你怎么考这个

服务员，我就说服务员我也要考，这个在

飞机上的服务员就是不一样。我就是这样

子，自己认准的东西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回忆60年前的这个场景，崔绍珍像孩子一

样笑了出来。

学校毕业时，要确定工作岗位了。崔

绍珍填报志愿的动机同样充满了年轻人的

好奇心：“我们家因为孩子多，我爸爸妈妈

也管不了，我什么都自己做主，我们家里也

挺支持我的。后来要分配了，让自己填职

业，我就填个上海。因为我们一起上课的

有上海的同学，她每次一说话吧，虽然我

也听不懂，但就是觉得挺好听的，我就想，

上海肯定也很好，第一个就报了上海。”

就这样，崔绍珍于1961年4月被分配到民

航上海管理局工作；到了1964年3月，民

航上海管理局乘务分队共有周兰芬、许金

妹、殷梅英、张惠兰、崔绍珍、王桂兰、余

明钰、徐凤臣、胡凤兰9人，被称为“空中

九姐妹”。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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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批正式空乘人员。

上世纪60年代，东航前身民航上海

管理局的机队中，都是螺旋桨式飞机，客

舱不密封、空中温差大、夏日尤其难熬。而

且起飞落地都得机组全体成员集中精力、

密切配合。每逢飞机在航站过站，机组每

个成员、每个工种都得跑上跑下，抓紧时

间去办理各自的过站手续，随机服务员也

不例外：飞机每停一个航站都要清扫舱内

卫生，整理座椅书报、毛毯、检查清洁袋、

补充开水、清洗水杯、补充供应品。“做空

乘的时候，旅客晕机要吐我们从来都不嫌

脏，耐心细心地帮他擦。有时候飞机晚上

延误了，担心明天早上没时间搞卫生，会

睡不好觉。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就骑个自

行车，带一个桶，带个拖把，赶去飞机上。

那时候真的很艰苦，我们是拎着拖把抹布

的，但是一点没有怨言，真的热爱这个工

作。” 崔绍珍如是回忆。而之所以能保有

这份热情，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以“两

航”起义人员为代表的民航前辈们，给当

时还是年轻女孩的她们，做出了榜样。

崔绍珍、许金妹等第一代乘务员告诉

记者，当时，民航上海管理局的队伍里，技

术经验最丰富的，都是“两航”起义来的老

前辈们——曾经在抗战时期飞过驼峰航

线的飞行员孙佑国、机械员前辈李正鹏、

参加起义前就在地下党从事报务工作的报

务员华斌……虽然他们经验足、专业好，但

工作起来从来不摆老资格，不会有一丝一

毫懈怠。这也给民航队伍里彼时的年轻乘

务员们树立了学习榜样，激励她们立足本

职、热爱飞行事业。

如今，距离“两航”起义已经过去了

70年，不仅“两航”起义的前辈们大多谢

幕，而且他们带出的老一辈东航人，多数

也已退休安享晚年。但“两航”起义的精

神，“两航”前辈们为这家民航央企积累的

精神财富，却在半个多世纪的血脉中生生

不息，激励着大国凌燕与祖国同命运、共

发展，以“世界一流”为目标，飞向更辉煌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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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s          Business Jet Charges in Beijing
CJet
降低成本   规范收费
 首都公务机公司推出最新价格方案

  本刊通讯员 毕雪

为 贯 彻 落 实 民 航 局 关 于“ 降 低 成

本”“规范收费”的要求，本着“规范化定

价、合理化收费、明晰化消费”的原则，由

首都公务机有限公司与中国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共同承担的创新课题《首都公务机有

限公司商业模式及定价机制》于12月11日

圆满落地并形成最终成果——《首都公务

机有限公司价格方案》。

《首都公务机有限公司价格方案》优

化调整了首都机场FBO非航业务其他收

费的项目设置和定价标准，将FBO服务收

费项目分为FBO基本服务费和可选服务

费并配以动态调整机制。

该价格方案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针

对FBO基本服务费，综合考虑大型枢纽机

场资源稀缺性和每个航班占用FBO资源

情况浮动收取，“多使用”就“多付费”；

二是根据客户实际运营情况，实施动态调

整价格机制，定期或不定期与客户进行商

谈，确保定价机制更公开透明、更科学合

理、更符合市场规律。

在非航其他服务收费项目方面：该方

案明确了F B O基础服务费，包括协调服

务、安全保障和楼宇功能等服务内涵；可

选服务分为VIP休息室等7个子项目。客户

根据自身需求，对可选服务自愿选择、自

行付费，充分尊重了客户的服务选择权。

在收费标准方面，根据飞行任务性

质、飞行航线、机型级别等因素进行区分，

收费标准更加合理。据悉，新价格方案计

划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

早在2018年10月，首都公务机有限

公司即成立了价格改革工作小组，与中国

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开展了相关课题研究。

在此期间，得到了民航局相关部门和首都

机场集团公司内部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并通过多轮沟通协商，获得客户的认可。

本次首都公务机有限公司价格方案

的优化，在商务航空收费改革中做到了先

试先行，体现了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今

后，首都公务机有限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价

格体系，统筹 “一市两场”定价机制，积

极完善服务功能，努力提升服务品质，推

动中国商务航空标准化、体系化、品质化

发展，为中国民航“两翼齐飞”贡献自己的

力量。

|||||||||||||||||||||||||||||||||| NEWS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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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机改装就好像房屋装修，客户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完成定制，打造成自己

的空中办公室或空中之家。

11月26日，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

司（简称Ameco）公务机全尺寸模拟舱落

成仪式在北京举行。这一全尺寸模拟舱选

择了“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空间布局，登

机入口处为客舱厨房和储物柜，经过道左

手边为全封闭的包含一个干湿分离卫生间

的主卧，过道尽头则为可以容纳十余位客

人的空中会客厅。

Ameco首席执行官倪继良表示，本

次落成的Ameco公务机全尺寸模拟舱既

是集Ameco工程、技术、工艺、理念、匠

心于一体的客舱产品发展的里程碑，也是

Ameco践行创新战略、推动转型升级的

一次重要尝试。

此次Ameco的首个全真机舱内饰改

装项目按照V VIP标准进行设计制造，涵

盖了设计、制造、安装等各个环节，充分展

现了Ameco在飞机客舱改装设计领域的

综合实力。模拟舱设计融合东方文化，设

计理念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山水长卷画。古

人看画的方式是双手握着长卷，右手慢慢

卷拢，左手慢慢展开，这种“移动观看”是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赏画方式。

A m e c o依托该设 计概 念，不断研

发工艺，突出智能控制，打造智慧客舱，

将地面科技带入公务机客舱，使整个机

舱仿佛成为一幅连续不断的长卷画，移

步换 景，随着人的位 置 变 换，不断展现

出新的画面，提升了客舱体验。此外，整

个机舱细节处处展现精湛工艺，真皮绗

缝、木皮拼花、石材与金属镶嵌、水墨画

晕染效果的地毯等，展示了高水平的工

艺标准。

2019年，A m e c o和汉莎技术公司

共同开发完成的AC J320ne o公务机客

舱 概 念 设 计“云 悦”荣获 红 点 奖“设 计

概 念”奖项；推出了最 新空地互联 产品

“Ameconnect”，旨在打造舱内Wi-Fi、

卫星通讯系统、地空互联等机上互联改装

服务，为客户和旅客提供优质体验；同时

持续跟进公务机市场的维修需求，近年来

已与华龙航空、天成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香港麗翔公务航空有限公司等签署了公务

机维护服务协议。

作为中国及亚太地区领先的公务机

改装维修服务商，Ameco是中国民航局改

装设计委任单位代表，拥有零部件制造人

批准证书、CA AC MDA/STC和AS/EN 

9100设计和制造认证以及EASA DOA型

号设计大改权利，是波音授权的公务机改

装中心和保修服务中心，具备公务机的概

念设计、工程设计、适航认证、生产制造、

改装施工等全能力，既可以根据客户的需

要提供模块化的灵活服务，也可以提供一

站式“交钥匙工程”服务。

Debuts BizJet Cabin Mock-up with Oriental 
Culture in Mind

Ameco
公务机改装设计的
东方风韵

  本刊记者 孙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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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机场，随处可见有一群身着靓

丽服装、忙碌耐心帮助旅客的服务大使，她

们承担着机场问讯的重任，是首都机场打

造人文机场，畅行真情服务的中坚力量。

2015年，由首都空港贵宾服务管理有

限公司与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共同编制

的《民用运输机场贵宾服务规范》正式实

施，弥补了民航贵宾服务标准的行业空白；

近期，按照冯正霖局长提出的“改善服务，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民航出行新需求”

的指示要求，结合首都机场集团“四型机

场”建设的企业战略与旅客服务实际，按照

《人文机场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升差异

化服务能力，制定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的服务标准，明确运输全程的服务

流程与操作规范”的要求，贵宾公司认为

机场大使作为在“第一国门”首都机场为

特殊旅客提供地面服务的主要服务人员，

必然要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提升

特殊旅客服务水平，践行真情服务底线要

求，为特殊旅客提供有温度的爱心服务的

重任。

日常服务统计数据显示，近三年来，

特殊旅客(包括老年人、残疾人）的爱心

陪 伴服 务量 呈 逐年递增趋势。其中，老

年人比例占到 60%，残疾人（主要为肢

体残疾、听力残疾和视力残疾旅客）占到 

40%。在获得旅客表扬数量中，来自特殊

旅客服务的表扬占到了 80%以上。

据此，旅客服务部此前已针对老年人

passenger service practice at gate
Special
国门特殊旅客服务之实践

   贾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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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及肢残旅客，开发了《轮椅服务精品标

准》，规范了服务人员的服务用语、服务关

注点、服务禁忌、轮椅使用标准，以及在首

都机场进 出港流程过程中的爱心陪伴服务

要领；同时，也尝试在首都机场率先开展大

使手语服务项目，得到了旅客的广泛认可。

服务无止境。经过更深入的调研，我

们发现，以上对于特殊旅客的涵盖范围来

讲仍不够全面，服务关注点也不尽准确，缺

少对视力残疾、听力残疾旅客的服务关注

和服务要求，对于此部分特殊旅客的服务

需求精准把握不够，服务创新也不够。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公司内部多次研

讨沟通后，我们进行了尝试：

一是听取聋协及盲协专家老师意见建

议，收集在机场服务中听力残疾、视力残疾

旅客的服务需求，并研究在爱心陪伴服务

中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制定《视觉障

碍旅客机场服务标准》《听觉障碍旅客机

场服务标准》，填补该群体旅客的服务空

白。并在后期进一步补充完善《肢残旅客

机场服务标准》及《老年旅客机场服务指

南》，实现特殊旅客服务标准的规范化及系

统化。

二是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针对特殊

旅客服务方式的特殊性，采取头脑风暴、专

题讨论等形式，结合前期收集的特殊旅客

服务需求进一步深入研究 ，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进一步改善服务工作，创新服务模

式。创新推出新的服务项目和服务举措，切

实体现主题教育的成果。

三是组建特殊旅客志愿服务队伍。一

方面，加强与国航等民航相关单位的联动

配合，为特殊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全流程

服务，整体提升特殊旅客的服务感受；另一

方面，以承接首都机场志愿者管理业务为

契机，适时考虑吸纳高校等社会各方力量，

组建一支全新的首都机场志愿服务队伍，

加大特殊旅客服务力量，有效解决现有服

务力量不足的问题 。

四是强化 “ 立足岗位学雷锋真情服

务做楷模 ” 的使命感 。结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深化大

使员工在自身岗位上践行学雷锋的内涵和

意义，激发服务人员自发主动的服务意识，

强化真情服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五是坚持手语学习不放松。将手语学

习和服务作为机场大使一项基本的服务技

能常态化开展下去,并不断提升。尽快申请

《首都机场问讯实用手语》教材的著作权

保护，强化行业领先意识，进一步扩大国门

大使品牌的影响力。 

（本文作者单位：首都空港贵宾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

Special
国门特殊旅客服务之实践

内文.indd   83 2019/12/23   下午9:12



84

内文.indd   84 2019/12/23   下午9:12

85

the Holy Land of            Chinese Culture
JiNing

济宁：
一座行走的文化古城

  撰文 / 本刊记者 向伟娟  图片 / 山东画报社提供(署名除外)

说起济宁，或许有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

这座城市，但如果问到曲阜，则知道的人一

定不少。曲阜的名声在外，源于这里是我国

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

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也源于这里有孔庙、

孔林、孔府作为孔子及其家族的重要历史文

化遗存的游览胜地。

日前，由中国画报协会、中共济宁市委

宣传部主办，山东画报社承办的“全国重点

画报媒体看济宁”的大型采访活动，我们得

以有机会深入济宁当地进行实地探访和考

察之后发现，济宁其实是一个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且充满创新、动感与活力并存

的城市。这里不仅有追忆儒家文化、运河文

化和梁山文化的传统线路游，还有众多新晋

网红打卡的地标线路游。

踏上济宁这座拥有7000年文明发展史

的城市，就被无处不在的儒家气息所笼罩，

无论是悬挂街边的广告牌语，抑或是大街小

巷随处可见《论语》中的名言警句，无不显

露流淌于城市间的儒风早已形成；若再看当

地居民儒雅大方的谈吐和谦让有度的举止，

则对儒家文化在当地的传承和浸透又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对外地游客来说，济宁曲阜地区让人印

象最为深刻的恐怕就是这里浓郁厚重的儒

学文化了。两千多年前，至圣孔子创建的儒

家学说绵延不绝，在这里生根发芽，不仅对

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超越国界、

泽润四海，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标志和世界

文化宝库的不朽遗产。

亚圣孟子作为孔子后辈的学生，不仅忠

诚地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

“性善论”“仁政、王道”等学说，使儒家思

想更加完善，水准更高，为儒学后来的发展

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孔

子的众多弟子中确有很多表现优秀，但在创

新发展这点上却是无人能及孟子。

  儒风邹城 宜追思先圣 宜探古寻幽

踏着历史的印迹，是为了追思对先人的

怀念！

位于邹城市城区南关的孟庙又称“亚圣

庙”，是祭祀孟子的场所，庙内古木森蔚，碑

碣林立，庙周围有红墙护围，是一座长方形

建筑群，五进院落，以主体建筑“亚圣殿”为

中心，南北为一条中轴线，左右作对称式配

列，错落有致，起伏参差，远近不同，充分体

现了古代庙堂的特点。

孟庙，除了祭祀孟子，孟子的母亲也在

承受着世人的香火与膜拜。孟母，这位充满

智慧的母亲为了孩子的成长三迁住址的感

人故事为世人所颂扬。孟母三迁，造就了一

位伟大的圣人，而在圣人的光环背后，也难

掩圣人母亲的伟大。

如果时机恰当，在供奉着孟子塑像的亚

圣殿前沿，可遇见身着汉服，来自邹鲁礼乐

团的演员为游客现场表演的“邹鲁礼乐”和

||||||||||||||||||||||||||||| TRAVEL行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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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冠礼”等节目。

与孟庙仅一街之隔的孟府，又称“亚

圣府”，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

孟府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七进院落，

以主体建筑“大堂”为界，前为官衙，中为

内宅，后为花园，共有楼、堂、亭、阁148

间。南北长226米，东西宽99米，总面积

2.24万平方米。是国内规模宏大、保存较

为完整、较为典型的官衙与内宅合一的古

建筑群和封建地主庄园之一。孟府里现收

藏、展出了大量出土文物及孟府遗留下来

的古文物。

看过温文尔雅的孟府孟庙，直奔位于

邹城西南20千米处的石墙镇境内的千年

古村——上九山村。这里是一个适合寻幽

探古，为身心寻得片刻宁静的场所。据称

此村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是明清时期

修建的古村庄。她位于两座山中间的山坳

里，南北狭长，一条小河穿村而过，古朴而

秀美。石头建的房屋，石头搭的墙院，石头

铺的板路小巷，还有三条保留较完整的石

头古老街，虽然房屋的结构和布局都是典

型的鲁西南地区的建筑风格，但因家家户

户皆为清一色的石头青瓦屋，目光所及之

处，显得格外的简约纯朴，且别有韵味。

沿着青石板路漫步，或拾阶而上，或

顺势而下，推开某一扇半掩的黑漆木门，

喝一杯村民自酿的美酒，尝一口土灶烧制

的柴火饭菜，再听一段村民自弹自唱的地

方戏曲，什么城市烦恼，早已烟消云散……

  大运河上的水利奇迹

坐落在山东济宁汶上县的南旺枢纽

工程有着“江北都江堰”的美称，是京杭

大运河时期的关键工程。明朝官员宋礼为

了解决因南旺地势高而南北地势低，导致

会通河与济州河这两段运河常因缺水而

断流的问题，听取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引用当地的汶水至

南旺，围绕引、蓄、分、排四大环节，把大

汶河的水调剂至大运河蓄存，然后再分

流出去以济南北，由此创建了南旺枢纽工

程，自此保障了直至清朝末年五百多年间

的漕运畅通。

不得不说南旺枢纽工程的建成足以

体现古时科技水平的高超、实践运用的巧

妙，即使是新世纪的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古代官民在水利治理方面的匠心和智慧。

如今这里已修建成一座占地5000平

方米的汶上县大运河南旺枢纽博物馆，6

个展厅通过图片、文字、模型及讲解的方

式，向游客全方位介绍和展现南旺枢纽工

程水工技术成就和大运河的自然风貌与历

史文化。

  水浒故里  忠义梁山

上梁山做好汉！这句口号千百年来怕

是早已响彻中华大地。

回想北宋年间，宋江等好汉广招天

下英雄豪杰啸聚梁山，凭借水泊天险，演

绎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而明代

文学巨匠施耐庵的一部历史巨著《水浒

传》，更是让水泊梁山从此名扬天下。

从济宁市内出发，仅需一个半小时的

车程即可抵达水泊梁山风景区。

水浒寨前，108位“梁山好汉”上演

了一幕“好汉迎宾”的情景剧迎接四方来

宾，只见好汉们穿着各异，手执各色兵器，

在台上腾跳穿行，展示各自的武林技艺，

一时间恍如隔世，仿佛回到那个兵荒马

乱，梁山好汉聚众结义的年代。

进入景区，顺着108级台阶拾阶而

上，可见断金亭、黑风口、忠义堂等景点，

还有梁山寨墙、扭头门、宋江井、疏财台、

试刀石等遗迹，每一处似乎都在诉说着当

年的英雄故事；站在号令台上，远眺梁山

横亘绵延，铺绿叠翠，令人震撼神怡，好似

虽已历经八百多年风雨沧桑，但英雄好汉

的踪迹却仍历历在目，无处遗忘。 南旺枢纽工程遗址

经过岁月洗练的孟庙依然温文尔雅

梁山武术早已名扬四海

内文.indd   86 2019/12/23   下午9:1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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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览期间，“李逵”举着板斧、“关

羽”手握青龙偃月刀不经意间就出现在眼

前，惊喜之余，不妨和板斧或青龙偃月刀

来一次亲密接触，感受“梁山好汉”的豪

迈性情。

  横空出世的文化新坐标

尼山，孔子的诞生地。圣人曾在这里

临川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声震

长河！这里有孔子父亲生活过的鲁源村，有

孔子母亲的故里颜母村和传说孔子出生的

夫子洞，这里有中国文化特有的圣山、圣

水、圣地的圣境景观和圣父、圣母、圣人的

圣境格局，故“尼山圣境”由此得名。

每个亲临尼山圣境的人都不禁会被

这里的儒家风尚所感染，孔子的雕像依尼

山而立，目眺远方，站在这座高72米的圣

人脚下，仰望间，仿佛可以穿越时空、横跨

千年与这位“智者、长者”对话……

位于孔子雕像右侧的是大气磅礴的

大学堂，建筑整体呈退台式形制，用大量

廊柱、穹顶等建筑手法，是一个展现儒家

文化的艺术殿堂。包括仁、义、礼、智、信

五个大厅，综合演艺大厅、七十二贤廊等空

间，构成了集博物、典礼、讲堂、会议、演

艺以及其他配套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

旅游建筑。

  气息浓郁的现代建筑群

位于济宁市区的太白湖新区是了解济

宁城市发展变化的必去网红打卡景点之一。

太白湖景区为了纪念唐代大文豪李白

曾寓居济宁二十三年，诗留百篇，特将此湖

命名为“太白湖”。景区内生态资源丰富，

物种多样，风光优美，是市民和游客休闲

旅游，放松心情的好去处。

济宁市文化中心位于太白湖新区的核

心位置，由北向南依次耸立着群众艺术

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四座文化

地标性建筑。休闲之余，不妨将自己置

身于文化和艺术的海洋，读一本好书、

看一场艺展，或者前往博物馆深入了解

济宁市的历史变迁，在不知不觉中，感

受文化的视野和对艺术的追求逐渐被

打开，并在这里获得提炼和升华……

济宁，这座古老的城市，她不仅在

弦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上积极探索，

也在向打造一个现代化有活力有创造

力的新济宁不遗余力地大步迈进。新时

代的济宁人秉承好客之道，恪守文明礼

仪，小心呵护着这片中华儿女共有的精

神家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喜迎八方来

客，礼待四海宾朋。

美术馆里正在展出的雕像艺术作品：问道—孔子问道老子

依山而立的孔子像

摄影/本刊记者 向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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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Overview for 2020

 Rolland Vincen

D 
estructive weather patterns. 
D i v e r g e n t  m a r k e t 
indicators. The state of the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n e ve r c e a s e s t o b e a s t u d y i n 
complexity. Behavioural patterns that 
might have made sense and been 
predictable are today more nuanced 
and context-specific…

 
A Divergent Market

If there is one term that defines 
today’s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divergent’ probably fits as well as any. 
According to the good and studious 
folks at Cambridge Dictionary, the 
term typically refers to pathways or 
directions that are, well, different.

Forces outside the day-to-day 
world of Business Aviation f light 
o p e r a t io n s - m a c r o e c o n o m ic s , 
geopol it ics, cl imate chang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 are undeniably 
changing the way business aircraft 
markets operate. The good news is that 
many of these extraneous factors are 
simply doing what they have always 
done, but in different ways, with 
divergent outcomes. They’re shaping 

the way we l ive, play, work, 
travel and plan.

What continues to change is 
the rate of acceleration at which 
events pop onto our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radar screens, each 
seemingly vying for attention and 
mindshare in a world that contrasts 
substantially with the one that our 
parents knew.

Business Aviation leadership 
in t imes l ike these is not for the 
uninformed and unprepared – we 
believe that the key is to sift through 
the dist ract ing noises and visual 
information overload to focus on the 
vital few indicators that clarify and 
illuminate the pathway ahead.

O n t he one ha nd f la t f l ight 
operations; increasing levels of pre-
owned inventory for sale; an aging 
fleet with diminished market value; 
a n d a n A D S -B O u t r eg u l a t o r y 
compliance deadline in the one key 
country market that accounts for 
>60% of the world business jet fleet.

On the other hand, sparkling new 
aircraft and service offerings with got-
to-have features and technologies that 

are 

tempting 
(to say the 
l e a s t )  a s  t h e 
customer continues to 
find themselves exactly where 
they should be - at the industry’s 
center of attention.

The ‘Haves’ and ‘Have Less’
While the business aircraft OEMs 

enjoy better times, with a long-awaited 
firm order uptick that is refil l ing 
contractual backlogs and providing 
much-needed momentum, the fortunes 
of those who have and those who 
have less appear to be increasingly 
divergent.

|环球博览BIZAV DIG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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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 a t e s t 

J E T N E T  i Q 
forecast of demand 

for t he next t en yea r s 
suggests that there will be ~7,100 

new business jets del ivered over 
the 2019-2028 period, at an average 
list pr ice value of $32m each (i.e. 
something that looks a lot like a shiny 
new Falcon 2000 or Challenger 650).

This is a far cry from when our 
parents’ generation was buying and 
selling aircraft (even 20 years ago). 
Back then, the typical new business 
jet commanded a price much closer to 
$10m and looked conspicuously more 
like a Mid-size Jet than today’s Large 

Cabin beauties.
T he ma rke t ha s c lea r ly 

changed - with OEMs and those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 ions 

who could afford the table stakes 
collectively upping the ante – as 

larger and more capable business jets 
enter service.

T he r e c on t i nue t o b e som e 
a m a z i n g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i n t h e 
marketplace but finding the r ight 
a i r c r a f t  a n d e n s u r i n g a l l  t h e 
complexities of the various contract 
details are managed well are roles 
best managed by business aircraft 
transaction specialists.

 With macroeconomic storm 
c l o u d s l o o m i n g a n d b u s i n e s s 
sentiment diminishing, a market and 
weather update – and a tightening of 
the seat belt – sound like good ideas, 
regardless of whether you command 
the front or back office of the aircraft.

  
Flight Activity - North America
In North America, Year-over-

Year (YoY) flight activity recorded a 
slight 0.5% increase for October 2019, 
compared to October 2018. Moreover, 

a 6.8% increase was recorded in 
October, compared to September 2019 
according to ARGUS TRAQPak…

By operational category YoY 
resu lt s were most ly i n negat ive 
numbers during October. Fractional 
activity was the exception to the rule, 
posting the only increase.

In contrast, the results by aircraft 
category were mostly positive. Light 
Jet s posted the la rgest i nc rease 
compared to October 2018, and Mid-
size Jets weren’t far behind. Turboprop 
activity recorded the only yearly 
decrease.

  
Flight Activity – Europe
According to WingX Advance, 

in October 2019 there were 74,420 
Business Aviat ion depa r tu res in 
Europe, which was essentially f lat 
compared to October 2018. The rolling 
12-month trend for Europe was down 
1.4%.

In these latest results, business 
jet AOC activity was up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9, though private f light 
activity declined 5% YoY. Overall 
Business Aviation f lying was u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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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during October (boosted by turboprop activity), but that 
contrasted with declines in other major markets – most notably a 
6% drop in activity out of the UK, and a 5% decline in Germany 
(where Large Jet activity fell 6%).

Nevertheless, Germany did register an increase in charter 
activity.

“October’s f light activity shows some stabilization in 
demand after several months of decline,” says Richard Koe, 
managing director, WingX.

“Heavy and Super Mid-size aircraft are f lying more, 
especially in the fractional and charter fleets. This reflects 
a raft of new aircraft models coming into the market in the 
last 18 months; notably the Cessna Citation Latitude and new 
Bombardier Global jets,” he added.

“Clearly there is still volatility in the market, with big dips 
in activity in key hubs such as London and Paris during October. 
Overall, Business Aviation is on track to lose around 2% activity 
in 2019 versus 2018.”

      
New Business Jet Deliveries Forecast to Grow
Bizjet deliveries will grow 7% next year, and average 760 

units annually throughout the coming decade, according to 
Honeywell’s latest forecast. By contrast, JETNET expects sales 
to average 700 to 710 units annually. Mike Potts analyses the 
two projections...

Honeywell’s forecast represents significant market growth 
compared to the past eight years when deliveries have surpassed 
700 units only once. This year’s market is projected to total 690-
700 units and Honeywell believe the years ahead will feature “a 
healthy market with steady annual growth”.

The recent upturn in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Honeywell, 
is largely driven by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aircraft models. 
Honeywell’s forecast suggests the market will peak in 2020 or 
2021, turning down by 2024, and then growing again toward the 
end of the ten-year forecast period.

 At no point is the market expected to sink below the 
levels of 2018, which proved to be a pretty good year. But while 
Honeywell’s outlook is very good, the company doesn’t expect a 
return to the 1,000-plus unit years seen in 2007- 2008.

Overall Honeywell predicts the delivery of 7,600 jets worth 
$248bn for the period 2020-2029, down about 1.2% from the 
7,700 units worth $251bn forecast last year (2019 to 2028).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numbers i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Reinforcing Honeywell’s outlook is JETNET iQ,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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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s a slightly smaller market of 7,050 jets worth $241bn for 
the period 2019 to 2028. Thus, JETNET iQ expects business 
jet sales to average 700 to 710 units annually across the coming 
decade.

Like Honeywell, JETNET iQ expects the market to peak in 
2020 then tail off gradually until 2023/2024 when it could reach 
as low as 600 units. This is forecast to pick up again, climbing 
to around 900 units a year by the end of the forecast period. 
(Interestingly, JETNET iQ expects the market to include some 
supersonic jets by 2027 that are not referenced by Honeywell.)

‘Big cabin’ airplanes will constitute 42% of the units sold 
and 73% of the dollars spent according to Honeywell, while 
‘Midsize’ and ‘Small cabin’ aircraft will total 29% each. Mid-
size purchases will total 19% of the dollars while Small cabins 
will account for just 8% of the total.

By contrast, JETNET iQ believes Large Jets will account 
for 28.3% of the units sold over the next one-to-five-years; 
Medium Jets 47.5%; and Small jets 24.2%, though the company 
does not project how the expenditures will break down.

 
Regional Market Outlook
Honeywell breaks the market down by regions. In North 

America purchase expectations are off slightly, although 
Honeywell still expects the region to account for 60% of the 
jet market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Slow economic growth and 
uncertainty related to Brexit are expected to curtail European jet 
purchases somewhat, but the region is still expected to account 
for 19% of global demand.

The Latin American market is stable, although purchase 
plans in Brazil may be down in the next year or so. The region 
accounts for 7% of global demand in the forecast period. 
Purchase pla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im are running ahead of 
last year and the region should account for 10% of the jet market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Fully 40% of purchases are expected in 
the next two years, the highest among all the reg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political tensions and 
ongoing conf licts are tending to inhibit purchase plans 
somewhat, says Honeywell. These regions are expected to 
account for 4-6% of global demand,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its 
historical performance.

In a final aside, Honeywell notes that 12-14% of jet sale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will be to fractional programs.

(From AV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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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estions of how Gulfstream would respond to 
Bombardier’s in development (now in 
production) Global 7500 has hung in the air for 
some time, and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G700 

came as no surprise to many.
“This is an aircraft that the marketplace was 

expecting,” Rolland Vincent says. “Some customers had 
reportedly been holding off on buying a G650/G650ER 
knowing – or at least thinking – that this aircraft program 
was under development.”

Vincent, co-founder of JETNET iQ has amassed 
more than 30-years’ aviation market research,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Given the $75m price point and enhanced 
performance/features differentials, we see the G700 as 
complementing, rather than replacing the G650/G650ER in 
Gulfstream’s line-up,” he adds.

“[The G700] will have an initial net positive effect on 
deliveries,” Brian Foley, founder of Brian Foley Associates 

(BRiFO), predicts. “After that it’s really just 
maintaining G650ER sale levels which would 
have declined if an update hadn’t been offered.”

Foley formed his consultancy in 2006, 
having spent 30 years in the industry, 
including time as marketing director at 
Dassault Falcon Jet.

Neither Foley nor Vincent anticipate 
anything unusual happening in the used 
aircraft sales market as a result of the 

G700, though Vincent does anticipate new opportunities 
being created for operators who previously couldn’t justify 
owning a Gulfstream product.

“New jets always impact the pre-owned market, if only 
because of the impact that an announcement such as the 
G700 might have on demand for other very capable aircraft 
that still have lots of life in them,” Vincent notes. “These 
may have experienced diminished valuations because of 
their recent or pending ‘Out-Of-Production Status’ (we call 
it OOPS!).

“The good news is that buyers seeking good value in, 
say, a pre-owned Gulfstream long range jet (a Gulfstream 
G450 or even a GIV-SP) may find that they can begin to 
experience the brand and service levels at a more attractive 
price," Vincent adds.

“Thus (hopefully for Gulfstream) begins the journey 
up through the product line of another happy and loyal 
customer.”

Foley sees little impact on the pre-owned market which 
has experience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jets for sale since 
the end of 2018.

“Pre-owned inventory levels will continue to rise as the 
novelty of the US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tax benefit wears 
off. Those who could benefit from the tax deduction have 
largely already done so.”

“Despite the 2010 announcement of the Global 
7000/8000, the G650 was truly all alone in the market for 
quite a few years,” Vincent reflects. “Especially when you 

What’s
the Market Impact of Gulfstream’s G700?

 Rebecca Applegarth

内文.indd   92 2019/12/23   下午9:12

93

|||||||||||||||||| BIZAV DIGEST环球博览||||||||||||||||||| BIZAV DIGEST环球博览|

consider the fact that entry-into-service was in 2012 and the 
Global 7500 only came to market late last year.”

“Any aircraft with a multi-year waiting list is subject to 
a buyer either paying a premium to another to jump to the 
front of the delivery line, or paying a stiff premium on the 
pre-owned market,” Foley adds. “That phenomenon will 
disappear once the wait times get down to a more typical 12-
18 months.”

But where is the demand most likely to come from? 
Vincent points to the current fleet trends. “Gulfstream is 
particularly strong in the US, which is currently home to 62% 
of the world’s business jet fleet,” he shares. “Bombardier has 
noticeably strong international appeal, where they have been 
carving a name and space for themselves for many years.”

With the Global 7500 beginning customer deliveries at 
the end of 2018, and a positive outlook for new jet deliveries 
from Honeywell and JETNET iQ in October, it appears 
Gulfstream has timed the announcement of its newest jet 
very well indeed.“The Global 7500 caused this competitive 
response by Gulfstream,” Foley says.

 “My hunch is that Gulfstream has kept the G700 under 
wraps for a very long time, waiting to announce it once the 
7500 was actually certified and being delivered," Foley 
continues. "They milked their G650ER cash cow 
for as long as they could before having to spend 
development money on a replacement.”

“The timing looks smart,” 
Vincent agrees, “especially as we view 
this as a major derivative of the G650.

“In our view, successful 
business jet programs are 
based on a 20+ year view of 
demand, where the initial 
design is the basis (or 
platform) for future 
derivations that 

keep the product fresh, relevant and attractive to customers as 
their needs, wants and desires evolve.”

And with that in mind, considering the performance 
levels offered by the Global 7500 and G700, the question 
becomes whether Bombardier and Gulfstream have left any 
gaps in the Ultra-Long-Range market that either they, or a 
third competitor could exploit in the future.

 “We think that the next big waves of technology at 
the top of the market will embrace higher speeds, cleaner 
powerplants, and next-generation connectivity in the front 
and the back of the aircraft,” Vincent says.

 “I believe an 8,000nm range is the upper cap of what’s 
reasonable for a maximum range,” Foley adds. “I feel the 
next step isn’t further, but faster – as indicated by a number 
of new, supersonic contenders in the wings.”

“The coming to market of hybrid and/or electric power 
is contingent on advances in energy storage,” Vincent notes. 
“As much as ever, the engine manufacturers 
will be prominent at the table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novations that will change the 
way customers fly – and how OEMs 

market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 
in the future,” he concludes.

(From Av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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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ou’ve spent months finding 
that ‘perfect’ aircraft. It’s 
the right model, low on 
hours and cycles, and has 

an interior that’s more acceptable than 
garish. Now, how will you pay for it?
Aircraft finance can be a minefield. 
It’s not so much that any deal could 
blow up in your face – there are ways 
to minimize that risk. But choosing a 
careful path is the key to emerging on 
the other side intact.
 
Is Aircraft Financing Your Best 
Option?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ther 
taking out a loan really is the best 
route to making the aircraft yours. 
“Those who will find financing the 
easiest are the people who actually 
need it the least,” says Gary Crichlow, 
director, Aviation Finance at London-
based finance brokerage and advisory 
firm Arc & Co.

Even if a person or business has 
the cash to buy a business aircraft 
outright, a loan may still make sense, 
he adds.

“The key benefit of financing is 
removing money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frozen in a depreciating asset and 
ploughing it into something that would 
earn a return (i.e. the client's business, 
or a property).”

An airplane could lose 60% of its 
value over five years, Crichlow points 
out. “Against that backdrop, servicing 
a loan and deploying the capital into 
something more useful would appear 
to be a prudent move.”

Brendan Lodge, UK-based 
advisory services specialist at Jet 
Support Services Inc (JSSI) and a 
veteran aircraft financier, puts it 
this way: “Rates are quite low at the 
moment and there’s an argument to, 
say, use your capital to do what you’re 
good at doing and use someone else’s 
to pay for the airplane.”

That holds particularly true in 
some regions, says Kirsten Bartok 
Touw, 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US-based financing and leasing 
specialist AirFinance.

“If they have rapid growth like 
in China, India and Latin America, 
entrepreneurs can justify financing 
at 7-8% because they know that, by 
reinvesting their cash in the business, 
they’re going to get much better 
returns. For them it makes perfect 
sense.”

There’s also the chance to 
optimize your balance sheet. “If I were 
the treasurer of a major corporation, 
I would always finance my aircraft 
rather than taking senior unsecured 
debt in the market,” says Bartok Touw. 

“Unsecured debt negatively affects 
your credit rating and is probably 
at the 6-7% rate. In the US you can 
probably get long-term financing for 
your jet at 3%.”

How to Improve the Cost of 
Your Aircraft Loan

The threshold for when financing 
becomes too expensive varies around 
the world, Bartok Touw notes. It also 
depends on your own credit score. 
“Five percent is excellent in Latin 
America,” she says, “while 7% is 
pretty good in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There are ways to bring down 
the cost of the loan, however. “Audited 
financials are a big deal,” she says.

“If you don’t have audited 
financials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bank to 
trust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you’re 
giving them.

“If you want to get better lending 
rates, invest in getting a professional 
audit by a well-known firm,” she 
emphasizes.

Lodge has another tip. “A good 
broker will knit all your information 
into a well-written proposal that will 
‘sell’ you beautifully to the right 
lender. They will select the right lender 
because they know which lender will 
like the look of you. The brokers really 
add value here.”

When
Does Financing an Aircraft Make the Most Sense?

 Rohit Jag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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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other issues to consider, too, 
and Crichlow uses a checklist. “When advising a 
client who's deciding whether financing is going 
to make sense for them in terms of cost, time 
and complexity, a few things I think about are 1) 
the deal size; 2) the aircraft; and 3) the client,” 
he reveals.

 “The amount of paperwork required doesn't 
vary that much, so bigger deals are always going 
to be easier to finance because there's a wider 
pool of lenders,” Crichlow notes. “Generally, 
loans above $10m attract the most attention. 
Between $5m and $10m the field begins to thin 
out; and below $5m it really then becomes about 
making the deal as simple as possible - there is 
very little tolerance for complexity when doing 
smaller deals.”

For smaller deals to be viable, he adds, there 
needs to be little cross-border flow, the aircraft 
needs to be uncomplicated, and the buyer’s 
financial structure needs to be simple and 
transparent.

“This works particularly well when the 
client, the aircraft and the financier are all based 
and registered in the same jurisdiction; when the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s identity and finances 
are straightforward; and when the financier has a 
standard suite of contractual documents that the 
client is happy to sign up to with a minimum of 
negotiation.”

 Second on Crichlow’s checklist is the 
aircraft, and he notes aircraft less than 10 years 
old are easier to find finance for.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wrong with 
older aircraft,” he says, “and we regularly deal 
with financiers who will finance against them. 
But the overwhelming preference is for younger 
aircraft.”

The third item on the list is the client. “Line 
of sight to the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 and 
transparency around the identities and source of 
wealth of all obligors is absolutely critical,” says 
Crichlow.

“Generally, if there are ties to sanctioned 
countries like Iran, then it is a no-go, but there 

are financiers willing to finance globally, 
outside the standard ‘safe’ jurisdictions of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However, a fairly consistent theme across 
all financiers is that if a client is not willing to 
provide the required disclosure, then financing is 
not going to be a viable option for them.”

 
 When to Organize Aircraft Financing

Crichlow adds a note of caution for would-
be borrowers. “It's important when evaluating 
a financing proposal that it's looked at in the 
‘round’.

“[In other words] don't just look at the 
quoted margin. Consider how much equity you 
are being asked to put in, or how much wealth 
you are being asked to place under management, 
and what your balloon payment is at the back-
end.”

At least financing has become more 
accessible. “It’s easier now than it was after the 
credit crisis, when there was limited liquidity,” 
says Lodge. “I think that’s eased.”

There is, however, another factor that will 
help to make a deal happen. “It’s important to 
organise finance before starting your search – or 
risk losing the airplane you want,” Lodge warns.

Bartok Touw agrees.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a bank in advance and 
let them know you’re preparing to buy a jet,” she 
says.

“Bankers love predictable behaviour.” There 
is no one-size-fits-all answer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en financing makes sense. But for 
the keenest rates and conditions, you should 
establish a good credit record and line up 
everything as much in advance as possible. And 
you should do so before scanning the ‘for sale’ 
inventory.

Then, even if you don’t need it, you’ll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obtaining cheaper finance. 
And if you’re making your money work harder 
elsewhere, it’s probably the closest thing there is 
to flying for free.

(From Av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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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月 JANUARY

国际直升机博览会
（HAI HELI-EXPO）
时间： 1月27日-1月30日
地点：美国·洛杉矶
世界最大的直升机展

贰月 FEBRUARY

新加坡航展
（Singapore Air Show）
时间： 2月11日-2月16日
地点：新加坡
全球四大航展之一，每两年一届（偶数年）

伍月 MAY

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ILA Berlin Air Show）
时间： 5月13日-5月17日
地点：德国·柏林
每偶数年在德国的首都柏林举办

俄罗斯莫斯科直升机展览会（Helirussia）
时间： 5 月 21 日 -5 月 23 日
地点：俄罗斯·莫斯科
欧洲和北亚最大的直升机展览会，每年举办一次

欧洲公务航空大会和展览会（EBACE）
时间： 5月26日-5月28日
地点：瑞士·日内瓦
欧洲最大的公务航空展

陆月 JUNE

英国国际通用航空展览会（Aero Expo UK）
时间： 6月11日-6月13日
地点：英国·海威科姆
一年一届的英国国际通航展览会

玖月 SEPTEMBER

雷诺全国飞行锦标赛
（National Championship Air Races）
时间： 9月16日-9月20日
地点：美国·内华达州·雷诺
世界上仅存不多的纯飞行比赛
2018年11月首次引入中国

拾月 OCTOBER

美国公务航空协会年会暨公务航空展
（ N B A A  B u s i n e s s  A v i a t i o n 
Convention & Exibition）
时间：10月6日-10月8日
地点：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
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务航空展会

2020全球  航展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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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月 MARCH

阿布扎比航空博览会
（Abu Dhabi Air Expo）
时间： 3月4日-3月6日
地点：阿联酋·阿布扎比
“阿布扎比航空和航天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阳光和快乐飞来者大会(Sun 'N Fun Fly-In)
时间： 3月31日-4月5日
地点：美国·佛罗里达州·莱克兰机场
美国第二大通航展

肆月 APRIL

德国通用航空展览会（AERO）
时间： 4月1日-4月4日
地点：德国·腓德烈港
欧洲最大的通航展

亚洲公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ABACE）
时间： 4月21日-4月23日
地点：中国·上海
亚洲最大的公务航空展

XPONENTIAL无人机展览会
时间： 4月30日-5月2日
地点：美国·芝加哥
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展

柒月 JULY

范堡罗航空展
(Farnborgough International Airshow)
时间： 7月20日-7月26日
地点：英国·汉普郡
全球四大航展之一

EAA飞来者大会 (EAA Air Venture)
时间： 7月20日-7月26日
地点：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
世界最大的飞行爱好者年度聚会

捌月 AUGUST

拉美公务航空年度会议暨展览会（LABACE）
时间： 8月
地点：巴西·圣保罗
拉美地区最大的公务航空展

英国伊斯特本国际航展
（Eastbourne International Airshow）
时间：8月13日-8月16日
地点：英国·萨塞克斯
全世界最大的免费航展

拾壹月 NOVEMBER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Airshow China）
时间：11月10日-11月15日
地点：中国·珠海
国内规模最大和影响力最大的航展

澳门公务航空展MBAE
时间：11月
地点：中国·澳门
粤港澳大湾区新兴的公务航空展

拾贰月 DECEMBER

中东公务航空展MEBAA
时间：12月8日-12月10日
地点：阿联酋·迪拜
中东及北非地区重要的公务航空展
每两年一届（偶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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