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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公务与通用航空年度十大新闻发布盛典

公务与通用航空（国际）

指导单位：中国民航报社

主办单位：今日民航 IFLY 杂志社

联合主办：浙江横店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举办地点：中国·浙江·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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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与通用航空（国际） 中国 • 浙江
横店航空周

扫 码 参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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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要大力弘扬和践行当代民航精神，以“敬畏生命、敬畏

规章、敬畏职责”为内核，切实增强敬畏意识，深入推进作风

建设，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全力确保民航安全运行平稳可控。

“三个敬畏”有助于为作风建设、队伍建设植入厚重的人文

内涵，为确保民航持续安全打下更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目录ONTENTSC
P8

快速阅读

P20
市场观察

新冠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思考，产业格

局正在发生变化。未来消费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是大势所

趋，通航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应抓住此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机

会，融入到国家“新基建”发展战略中去。

P16
政策解读

公务航空夏季呈现复苏态势

全球公务航空飞行活动已呈现出可喜的复苏态势。北半

球夏季公务机活动明显增多，随着南半球即将春暖花开，相

信全球公务航空市场终将迎回真正的春天。

P24
环球视野

新基建推动通航产业高质量发展
财富领袖与公务机

在美国《商业周刊》评出的全球“100家最佳品牌”中，

98%的企业是公务航空的用户，使用着超过14000架公务

机。作为具有交通工具属性的“办公用品”，公务机已真正

成为全球商业领袖们必不可少的“战略合作伙伴”和高效的

“时间机器”——他们都深知只有掌握时间才能创造更多

财富。

P28
飞行故事

为持续规范对通用航空的行业管理，促进通用航空安全、

有序、健康发展，交通运输部于2020年8月26日颁布了最新修

订的《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

第18号），该规定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在公务机里用 Wi-Fi冲浪
要花多少钱？

P26
环球视野 

Wi-Fi在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多年来，公务机在跨国飞

行时一直以卫星电话为主，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公务机上

也能安装ATG系统上Wi-Fi了。那么，有哪些因素能帮助机

主们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合适的上网方式呢?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冯正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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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航空夏季呈现复苏态势
P46
空中美食“光盘行动”飞上天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明就餐、不铺张浪费更是个人勤俭节

约品行的塑造。近期，随着国内多家航空公司恢复机上餐食

供应，避免“舌尖上的浪费”，倡导“光盘行动”也一同飞上

了蓝天，各个航空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杜绝机上餐食浪费。

尽管航空餐在美食界没有什么名气，但它却能给我们的

飞行生活带来惊喜。航空餐食首次出现于1919年，在科技的

推动下飞机功能不断发展，随着机上厨房的诞生，以果腹为

目的的食品变为了更加贴心的体验。

航空餐简史
P50
空中美食

飞行！人类群星闪耀时
  ——探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来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参观的孩子们是幸运

的，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在心中种下一颗关于飞行、宇航和太

空遨游的种子；但任何年龄来这里接受航空航天科学的洗

礼也都为时不晚，因为飞行永无止境，而人类对太空的探

索才刚刚起步。

P54
环球视野

截止到目前，我国通用机场已超过400个，其建设规模、

运营形式各异，且大部分通用机场的应用效率不高。本文参

考美国发达的通用机场体系的分类办法和保障能力，为提高

我国通用机场运行效率和运营效益，促进我国通用航空保障

体系完善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通用机场体系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P64
行业纵深

我国通航企业的战略转型之路

通用航空上游制造业是“中国制造2025”重点支持领

域，下游运营业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消费升级和带动社会

投资，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已被确立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体系。国有企业作为通用航空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几年

在行业发展过程中也呈现了一些新特点、新现象。

P70
行业纵深

通航+旅游：
让“小飞机”带你“乘风破浪”！

中国通航短途运输市场已迎来快速增长期。截至2019年

底，中国共有94条短途运输航线在线上销售，旅客人数超过4

万人次。据携程最新数据显示，自5月起至今有数条新航线开

通，2020年短途运输航空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越2019年。

P72
行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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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要大力弘扬和践行当代民航精神，以“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

畏职责”为内核，切实增强敬畏意识，深入推进作风建设，不断提

升专业素养，全力确保民航安全运行平稳可控。“三个敬畏”有助

于为作风建设、队伍建设植入厚重的人文内涵，为确保民航持续安

全打下更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冯正霖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加快

从航空运输大国向航空运输强国跨越的冲刺之年，也是深化民航改

革“转段进阶”的关键之年，必须围绕实现行业治理体系和行业治

理能力现代化这条主线，全面做好深化民航改革工作。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董志毅

  要加速推动传统航空货运向现代航空物流转型升级。从当前的

航空货运数据来看，我国航空货运能力和供给水平短期内有了较大

提升，供需矛盾较疫情初期得到明显缓解，主要干线、重点国家航空

货运运力充足，有力支撑了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吕尔学

  民航局定点扶贫工作要在“六大工程”齐头并进总体思路的基

础上，以“真情援边疆、脱贫奔小康”攻坚行动为主题，进一步深入

动员、加大支持，突出重点、强化统筹，激发广大行业单位和干部职

工“真情援边疆”的主动性、积极性，增强定点帮扶的针对性、有效

性，全力助跑于田、策勒两县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坚决协助两县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崔晓峰

 “三个敬畏”宣传教育和“抓作风、强三基、守底线”行业安

全整顿在民航全行业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行业要将

活动中好的方法措施与确保行业安全运行平稳可控26条

措施紧密结合，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做好打基础、立长

远工作。下一步，全行业将持续深入开展“三个敬畏”

宣传教育，坚持政治站位不偏，持续加强作风建

设，紧抓安全和防疫不松，盯住隐患和风险不放，

保持监管力度不减，切实巩固活动成果，确保民

航安全运行平稳可控。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胡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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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民航疫情防控工作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依然复杂严

峻，要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各项部署要求，对防控漏洞

再排查、防控重点再加固、防

控要求再落实，完善常态化防

控机制，做好秋冬季疫情防控

准备，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疫情反弹，巩固来之不易的防

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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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456614亿元

国家统计局7月16日公布，2020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上半

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

由负转正，且超预期的2.4%，主要指标恢复

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

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1万美元

国家统计局网站在8月份公布，2019年，在经济总量大幅提高

的同时，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也不断提升。2000年，我国人均

GNI只有940美元，属于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NI划分的中等偏下收入

国家行列；2010年，我国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首次达到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标准；2019年，我国人均GNI进一步上升至10410美元，首次

突破1万美元大关，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

  133家

2020年最新《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已于8月10日正式发布，排

行榜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无疑是中国公司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大中华

区公司上榜数量达到133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其中，

沃尔玛连续第七年成为全球最大公司，中国石化仍位列第二，国家电

网上升至第三位，中国石油位列第四，而壳牌石油下降至第五位。今

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达到3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

高，接近中美两国GDP的总和。

  10.9万小时

民航局8月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全行业完成运输

航空飞行77.7万小时，同比下降28.6%，环比增长13.8%；通用航空飞

行10.9万小时，同比、环比均增长7.4%。未发生运输航空事故，行业

安全生产继续保持总体平稳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运输航空持续安

全飞行119个月、8494万小时。

  50个

截至8月12日，共计93家中外航空公司（国内19家，外航74家）运

营187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每周执行210个往返航班，与50个国家

保持定期客运通航。较疫情严重时期，已与20个国家恢复定期客运

航班。

  30万吨

从1月20日至6月底，民航共保障涉疫防控航班约7.6万个，累计接

运医护人员7.3万余名，运送防控物资近30万吨；从疫情严重国家接

回我国公民19787人，完成海外留学生“健康包”物资运输89.5万份、

698吨。

民航航班量持续回升，

全行业始终坚持“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强化安全发展理

念，增强底线思维，扎实开展

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面

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着力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不断

压实安全责任，确保行业总体

安全运行态势平稳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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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务航空飞行活动已出现复苏迹象。根据航空数据专家

WingX最新报告显示，在北半球夏季旅游需求旺盛的地区，市场回暖

较为明显。整个7月份，公务航空活动水平仅比2019年同期低18%，共

有超过23000架公务机共飞行约50万小时。

据J E T N E T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二手公

务机 零售/ 租赁 交 易量同比下降 约25%。从3月份 起

（COVID-19的影响真正在欧洲和北美显现），该市场的

交易量下降了约35%。

据亚翔航空的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包机机队数量

从2018年的95架减少到了78架，减幅为18%，但仍

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包机市场，大部分减少的机型都是

远程和大型公务机。

截至2020年6月，亚太地区的可用

于包机的公务机数量为327架，占公务机

机队总数的27%，相比2018年的333架

减少了6架（减幅为1.8%）。

亚太地区包机机队的平均机龄为16

年。远程型公务机最为年轻，平均机龄为

10年，而轻型公务机的机龄最大，平均机

龄为22年。

23000 架

- 25%

327 架

-18%

16 年

|行业数据DATA ||||||||||||||||||||||||||||||||||||||||||

DATA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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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公务机包机机队中唯一一个

没有本地注册飞机的亚洲国家。

2020年7月，亚洲大多数国家实行了封锁政策，对乘客甚至

机组人员实施了严格的旅行限制。自5月初以来，亚太地区内的包

机起飞数量已缩减到每天不到10架次，而2019年的高峰是每天

170架次。

从亚太地区包机机队总数来看，最受欢

迎的包机类型是大型公务机，共98架，紧随其

后的是轻型飞机和远程型飞机，分别为91架

和58架。轻型飞机增加了8架，增幅为10%，

这是自2018年以来唯一一个机队数量有所增

长的飞机类型。

据 哈 格 蒂 喷 气 集 团（H a g e r t y  J e t 

G r o u p），自5月份以来，全球公务机交易市

场一直在好转。好消息是公务机市场仍有交

易达成，但坏消息是机型价格急剧下降。该

公司指出：“我们认为全球公务机的市场价格

至少下跌了10%，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下降了

20%~30%。”

2020年第二季度，大中华区共有537架公务机离境，较去年同

期减少86%，其中有353架次是从中国内地离境。在整个亚太地区范

围内，中国国内公务机活动最为活跃，第二季度起飞架次达280架。

G450、猎鹰2000和Legacy 650是亚太地区最受欢迎

的包机机型，各自有15架飞机可用于包机。

10 架次/天

+10%

-10%

15 架 

- 86%

0

||||||||||||||||||||||||||||||||||||||||||||| DATA行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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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流宇航公司于7 月 28 日宣布G700试飞阶段在测试和性

能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G700是湾流宇航公司于2019 年 10 月

推出的最新一代旗舰机型，拥有业界最宽敞的客舱及最长航程下

的最高速度。G700 已经试飞 100 多次，并于最近完成了颤振测

试并扩展了高速和低速飞行包线。作为测试的一部分，G700飞出

了超过其最大飞行速度和巡航高度的最佳性能：速度达 0.99 马

赫，高度达 54000 英尺/16459 米。“在试飞中这一阶段展现了 

G700 项目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熟性，”湾流总裁 Mark Burns 表

示。 “我们设计并开发了 G700，让客户能够安全、可靠、高效地

飞行，同时享受如同脚踏实地的舒适度。G700 拥有业内最大的

机上厨房、最尖端的技术以及最精致清新的客舱环境，为公务喷

气机旅行提供了新机遇。” 

湾流

随着新冠疫情一直在巴西境内持续，巴航工业公

司 采 用 了 新 的智能 科技，包括无人

机和实时摄像机影像传输，以保证飞机的如期交付。巴航工业商

用飞机合同与资产管理副总裁西蒙·纽维特表示：“我们从今年6

月开始测试这一新的飞机交付流程，通过实际操作和新的数字方

法来完成一系列检查，智能技术能够让我们的客户实现与其本地

技术人员实时共享飞机检查的全过程。截至目前，客户反馈十分

积极。此间，我们与合作伙伴以及客户密切合作，在特殊时期采取

特殊方式，每个人都对修改后的程序非常满意。”

巴航工业 

庞巴迪8月24日宣布，首架配备双平视显示器的

环球7500已完成交付。庞巴迪旗舰机型环球7500

采用众多创新元素，双平视显示器便是其中之一，它

能为飞机副驾驶提供增强型视景与合成视景，实现更

佳的态势感知，同时简化人工驾驶与自动驾驶之间的

切换程序，还能在低能见度下进近时优化系统冗余。

庞巴迪项目管理与工程高级副总裁米歇尔·欧莱特表

示：“这架采用双平视显示器的环球7500的交付，实

现了我们的郑重安全承诺，即驾驶舱的设计旨在通过

高科技和自动化来降低机组人员的劳动强度，而不是

反其道而行之，迫使机组人员成为高科技的奴隶。”

庞巴迪

达索航空最新且最宽敞的公务机型——猎鹰6X

于2021年初进行首飞的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位于法

国波尔多-梅里尼亚克的达索主要装配工厂，早前受

新冠危机影响而短暂中断运营，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生产运营。参加飞行认证猎鹰6X的电气、液压和燃油

系统测试已经完成，其先进的数字飞行控制系统的测

试已经开始，地面疲劳与损伤容限测试也已启动。稍

后，此测试范围将被扩展至包括对猎鹰6X最大及更

高负载极限的压力测试。达索航空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埃里克·特拉皮耶表示：“按计划将猎鹰6X推向市

场是我们公司现在的首要工作。从项目规划到生产，

工作人员都一直在努

力、灵活地调整工作

程序，以适应新的卫生健康准则，

确保此计划能够顺利进行。”

达索

NEWS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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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事隆航空8月11日宣布，第2架赛斯纳408空

中快车测试飞机成功试飞。这架大型上单翼多用途

飞机此次具里程碑意义的飞行，距离赛斯纳408空

中快车原型机5月17日的首次试飞成功仅两个半月。

“此次飞行是赛斯纳408空中快车项目的又一重要

进步，因为它将主要用于测试飞机系统，如航电设

备、环境控制和防结冰，”工程和项目高级副总裁

Chris Hearne说，“在全球疫情造成了诸多影响的

情况下还能成功完成这些关键节点，是相当了不起

的。”自今年5月赛斯纳408空中快车原型机完成首

次飞行以来，该飞机已成功完成了38次飞行，飞行

时间超过76小时。

德事隆在最近揭晓的第三次年度航空运输售后客户满意度调查结

果中，CFM国际公司以最高分力压群雄，当选最佳客户服务OEM。

此次调查由Inside MRO杂志，《世界航空运输》（Air Transpor t 

World）和 AeroDynamic 咨询公司联合展开。调查从2020年2月

中旬开始进行，5月中旬结束，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62家航空公司的

185份调查反馈。快速响应能力是CFM重点关注的服务内容之一。在

全球范围内，CFM设立了3家提供24小时服务支持的呼叫中心。每年

有超过30000条客户垂询通过网站、电话或邮件等方式提交

到位于辛辛那提、巴黎和上海的3家呼叫中心。

CFM

中国国内第一架B注册的本田公务机HondaJet Elite于7月13日

完成清关，成功飞抵天津。HondaJet拥有独家设计的两台翼上支架

配置喷气式发动机、复合材料机身等最先进的航空技术，升级后的

HondaJet Elite，飞机全高4.54米，全长12.99米，翼展12.12米，最

多可乘坐7人，最大飞行高度13106米，最远航程（4名乘客）2661千

米，最 大 飞行速度0.72马赫。本田飞机公司2019年度共交付

3 6 架 HondaJet，自2017年起连续三 年 在 小

型 喷 气式商务机领域交付量位居全

球首位。

本田公务机

5月28日，中国商飞ARJ21支线客机的系列化

产品——首架CBJ公务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

飞，开启了4小时的生产试飞任务。这架CBJ公务

机是ARJ21的110架机，早在2017年11月已在上海

大场机场完成了首次生产试飞，当时这架飞机只是

一架没有涂装和内饰的绿飞机，目前，这架CBJ公

务机已经换上了全新CBJ命名及涂装。这次CBJ换

装后的成功试飞，标志着中国商飞在全球公务机市

场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

中国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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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周游世界，家人也不在身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

自己，还有你的行李。”经典好莱坞电影《魔岛仙踪》里，

经验丰富的行李箱售货员对男主角如是说。

Goyard由设计师Francois 

Goyard创立于1853年，如今已

有150多年历史。十九世纪的欧洲

商旅纵横，名媛商贾们需要一款

质量上乘、经得起颠簸、又要符合

他们审美的旅行手袋一同出行，

因此Goyard应运而生。1892年，

G oyar d在自己的箱包上打上了

“Y”字品牌标志，甚至早于Louis 

Vu i t ton设计图案M on o g r am

之前。20世纪 30年代的C o c o 

C h a n e l和50年代的M a r i l y n 

Monroe也都是它的忠实粉丝。

Goyard 旅行箱

Globe Trotter可以说是旅行箱品牌中的贵

族，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专供英国皇室。英

国前首相丘吉尔、超模凯特·莫斯和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都有同款。1951年，新西兰探险家埃德蒙

·希拉里还曾带着Globe Trotter的旅行箱攀登

了珠峰。他家旅行箱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全部使

用独家专利研发的硬纸纤维，让旅行箱变得更

轻，再用白蜡木让旅行箱结构更坚实。箱子的八

个角用真皮包覆，减少可能遇到的碰撞。Globe 

Trot ter曾在德国汉堡动物园进行测试，该旅行

箱居然可以承受高达一吨重的大象并且毫无

变形。主要热销系列有：Original Collection、

Safari Collection 以及 Emilia Collection。

Globe Trotter 行李箱

或许你会惊讶为什么著名的爱马仕铂金包

会出现在旅行袋的分类里，但Birk in手袋诞生

确实是源自于一次旅行。1984年的航班上，英

国女演员Jane Birkin坐在了爱马仕总裁Jean 

Louis Dumas的旁边，抱怨Kelly手袋太小，她

一直都找不到一个做工精良且实用的大提包，

可以携带婴儿的尿布、奶瓶等杂物。于是，这款

设计独特的Birkin手袋由此诞生：它皮质硬挺，

又有着超大容量，非常适合旅行使用，同时还有

放奶瓶的单独空间。现在也有不少现代职业女

性把它当做公文包使用。　

Hermès Birkin 旅行袋

KEEPALL意思就是所有东西都能装进去。该

手袋诞生于1924年，由标志性Monogram Eclipse

帆布裁制而成。容量大且轻便易携带，可谓名副其

实的Keep al l。KEEPALL主要由4个尺寸构

成，分别是45cm、50cm、55cm和60cm，

可以根据不同的诉求和身材选择自己适

合的大小，每一个尺寸在空

包状态都能容易地折叠、收

纳。出短差的时候45cm尺

寸就很适合放在登机箱拉

杆处挂着，增强随身物续

航能力。

Louis Vuitton KEEPALL旅行袋

ITEMS

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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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飞机上的耳机隔音效果都不是很好，戴久了耳朵也

会疼，所以为了能在旅程中得到足够的休息和睡眠，一款

舒服的降噪耳机是必不可少的。索尼这款无线降噪耳

机彻底摆脱了耳机线的困扰，在降噪、音质、连接性和

操控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打开降噪功能以后还能连

续使用6个小时。打开蓝牙降噪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世界都安

静了，也让使用者得以更自由地沉浸于音乐带来的感动。

索尼无线降噪耳机

自1937年在巴黎问世至今，全世界每38秒

就会卖出一条爱马仕丝巾。爱马仕乐于邀请各

流派和风格的艺术家甚至作家，把丝巾当成画

布或稿纸，任意挥洒泼墨，每一款丝巾都仿佛是

一个讲故事的人，带领我们探索充满幻想的世

界。爱马仕丝巾有方巾、头巾、长丝带、长披肩

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方巾系列。旅行时带上一

条别致的丝巾，飞机上可以作为披肩遮挡空调，

也可以将它缠在包包手柄上，甚至当做度假裙子

上的腰带也不错哦。

Hermès 丝巾

Gentle Monster墨镜的品牌设计

风格大胆、创意独特，也是小编十分偏

爱的墨镜品牌。2019年GENTLE 

MONSTER携手华为联合推出的

这款智能眼镜，突破了传统智能产

品外观，将鲜活时尚灵感融入智能穿

戴。镜腿搭载蓝牙及传感技术，实现听

音乐、通话等功能，解放双手，打造触手

可及的全新沟通模式，包含墨镜及光学

镜，满足不同场景的佩戴需求。

Gentle Monster x 

Huawei Eyewear 墨镜

对于诸多“空中飞人”来说，一支便携的眼霜应该是拯救眼部肌肤的

最大法宝了。香奈儿的眼部护理套装小巧、齐全、更加方便携带，蕴含维他

命复合物的滚珠式精华液滋养肌肤，配合精华眼膜，可以快速提亮眼周肌

肤，有效减少黑眼圈和浮肿，令眼部周围的肌肤绽放自然光泽。

Chanel Le Lift 眼部护理套装

祖玛珑这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旅行香氛蜡烛非常实用，前调威廉

梨清新香甜，中调小苍兰清爽芬芳，后调广藿香感性深沉，初熟秋梨

的感性清爽包围在白色小苍兰花束中，又因琥珀、广藿香和木香而愈

加芳醇，甜美金灿。带着旅行装蜡烛踏上旅程，让人能够随时随地营

造放松身心的居家氛围，点亮浪漫烛光，弥散醉人香氛，舒缓心情，

提振情绪。这款旅行装蜡烛燃烧时间长达18小时，就算去酒店也可

以闻着令人安心舒服的味道入睡，是不是很棒呢！

Jo Malone 旅行香氛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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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aning of the Latest GA Policy
Definition
解读《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撰文／钟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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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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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POLICY |||||||||||||||||||||||||||||||||

  修订背景

通用航空是我国战略性产业，是国

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38号）颁布以来，通用

航空服务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日趋

显著，行业逐渐呈现出“传统业务持续增

长、新兴业态迅猛发展”的整体态势。

为适应通用航空发展的最新形势

和要求，积极促进通用航空“放管服”改

革，加快推进通航法规体系重构，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交通运输部先后修订完成了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交通运

输部令2016年第31号、2018年第36号、

2019年第30号、2020年第18号，不断降

低通用航空进入门槛，持续改进行业安

全监管，激发市场活力，为我国通用航空

实现高质量提供了重要支撑。

  修订亮点

（一）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重新分类

坚持“放管结合、以放为主、分类管

理”通用航空发展理念，为安全监管提供

有效支撑，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类型由

原来按注册资金规模划分的“甲乙丙丁”

四大类改为按飞行活动性质划分的“载

客”“载人”和“其他”三大类，并将“载

客”“载人”民用航空器的要求由“符合

适航标准”提高为“具有标准适航证”。

这表明我国通用航空安全监管实现了重

大转变，将加强对通航短途运输、通用航

空包机飞行、航空医疗救护、空中游览等

“载客”“载人”类业态的安全监管，而

对其他类飞行活动的监管将实现逐步减

弱，进一步实现通用航空精准监管。

（二）行业门槛进一步降低

根据通用航空“小机型、小航线、小

航程”的特点，该规定将航空器的要求由

原来的“购买或租赁不少于两架民用航

空器”改为“从事载客类经营活动的，至

少购买或者租赁2架民用航空器；从事载

人类和其他类经营活动的，至少购买或

者租赁1架民用航空器”，降低了非载客

类的民用航空器数量要求。这充分体现

了通用航空的“放管服”力度不断加大，

将很大程度上降低进入通用航空行业的

投资成本，有利于通用航空市场主体数

量的增加和活力的激发。

（三）开展诚信体系建设

积极贯彻落实了《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和《国务

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

导意见》的精神，积极推动通用航空诚信

管理，明确了记入民航行业严重失信行

为信用记录的情形，对诚信评价记录好

的通用航空企业，依法减少检查频次或

者豁免检查；对诚信评价记录差的通用

航空企业，依法增加检查频次。这将推动

通用航空企业摈弃“保姆式监管”依赖心

理，有效引导企业加强自我管理、诚信发

展、自律发展。

（四）注重无人机发展

随着我国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快速增

长，企业数量、航空器架数以及飞行总量

都已大幅超过了传统通用航空器。为有

效促进我国无人机快速发展，巩固产业

发展优势，并在世界范围内输出我国无人

机相关标准，该规定首次引入民用无人

航空器概念，确定通航企业拥有的民用

航空器包括民用有人驾驶航空器和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明确了使用民用无人机

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的相关规定，并对

相关监管要求进行了规定。这将进一步

完善无人机开展经营性活动的管理，也

对繁荣壮大我国通用航空市场主体发挥

了重要作用。

（五）真情服务通航企业

随着“全国一盘棋”理念深入人心，

通用航空服务能力显著提升，该规定不

断简化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申请，许可证

载明事项数量由10项减少为6项，删除了

基地机场、企业类型等内容，载明内容更

为精简适用；许可证有效期由3年变为长

期，进一步减轻通航企业换证负担；根据

国家“证照分离”要求，通用航空经营许

为持续规范对通用航空的行业管理，促进通用

航空安全、有序、健康发展，交通运输部于2020年8

月26日颁布了最新修订的《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18号），该规定将于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内文.indd   18内文.indd   18 2020/8/28   下午10:222020/8/28   下午10:22

19

可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删除

了对通航企业法人的任职要求；改进通

航企业经营活动备案方式，实行网上备

案，便于相关管理部门及时准确掌握通

航经营活动信息，为后续相关活动的开

展、安全监管以及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

数据支撑。

（六）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逐渐弱化事前相关监管，除开展民

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培训业务外，对从

事其他类经营活动的经营许可申请，实

行告知承诺审批制，申请人以书面的形

式承诺其满足通用航空经营许可条件，

相关管理部门有权对通航企业的承诺内

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并做出相关处理，

不断降低通航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取

消通航企业年检制度，将由相关管理部

门实施年检改为由企业履行活动备案和

年报义务，管理部门通过随机抽查通航

企业经营活动，对发现的问题依法核实、

处理，并可结合通航企业诚信评估情况，

适当调整检查频次；增加了载客类通航

企业制定飞行事故反应预案、伤亡人员

家属援助计划、运输服务标准和锂电池

运输管理手册的内容。

 修订作用

目前，我国处于新冠肺炎后疫情发

展时期，正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此次修订将对我国通用航空发展

产生重要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一 是将更 好 推 进 通 用航 空“放 管

服”改革。通过从新旧业态、经营项目、

准入条件、许可方式、许可程序、监管模

式等分类管理方面着手，进一步简政放

权和改进监管方式，加快形成符合通用

航空发展规律和特点的适用法规体系，

为完善我国通用航空市场管理制度提供

重要支撑。

二是将更好服务通用航空行业。通

过不断降低门槛、解决限制问题、简化行

政手续，充分发挥通航企业的市场主体

地位与作用，可大幅度减少对通航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减少企业经营

的制度性成本，有利于降低通用航空经

营性活动的价格，提高行业吸引力和公

众参与度。

三是将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通

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成本、

提升行业吸引力、激发市场活力、扶持新

业态、完善消费权益保护，将有效促进我

国通用航空在新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

持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消费提档和军

民融合，更好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对

通用航空发展的需要。

（本文作者为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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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思考，产业格局正在发生变

化。未来消费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是大势所趋，通航产业作为新兴产业，

应抓住此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融入到国家“新基建”发展战略中去。

Infrastructure Strategy to Stimulate GA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New
新基建推动通航产业高质量发展

  撰文／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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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新基建”成为疫情之下最为火爆的

新词汇之一，所有的企业都在思考

如何参与新基建。通航产业对我国

的产业分布体系具有战略性意义，与

“新基建”的方向密切相关，在各种支持

新基建的政策相继出台的同时，也为国内

通航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通用航空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中

国要建成500个以上通用机场。最新的

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19年12月，全国

通用机场总数达到482个，其中颁证通用

机场数量283个。对于通用航空来说，要

顺应国家战略发展大势，立足未来、立足

全球的视角看待“新基建”的创新。除了

加大在新基建方面的资金投入，更是要

改革观念，在智慧通航产业方面做好管

理创新、转变通航产业单一的经营模式

等等，这些都需要技术创新、理念创新、

管理创新三位一体同时进行。

所谓的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站

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

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

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我

把它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也就是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

撑包括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云计算网

络、人工智能平台、区块链平台和物联网

网络以及一系列的配套性设施，这些称

之为智慧型经济的基础设施。我国在消

费平台端的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但在

智慧经济平台的建设还需要有一定的突

破。另一类是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和补

短板建设，包括市政，农村，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等，和旧基建的区别在于现在的

升级是起补短板的作用，新的升级体现

在智慧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应急体

系等方面。可以看出，新基建的内涵更加

丰富，所涵盖范围更加广泛，是经济数字

化、智慧化升级的标志。对通航产业来

说，未来将从传统的机场等基础设施建

设转为通航产业链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

级建设。特别是通用产业与新基建的结

合，不仅可进一步推动整个通航产业发

展，而且能是数字经

济赋能内循环、拉动内需的重

要力量。

具体来看，通航产业与新基建的结

合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

  通用机场的智慧化升级

当今世界正 处 于百年未有之 大 变

局，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智慧升级转型期，

数字化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新判断指

标，国家之间的科技竞赛已经开始。从

国内来看，全国各地通用机场的规划建

设进入了高峰阶段。民航局出台《中国民

航四型机场建设行动纲要（2020-2035

年)》，谋划了未来15年四型机场建设的

目标、任务和路径。相对于民航机场，通

用机场建设有投资成本低、规模小的优

势，在“四型机场”的建设中也有其不可

替代的价值。通航机场可围绕新基建的

理念与民航“四型机场”的建设结合起

来，助力机场群的升级和高科技赋能，运

用先进设备，协助民航机场实现机场信

息化和数字化建设。

通用机场的发展要以满足各类用户

的通航业务需求为出发点，“新基建”以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沿先进技术

为支撑点，通航业务的运营手段和管理

水平也应随之创新和升级。随着北斗技

术和5G技术的推广应用，信息化管理不

仅能为通航企业的运营管理提供强有力

的数据支持，而且能为客户提供精准个

性化的定制服务。例如疫情期间，通用机

场联手民航机场协助全国各级疫情防控

部门和企业，进行物资运送和消杀工作。

在基层进行无人机巡视、喊话，大大节省

了人力资源和可能出现的感染风险。

  推动通航产业数据化平台建设

目前我国的通航产业存在技术前端

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与先进信息技术结

合较少的问题。快速发展通航产业的核

心是加快运用数据对未来发展的决策，

利用信息数据化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我国通航产业在信息数字化建设与运用

方面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本次“新基

建”的提出，立足于提升数字化、智慧化

基础设施，通航产业在5G等移动通信系

统建设及多网融合，和北斗系统的精准

定位应用都需要加快步伐，通航产业在

未来建设与发展中一定是建立在数字化

的基础上来建设、经营与管理。需要跟

上国家新基建的步伐。

通航产业链的上下游参与者应尽快

加强数据信息的链接和共享工作。比如

建立和完善通航产品和装备共享平台、

通航机场信息共享平台，通航应用信息

共享平台，数字化升级的必要路径是完

善数据链、共享信息源、消除数据孤岛，

各个环节的参与者都应认识到信息数据

|市场观察OBSER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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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重要性，建立起互通的信息系统，

数据之间应是交互共享的状态，从政策

法规上要明确信息数据的使用权责，将

信息数据价值最大化，资源协调效率和

控制方法更优化，为企业带来全新的发

展契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通航信息系

统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升级，也能与未来

智慧城市建设结合得更紧密。

  提高产品科技门槛

      使通航产品更智能化

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相融合，生

成的数据呈现指数型增长，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支撑的数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通航产品要在关键技术和关键环节

上重点创新，建立起标准产品体系，例如：

通航产业最重要的参与者无人机，是以高

端航空装备核心技术为基础，在大力发展

5G和大数据平台建设的趋势中，无人机

能在智慧巡查、三维建模等方面发挥更大

的价值，特别是在应急救援装备体系化，

航空应急装备国产化等前瞻技术的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更新运营服务方式

在5G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利用数据

分析行业内外信息，来确定企业战略目

标与实施战略目标的策略，以及利用数

据化对决策过程的管理，能够通过数据

信息对企业管理信息得到实时反馈，以

达到及时调整企业战略的目的。在海量

信息数据积累的情况下，信息技术为个

性化与针对性服务提供了科学基础，信

息服务成为通航企业服务内容和企业管

理的一部分。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手段

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用户的需求与行为

特征，从而更好地进行产品和服务设计，

使服务真正做到精准化与个性化，服务

人性化。

综 上，通 航 产业一方 面 要 利 用 好

5G、工业互联网等核心技术完善自身的

建设与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运用人

工智能、互联网＋、生物特征识别等新技

术，赋能通航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为用户

提供更智能的服务，以智慧为引领，通过

智慧化手段推动通航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冠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一次前所

未有的思考，产业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未

来消费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是大势所

趋，通航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应抓住此次

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业者应具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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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略

性的眼光对通航产业进行由点到面的布

局，应该更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站在全球

通航产业未来发展的角度，融入到国家

“新基建”发展战略中去。

（本文作者为创客总部/创客共赢基金

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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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务航空飞行活动已呈现出可喜的复苏态势。北半球夏

季公务机活动明显增多，随着南半球即将春暖花开，相信全球公

务航空市场终将迎回真正的春天。

Summer
公务航空夏季呈现复苏态势

  撰文／Charles Alcock

航空数据专家W ing X最新全球市

场跟踪报告显示，最近几周，全球公务航

空飞行活动呈现出了可喜的复苏态势。

在北半球夏季旅游旺季推动旅行需求的

地区，这种复苏趋势最为明显。从7月到

8月份的头几天，公务机的飞行活动仅比

2019年同期低18%，超过2.3万架公务

机运营时间约50万小时。

在 夏季 高 峰 期 间，欧 洲 公 务机 的

飞 行 活 动 一直 以 来 都 会 明 显 增 加，今

年的活 动水平为去年同期的89%。截

至7月底，W i n g X记录了超过2200块

空域，8月初航班为1800个，4月份航

班在C o v i d-19最严重的限制期间仅

为452个。受匈牙利和英国汽车大奖赛

（Hungarian and British Grand Prix 

car races）等赛事影响，欧洲市场的旅

行需求更加活跃。

目前，全球公务航空市场的复苏步

伐并不一致，美国最近几周的公务机飞

行活动有所下降，这显然是由于人们对美

国疫情愈发严重的担忧。一个月前，美国

公务机飞行小时数还在2019年的15%以

内，但现在已经下降了20%以上。

在美国和欧洲之外，公务航空的发

展趋势更为多变。WingX数据显示，非洲

市场“仍处于低迷状态”，亚洲仍保持在

2019年水平的20%左右，大洋洲一直保

持在5%以内，南美洲仍在勉强维持。

仔细分析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就会

发现，虽然整个中东地区的交通量总体

下降，但阿联酋的飞行活动却出现了强

劲增长。而巴西和哥伦比亚飞行活动的

增长也与其他国家的衰退步调不一致。

中国公务机出入境飞行活动大约是

2019年水平的85%；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的飞行小时数虽然在最近几个月有所回

升，但却在最近几周出现了下降。

再回到欧洲市场，德国、奥地利、瑞

士、克罗地亚和比利时的公务机飞行活

动都超过了去年的水平。西班牙曾在7月

初显示出复苏迹象，但随着疫情的反弹，

最近飞行活动又有所回落。土耳其、俄罗

斯和荷兰都实现了“强劲”复苏迹象，但

在英国、意大利和希腊，这一趋势则显得

较为缓慢。

WingX表示，由于美国的间歇性禁

飞，仲夏时期，美国公务机市场复苏不如

预期。他们认为，欧洲的度假旅行需求会

继续推动私人包机业务，而8月份美国市

场预期仍然低迷。“缺失的这一部分市场

来源是企业，我们将不得不等到秋天再

看看市场是否能够回归。”

总体而言，与大型公务机相比，轻

型飞机市场受疫情的影响并不严重。大

型和超远程公务机的需求分别比2019

年的水平低30%和35%，但与此同时，

轻型飞机的飞行小时数约为去年同期的

95%。

翻译／刘九阳   文章摘选自 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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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and Drives Bizav Recovery

内文.indd   25内文.indd   25 2020/8/31   下午6:232020/8/31   下午6:23



26

在公务机里用 Wi-Fi冲浪
要花多少钱？

  撰文／David Wyndham

在“没网就不能活”的今天，Wi-Fi

在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现在通勤巴士、

铁路、酒吧、咖啡店和餐馆，都开始为大

家提供免费的Wi-Fi。 

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提供Wi-Fi相对

便宜。对于慢速行驶的汽车，只要是在人

口较多的地区，Wi-Fi也是可以承受的。

这些地方可以使用蜂窝信号塔来发送和

接收信号，并使用一个(或多个)小型发射

器来分散信号。

随着地面交通工具上Wi-Fi的广泛

使用，越来越多的乘客想在乘坐飞机时

也能收到机内Wi-Fi，但是想要在飞机上

接收到Wi-Fi，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北美，许多航空公司都开始提供

机内Wi- Fi服务，价格从免费到20美元

不等。这 些 美国航 班 使 用的是 空 对 地

( Air-To-Ground，ATG)系统。简单说，

ATG就是能实现在飞机上网的地空通

信系统。ATG利用成熟的陆地移动通信

技术，如3G、4G技术，针对航空高速移

动、广覆盖等特性进行定制化开发，在地

面建设天线能够覆盖天空的专用基站，

构建一张地空立体覆盖的专用网络，有

效解决高空立体覆盖，实现地空高速数

据传送。

相比卫星通信， ATG虽然仅覆盖大

陆本土，覆盖广度不如卫星，但在一些国

家例如美国、中国、欧洲、澳大利亚等，

地域辽阔，国内航班占比较高，跨洋飞行

时使用卫星通信的情况并不是很多；而

且相比卫星，ATG有着不可比拟的高数

据带宽、低延迟、低成本的优势，因此得

以迅速发展。

多年来，公务机在跨国飞行时一直

以卫星电话为主，让机主得以与地面进行

交流，现在也可以安装ATG系统了。虽然

卫星系统有许多类型，且覆盖范围各不

相同，但地球上基本上没有几个地方的信

号是卫星系统连接不到的——即使是在

极地航线上。卫星系统可以支持高清、流

媒体和宽带的播放和连接。

 

  天地互联：你该购买哪些服务？

在机舱连接难题中，哪些主要因素

能帮助你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上

网方式呢?

以下是一些关键信息：

◈ 机型多大？强大的卫星系统比

ATG系统重得多。这也使得卫星系统更

适合超远程公务机安装，而不适合于涡

轮螺旋桨飞机或轻型喷气式飞机。

◈ 航程时间是多少？一般乘坐公务

机的航程有多远？一架小型涡桨飞机30

What 
are the Costs of BizAv Cabin Connectivity?are the Costs of BizAv Cabin Conn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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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的飞行所需的系统与2小时航程的

飞机所需要的有很大不同。短途旅行通

常只需要一些基本的短信和电子邮件功

能。长途旅行（例如横贯大陆和海洋）则

需要/使用更多的流量。

◈ 人数多少？还需要考虑到机组和

乘客的人数问题。需要使用该系统的人

越多，需要的流量就越大。你可以把这些

数据想象成家里的水资源。一个人洗手

只需要少量的水，但是在给草坪浇水的

时候、三个人洗澡的时候则需要很高的

流量。一架只坐4名乘客的飞机和一架载

有8人机组的飞机，其所需的流量是大大

不同的。

◈ 怎么用？如果这架公务机是属于

公司的，那客舱内可能需要稳定的发送

电子邮件和浏览网页等功能。如果是私

人使用的飞机，那可能家人更想要看几

部电影，甚至是游戏、直播等等。

  公务机里安装Wi-Fi花费几何

事实上，安装费用因系统和飞机型

号而异。天线需要被安装在外部，而布线

和路由器等则要被安装在飞机内部。不

同机型对天线的放置、布线方式和位置

都有不同的要求。在一架大型喷气式公

务机中，飞机的内部配置不仅关系到设备

的安装位置，还与信号强度有关。

基础版ATG系统(如涡轮螺旋桨飞

机和轻型飞机)的安装费用在10万~15万

美元，可以用于发短信、电子邮件、浏览

网页，还能提供四个人的线上会议功能。

每月固定花费约一千美元。

高级版ATG系统的安装成本约20

万美元,可以提供更强的信号和更快的网

速。每月固定花费约5万~6万美元。

卫星系统的安装费用各不相同,但大

约需要65万美元,或者更多。消耗了多少

流量、网速有多快等都会让成本产生差

异。向用户收取数据费用的包机运营商

不仅需要让乘客知道费用是多少，更重

要的是让乘客明白这些费用的区别，例

如6.95美元/Mb比100美元只能看30分

钟的电视节目，更容易让人理解。

此外，并不是每次飞行都需要最多

的流量和最快的网速。如今，互联网服务

商和卫星系统提供商都提供了在使用率

低时减少(节流)流量的选项。

最后要考虑的一点——网络安全性。

如果你需要在公务机上处理机密文件，那

么一定要确定从飞机到卫星、地面服务器

和公司服务器的连接都是安全的。

翻译／刘九阳   文章摘选自 AvBuyer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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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商业周刊》评出的全球“100 家最佳品牌”中，

98% 的企业是公务航空的用户，使用着超过 14000 架公务机。

作为具有交通工具属性的“办公用品”，公务机已真正成为全球

商业领袖们必不可少的“战略合作伙伴”和高效的“时间机器”——

他们都深知只有掌握时间才能创造更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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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 the BizJets?

Who's
财富领袖与公务机

  撰文／本刊记者 刘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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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贝索斯 
Jeffrey P. Bezos

1965 年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
城阿尔布奎克，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书店——
Amazon 亚马逊网络购物中心缔造者，第一
位成功的网上零售业者，是美国《商业周刊》
评选的“互联网时代最具影响力的 25 人”
之一，现任亚马逊公司创始人兼 CEO。

1965 年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
城阿尔布奎克，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书店——
Amazon 亚马逊网络购物中心缔造者，第一
位成功的网上零售业者，是美国《商业周刊》
评选的“互联网时代最具影响力的 25 人”
之一，现任亚马逊公司创始人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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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索斯曾拥有的猎鹰900EX公务机

在很多人印象里世界首富还是比尔·盖茨，但如今，“世界首富”

的称号早已成为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囊中之物。截至2020

年8月18日，贝索斯的净资产达到了1987亿美元，打破了福布斯排行

榜近40年以来的最高财富记录。

贝索斯曾拥有一架达索猎鹰900EX公务机，在2015年出售，同

年以亚马逊子公司Poplar Glen的名义购入了一架湾流G650ER，

注册号为N271DV。与此同时，他还拿出了550万美元收购了一个

机库，以容纳这架飞机。

据统计，2018年他乘坐公务机出行总计约150次，平均每隔两天

就要飞一次。除了热爱购买飞机以及探索太空以

外，他还以个人名义花费2.5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

邮报》。2016年还曾乘坐公务机飞往德国，将被伊朗拘留18个月的

《华盛顿邮报》记者贾森·雷萨安（Jason Rezaian）接回美国。而贝

索斯的公务机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今年2月份的新西兰

惠灵顿机场，据悉，他乘坐这架公务机飞抵新西兰是为了视察亚马逊

投资的电视剧版《指环王》的拍摄工作。

湾流 G650ER
直飞航程覆盖

北京-纽约

起飞跑道长度/米

1920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3890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25
最多座位数/个

19
客舱高度/米

1.96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 STORY飞行故事|

在很多人印象里世界首富还是比尔·盖茨，但如今，“世界首富”

的称号早已成为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囊中之物。截至2020

年8月18日，贝索斯的净资产达到了1987亿美元，打破了福布斯排行

榜近40年以来的最高财富记录。

贝索斯曾拥有一架达索猎鹰900EX公务机，在2015年出售，同

年以亚马逊子公司Poplar Glen的名义购入了一架湾流G650ER，

注册号为N271DV。与此同时，他还拿出了550万美元收购了一个

机库，以容纳这架飞机。

据统计，2018年他乘坐公务机出行总计约150次，平均每隔两天

就要飞一次。除了热爱购买飞机以及探索太空以

外，他还以个人名义花费2.5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

邮报》。2016年还曾乘坐公务机飞往德国，将被伊朗拘留18个月的

《华盛顿邮报》记者贾森·雷萨安（Jason Rezaian）接回美国。而贝

索斯的公务机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今年2月份的新西兰

惠灵顿机场，据悉，他乘坐这架公务机飞抵新西兰是为了视察亚马逊

投资的电视剧版《指环王》的拍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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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1971 年 6 月 28 日出生于南非，18
岁时移民加拿大。工程师、慈善家、
Paypal（网上支付公司）、SpaceX 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特斯拉（Tesla）以
及 SolarCity 四家公司的 CEO，兼任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
兼首席技术官，环保跑车公司特斯拉
（Tesla）产品设计师。

1971 年 6 月 28 日出生于南非，18
岁时移民加拿大。工程师、慈善家、
Paypal（网上支付公司）、SpaceX 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特斯拉（Tesla）以
及 SolarCity 四家公司的 CEO，兼任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
兼首席技术官，环保跑车公司特斯拉
（Tesla）产品设计师。

1971 年 6 月 28 日出生于南非，18
岁时移民加拿大。工程师、慈善家、
Paypal（网上支付公司）、SpaceX 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特斯拉（Tesla）以
及 SolarCity 四家公司的 CEO，兼任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
兼首席技术官，环保跑车公司特斯拉
（Tesla）产品设计师。

1971 年 6 月 28 日出生于南非，18
岁时移民加拿大。工程师、慈善家、
Paypal（网上支付公司）、SpaceX 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特斯拉（Tesla）以
及 SolarCity 四家公司的 CEO，兼任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
兼首席技术官，环保跑车公司特斯拉
（Tesla）产品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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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马斯克是全球最特立独行的梦想家与实践家，是非凡成

就与争议并存的科技超级明星。近期，由于特斯拉股票急速上涨，马斯

克现已晋升成为全球第4大富豪。

作为一个工作狂人，他堪称超级富豪中使用私人飞机频率最高的人

之一。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斯拉及SpaceX的CEO马斯克曾在2018

年使用公务机共飞行了超过250次，航程近24万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

绕地球飞了6圈。他的飞行足迹遍布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其中

包括工作行程以及他与家人的休闲度假。甚至连现任世界首富、亚马逊

创始人Jef frey P. Bezos贝索斯同年的飞行次数都比马斯克少了整整

100次。

作为特斯拉、SpaceX CEO及数个公司的投资人，马斯克紧密的行

程表也显示了，他对商业成功不知疲倦地追求。到底为什么他这么钟爱

乘坐公务机呢？马斯克经常公开吐槽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并且将这些情

况称为“损害灵魂的交通”，他最讨厌将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等待中。这么

说来，世界上能满足工作狂人马斯克和他紧密的行程表的交通工具，恐

怕只有公务机—这个“时间机器”了。

湾流 G650ER
直飞航程覆盖

洛杉矶-北京

起飞跑道长度/米

1920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3890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25
最多座位数/个

19
客舱高度/米

1.96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 STORY飞行故事|

毋庸置疑，马斯克是全球最特立独行的梦想家与实践家，是非凡成

就与争议并存的科技超级明星。近期，由于特斯拉股票急速上涨，马斯

克现已晋升成为全球第4大富豪。

作为一个工作狂人，他堪称超级富豪中使用私人飞机频率最高的人

之一。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斯拉及SpaceX的CEO马斯克曾在2018

年使用公务机共飞行了超过250次，航程近24万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

绕地球飞了6圈。他的飞行足迹遍布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其中

包括工作行程以及他与家人的休闲度假。甚至连现任世界首富、亚马逊

创始人Jef frey P. Bezos贝索斯同年的飞行次数都比马斯克少了整整

100次。

作为特斯拉、SpaceX CEO及数个公司的投资人，马斯克紧密的行

程表也显示了，他对商业成功不知疲倦地追求。到底为什么他这么钟爱

乘坐公务机呢？马斯克经常公开吐槽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并且将这些情

况称为“损害灵魂的交通”，他最讨厌将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等待中。这么

说来，世界上能满足工作狂人马斯克和他紧密的行程表的交通工具，恐

怕只有公务机—这个“时间机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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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 
Bill Gates

1955 年 10 月 28 日 出 生
于华盛顿州西雅图，企业家、
软件工程师、慈善家，是全球
个人计算机软件的领先供应
商——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曾
任微软董事长、CEO 和首席软
件设计师。曾长居全球首富位
置，在 2020 年 8 月的全球富
豪排行榜上位居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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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这一概念都深深根

植在全世界人民的脑海里，毕竟自1995年首次登顶福布斯全球富豪

榜以来，他连续占领了这一位置13年。直到2015年和2016年还能

重新杀回全球富豪榜首位。

比尔·盖茨从20岁开始领导微软，31岁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亿万富翁，39岁身价一举超过“股神”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一直以

来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确实拥有很多架公务机，并且认为这是

必备的交通工具。

目前，盖茨大量使用公务机，主要是忙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比尔

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他拥有2架湾流G650ER、2架庞巴迪

挑战者350和一架庞巴迪BD-700环球快车等。2架湾流G650ER

的喷气机注册号是N887WM和N194WM，都是2018年购入的。

WM代表着William和Melinda，他们于1987年8月见面(887)，并于

1994年1月(194)结婚，这两个注册号已经各自变更过三架飞机了，

可是编号依然没有变动。

湾流 G650ER
直飞航程覆盖

伦敦-北京

起飞跑道长度/米

1920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3890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25
最多座位数/个

19
客舱高度/米

1.96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 STORY飞行故事|

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这一概念都深深根

植在全世界人民的脑海里，毕竟自1995年首次登顶福布斯全球富豪

榜以来，他连续占领了这一位置13年。直到2015年和2016年还能

重新杀回全球富豪榜首位。

比尔·盖茨从20岁开始领导微软，31岁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亿万富翁，39岁身价一举超过“股神”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一直以

来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确实拥有很多架公务机，并且认为这是

必备的交通工具。

目前，盖茨大量使用公务机，主要是忙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比尔

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他拥有2架湾流G650ER、2架庞巴迪

挑战者350和一架庞巴迪BD-700环球快车等。2架湾流G650ER

的喷气机注册号是N887WM和N194WM，都是2018年购入的。

WM代表着William和Melinda，他们于1987年8月见面(887)，并于

1994年1月(194)结婚，这两个注册号已经各自变更过三架飞机了，

可是编号依然没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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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
Warren E. Buffett

1930 年 8 月 30 日生于美国
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是
全球著名的投资商、企业家及
慈善家，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
者，有“股神”之名。巴菲特
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最
大股东、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曾在2008年全球富豪排名第一。

1930 年 8 月 30 日生于美国
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是
全球著名的投资商、企业家及
慈善家，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
者，有“股神”之名。巴菲特
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最
大股东、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曾在2008年全球富豪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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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巴迪 挑战者 650
直飞航程覆盖

纽约-伦敦

起飞跑道长度/米

1720
8名旅客航程/千米

7408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85
最多座位数/个

12
客舱高度/米

1.83
最高巡航高度/米

12497

巴菲特曾表示：“能够拥有一架让我随时随地去商谈交易的飞机，使我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发展得更好。”

1989年，当巴菲特将购买公务机的消息告知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公司的

股东时，他将这架庞巴迪挑战者600公务机命名为“坚不可摧”号（The Indefensible）。“购买这架

飞机对伯克希尔而言究竟是否物有所值，这还没有定论，但我会努力去达致商业上的成功并将其归

功于它。”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更加体会到了公务机的便利性，于是再次将这架飞机更名为：“必不

可少”号（The Indispensable）。不仅如此，1998

年巴菲特还收购了包机公司NetJets，现在

NetJets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务机运

营商，运营着超过750架公务机。2020

年8月8日，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

韦公司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净利润同比

大增86%至263亿美元，这意味着平均每天盈利3亿美元，

伯克希尔的现金储备达146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巴菲特也依然坚守在全球富豪排行榜前五名之

中。30年后的今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成功证明了巴菲特当初的诺言，也证明了公务机在构筑

商业蓝图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 STORY飞行故事|

巴菲特曾表示：“能够拥有一架让我随时随地去商谈交易的飞机，使我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发展得更好。”

1989年，当巴菲特将购买公务机的消息告知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公司的

股东时，他将这架庞巴迪挑战者600公务机命名为“坚不可摧”号（The Indefensible）。“购买这架

飞机对伯克希尔而言究竟是否物有所值，这还没有定论，但我会努力去达致商业上的成功并将其归

功于它。”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更加体会到了公务机的便利性，于是再次将这架飞机更名为：“必不

可少”号（The Indispensable）。不仅如此，1998

年巴菲特还收购了包机公司NetJets，现在

NetJets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务机运

营商，运营着超过750架公务机。2020

年8月8日，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

韦公司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净利润同比

大增86%至263亿美元，这意味着平均每天盈利3亿美元，

伯克希尔的现金储备达146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巴菲特也依然坚守在全球富豪排行榜前五名之

中。30年后的今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成功证明了巴菲特当初的诺言，也证明了公务机在构筑

商业蓝图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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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阿尔诺
Bernard Arnault

法国奢侈品巨头酩悦·轩尼诗-
路易·威登集团（LVMH）总裁兼
CEO，1949年 3月 5日出生于法国，
是世界奢侈品教父、LVMH 集团缔
造者、精品界的拿破仑。阿尔诺控
股的 LVMH 集团旗下拥有 50 多个奢
侈品相关品牌，包括路易威登、迪
奥、纪梵希、芬迪、罗意威、豪雅
等等。2020年4月7日，贝尔纳·阿
尔诺以 760 亿美元财富位列福布斯
全球亿万富豪榜第 3位。

法国奢侈品巨头酩悦·轩尼诗-
路易·威登集团（LVMH）总裁兼
CEO，1949年 3月 5日出生于法国，
是世界奢侈品教父、LVMH 集团缔
造者、精品界的拿破仑。阿尔诺控
股的 LVMH 集团旗下拥有 50 多个奢
侈品相关品牌，包括路易威登、迪
奥、纪梵希、芬迪、罗意威、豪雅
等等。2020年4月7日，贝尔纳·阿
尔诺以 760 亿美元财富位列福布斯
全球亿万富豪榜第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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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阿尔诺拥有的猎鹰7X公务机内饰

作为世界最大时尚帝国的掌门人，贝尔纳·阿尔诺外表一派儒

雅，多次被时尚杂志评为“最佳着装男士”。他穿着得体，嘴角边永

远挂着一丝腼腆的笑意，但只要对他的发家史略有研究，你就会留

意到他那利如刀锋的双目里时刻暗藏着的分寸感。他用微笑的姿

态，信手拈来地买卖品牌，有人形容他为“穿着开司米衫的狼”。

过人的脑力，外加超乎常人的精力，71岁的贝尔纳·阿尔诺看

不出丝毫如同龄老者的松懈感。疫情之前，他曾登上世界首富的宝

座；疫情之后，他坐上了世界亏钱最多的“宝座”，但仍稳居富豪榜

前几名的位置。

就像时尚永远不会停滞，贝尔纳·阿尔诺也不断地在更换着自

己的飞机。从20世纪80年代购买的比奇空中国王200型飞机，到

庞巴迪BD-700环球快车，再到最近入手的达索猎鹰7X公务机。

这架猎鹰7X注册号为OY-FWO，全身喷涂了一层很高级的橄榄

棕色，可以说是小编见过涂色最大胆和惊艳的飞机了。自2013年交

付，从入手到现在已经有7年机龄了，而贝尔纳·阿尔诺现在还没有

更替它的想法，想必这架猎鹰7X一定有它独特的过人之处。

达索猎鹰 7X
直飞航程覆盖

巴黎-上海

起飞跑道长度/米

1740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1019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
最多座位数/个

16
客舱高度/米

1.88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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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最大时尚帝国的掌门人，贝尔纳·阿尔诺外表一派儒

雅，多次被时尚杂志评为“最佳着装男士”。他穿着得体，嘴角边永

远挂着一丝腼腆的笑意，但只要对他的发家史略有研究，你就会留

意到他那利如刀锋的双目里时刻暗藏着的分寸感。他用微笑的姿

态，信手拈来地买卖品牌，有人形容他为“穿着开司米衫的狼”。

过人的脑力，外加超乎常人的精力，71岁的贝尔纳·阿尔诺看

不出丝毫如同龄老者的松懈感。疫情之前，他曾登上世界首富的宝

座；疫情之后，他坐上了世界亏钱最多的“宝座”，但仍稳居富豪榜

前几名的位置。

就像时尚永远不会停滞，贝尔纳·阿尔诺也不断地在更换着自

己的飞机。从20世纪80年代购买的比奇空中国王200型飞机，到

庞巴迪BD-700环球快车，再到最近入手的达索猎鹰7X公务机。

这架猎鹰7X注册号为OY-FWO，全身喷涂了一层很高级的橄榄

棕色，可以说是小编见过涂色最大胆和惊艳的飞机了。自2013年交

付，从入手到现在已经有7年机龄了，而贝尔纳·阿尔诺现在还没有

更替它的想法，想必这架猎鹰7X一定有它独特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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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埃里森
Larry Ellison

1944 年 8 月 17 日 出 生 于
美国纽约布朗克斯，甲骨文公
司（Oracle）的共同创始人和
CEO。2020 年 4月 7日，拉里·埃
里森以590亿美元财富位列《2020
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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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埃里森拥有的MiG-29飞机

拉里·埃里森是一个喜欢冒险，并声称要超过比尔·盖茨的

家伙。埃里森创办的甲骨文公司在行业内大名鼎鼎，其数据库

产品支撑起了互联网数据时代的半壁江山，而他本人更是以特

立独行、放荡不羁而著称，几乎是科技世界里最著名、最有趣、

也最具争议的CEO之一。

除了本身是营销奇才之外，他还有“花花公子”和“体育

迷”的称号，曾获得过一次世界帆船赛冠军，还有飞机驾驶执

照。购买公务机、战斗机、游艇以及私人岛屿是他主要的消费

方式。

有消息称，他拥有至少3架私人飞机，大家称他为“飞机收

藏家”，他拥有的湾流V是世界上第一架超远程公务机，同时

他还拥有一架湾流G650公务机和两架军用飞机——一架退

役的MiG-29和一架前苏联空军飞机。

湾流 G650ER
直飞航程覆盖

悉尼-北京

起飞跑道长度/米

1920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3890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25
最多座位数/个

19
客舱高度/米

1.96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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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埃里森是一个喜欢冒险，并声称要超过比尔·盖茨的

家伙。埃里森创办的甲骨文公司在行业内大名鼎鼎，其数据库

产品支撑起了互联网数据时代的半壁江山，而他本人更是以特

立独行、放荡不羁而著称，几乎是科技世界里最著名、最有趣、

也最具争议的CEO之一。

除了本身是营销奇才之外，他还有“花花公子”和“体育

迷”的称号，曾获得过一次世界帆船赛冠军，还有飞机驾驶执

照。购买公务机、战斗机、游艇以及私人岛屿是他主要的消费

方式。

有消息称，他拥有至少3架私人飞机，大家称他为“飞机收

藏家”，他拥有的湾流V是世界上第一架超远程公务机，同时

他还拥有一架湾流G650公务机和两架军用飞机——一架退

役的MiG-29和一架前苏联空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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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特拉沃尔塔
John Travolta

1954 年 2 月 18 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著名演员、制片
人。20 世纪 70 年代以电影《周末夜狂热》和《油脂》闻名，
掀起了全球性的迪斯科舞热。80 年代时演艺生涯下滑，后来
凭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1994年）而重振声势，
并因《周末夜狂热》和《低俗小说》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奖提名，在《关人矮事》中的演出而使他赢得金球奖最佳音乐
及喜剧类电影男主角。

1954 年 2 月 18 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著名演员、制片
人。20 世纪 70 年代以电影《周末夜狂热》和《油脂》闻名，
掀起了全球性的迪斯科舞热。80 年代时演艺生涯下滑，后来
凭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1994年）而重振声势，
并因《周末夜狂热》和《低俗小说》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奖提名，在《关人矮事》中的演出而使他赢得金球奖最佳音乐
及喜剧类电影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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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莱坞明星约翰·特拉沃尔塔是舞台演员，出身扎实的舞台表演基本功让他在后来

的电影表演生涯中都游刃有余。一些带有飞行情节的影片更是他的最爱，因为特拉沃

尔塔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飞行员。

特拉沃尔塔24岁的时候拿到了飞行执照，先后取得过9项飞行驾驶资格，还

是澳航的职业飞行员。在2013年电影《复仇人猎人》中，特拉沃尔塔为了入戏

还自掏腰包，开着自己的波音707飞机，直飞塞尔维亚等国研究波斯尼亚战

争。航空对于他来说，是排解一切烦恼的最好工具。只要看到蓝天，甚至只

要看到飞行航班表、飞机手册都能使他兴奋不已。飞行已经完全融入了他

的生活，在没有拍摄任务的时候，他的时间就是用来飞行。他自己驾机参

加活动，从专用的私人飞机跑道起飞前往世界各地。他曾经说过，“从卧室

向外看见我的飞机，是我非常高兴愿意看到的，有人说我已经到了疯狂的

地步，但我感到非常舒服和惬意”。作为一名专业飞行员，他拥有超过6000

小时的飞行记录、持有8种各类飞机的驾驶执照。他拥有的飞机多达7架！从

大型客机波音707，到湾流GII，再到超轻型的日食500。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

架庞巴迪宇航的挑战者601、一架前南斯拉夫空军的超级海鸥战斗机以及另外两

架轻型飞机。他还曾亲自驾驶挑战者650型公务机参加了该型机的首发活动，并在

2010年亲自驾驶波音707为海地地震灾民送去救援人员和物资。目前，这架1964年生产

的波音707飞机已经被特拉沃尔塔捐赠给了历史飞机修复协会（HARS）。

庞巴迪 挑战者 650
直飞航程覆盖

迪拜-新加坡

起飞跑道长度/米

1720
8名旅客航程/千米

7408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85
最多座位数/个

12
客舱高度/米

1.83
最高巡航高度/米

1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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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莱坞明星约翰·特拉沃尔塔是舞台演员，出身扎实的舞台表演基本功让他在后来

的电影表演生涯中都游刃有余。一些带有飞行情节的影片更是他的最爱，因为特拉沃

尔塔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飞行员。

特拉沃尔塔24岁的时候拿到了飞行执照，先后取得过9项飞行驾驶资格，还

是澳航的职业飞行员。在2013年电影《复仇人猎人》中，特拉沃尔塔为了入戏

还自掏腰包，开着自己的波音707飞机，直飞塞尔维亚等国研究波斯尼亚战

争。航空对于他来说，是排解一切烦恼的最好工具。只要看到蓝天，甚至只

要看到飞行航班表、飞机手册都能使他兴奋不已。飞行已经完全融入了他

的生活，在没有拍摄任务的时候，他的时间就是用来飞行。他自己驾机参

加活动，从专用的私人飞机跑道起飞前往世界各地。他曾经说过，“从卧室

向外看见我的飞机，是我非常高兴愿意看到的，有人说我已经到了疯狂的

地步，但我感到非常舒服和惬意”。作为一名专业飞行员，他拥有超过6000

小时的飞行记录、持有8种各类飞机的驾驶执照。他拥有的飞机多达7架！从

大型客机波音707，到湾流GII，再到超轻型的日食500。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

架庞巴迪宇航的挑战者601、一架前南斯拉夫空军的超级海鸥战斗机以及另外两

架轻型飞机。他还曾亲自驾驶挑战者650型公务机参加了该型机的首发活动，并在

2010年亲自驾驶波音707为海地地震灾民送去救援人员和物资。目前，这架1964年生产

的波音707飞机已经被特拉沃尔塔捐赠给了历史飞机修复协会（H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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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克鲁斯
Tom Cruise

1962 年 7 月 3 日出生于美国
纽约，美国电影演员、制片人。
1981 年出演剧情片《熄灯号》出
道，1986 年因主演《壮志凌云》
被观众所熟知；同年留名好莱坞
星光大道。1996年出演《碟中谍》，
曾入选《福布斯》全球十大最高
收入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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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Y飞行故事|

电影《壮志凌云》剧照

1986年，在《壮志凌云》中扮演F-14战斗机的驾驶员的汤姆·克

鲁斯，成为了全美家喻户晓的青少年偶像，当时他才23岁。自从拍了第

一部《壮志凌云》，他就对驾驶飞机产生了浓厚兴趣，自己去考了飞行

员驾驶证。拿到执照的阿汤哥并没有满足于开“别人”飞机就好，出演

《碟中谍》后赚得盆满钵满的他，决定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拿出一些

钱，购买一架湾流IV型公务机犒劳自己。

现在阿汤哥已经拥有了多架私人飞机，其中还有一架P-51D“野

马”战斗机。另外，他还在去年购买了最新款的HondaJet Elite公务

机。阿汤哥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2：独行侠》现已拍摄完成，而他当

初要参演这部续作的前提就是：电影中的空中片段要用真正的飞机，

不用CG。实拍开战斗机，想想都刺激！为此，阿汤哥在拍戏的时候还

经常开着自己的P-51野马战斗机进行排练。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美

国海军也证实电影剧组正在“林肯号”航空母舰（CVN 72）上进行拍

摄，真战斗机+真航空母舰，相信这部将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将精彩

无限。

本田公务机 HondaJet Elite
直飞航程覆盖

香港-新加坡

起飞跑道长度/米

1064
4名旅客航程/千米

2661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72
最多座位数/个

6
客舱高度/米

1.47
最高巡航高度/米

13106

1986年，在《壮志凌云》中扮演F-14战斗机的驾驶员的汤姆·克

鲁斯，成为了全美家喻户晓的青少年偶像，当时他才23岁。自从拍了第

一部《壮志凌云》，他就对驾驶飞机产生了浓厚兴趣，自己去考了飞行

员驾驶证。拿到执照的阿汤哥并没有满足于开“别人”飞机就好，出演

《碟中谍》后赚得盆满钵满的他，决定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拿出一些

钱，购买一架湾流IV型公务机犒劳自己。

现在阿汤哥已经拥有了多架私人飞机，其中还有一架P-51D“野

马”战斗机。另外，他还在去年购买了最新款的HondaJet Elite公务

机。阿汤哥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2：独行侠》现已拍摄完成，而他当

初要参演这部续作的前提就是：电影中的空中片段要用真正的飞机，

不用CG。实拍开战斗机，想想都刺激！为此，阿汤哥在拍戏的时候还

经常开着自己的P-51野马战斗机进行排练。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美

国海军也证实电影剧组正在“林肯号”航空母舰（CVN 72）上进行拍

摄，真战斗机+真航空母舰，相信这部将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将精彩

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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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文明就餐、不铺张浪费更是个人勤俭节约品行的塑造。近期，

随着国内多家航空公司恢复机上餐食供应，避免“舌尖上的浪费”，倡

导“光盘行动”也一同飞上了蓝天，各个航空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杜绝机

上餐食浪费。

Wasted Food in the Flight
Reducing
“光盘行动”飞上天

  撰文／李暄 郭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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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ing   国航：“潮流单品” 

国航于8月1日起分批次恢复航班餐食配备标准，

在北京、成都、杭州、重庆、天津、上海、武汉之间互飞

的航班将率先恢复热食供应，其他航班也将陆续跟进

落实，为暑期出行的旅客提供更优质、更新颖的乘机

体验。

国航恢复机上热食后，中翼公司为选乘国航两舱

出行的旅客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热食。同时，罐焖番

茄牛腩、香菇滑鸡煲仔饭、川味小龙虾等精品热食将

重返航班，并配有开胃拌菜、新潮甜品、新鲜水果等丰

富的餐点。

此次餐食提升更大的亮点在经济舱，不论是选

材、造型，还是口感、口味，经济舱餐食在多个方面均

做出了极大的优化和改良。经过6个月的时间，在广

泛征集意见的基础上，国航对原有餐食配备模式进行

了大胆的创新，重新设计了整套餐食。除了航食肥牛

饭、招牌酱油鸡、蜜汁叉烧饭等经典招牌美味热食外，

北京出港执飞成都、杭州、重庆、上海、武汉等航线还

推出了咖啡奶茶双叠、杨枝甘露奶油、红豆双皮奶等

“潮流甜品”和麻辣面、芝士包、北京烤鸭卷等“迷你

点心”。

  南航：“绿色飞行”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南航积极响应党中

央号召，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在不断提升服务品

质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减少“舌尖上的浪费”。南航

早在2019年4月就推出了“绿色飞行”的服务项目，已

经累计减少39万份机上餐食浪费，收到了良好效果。据

了解，南航是全球首家推出此类服务的航空公司。

南航相关部门在实地调研和大数据分析基础上发

现，由于部分旅客已在地面提前用餐或无用餐需求，每

次航班结束任务后，都会有不少机上餐食未被旅客食

用。而由于航空餐食的生产卫生管控非常严格，根据航

空餐食安全标准和行业规范，机上未使用的餐食不能

回收，极易造成资源浪费。

针对这一问题，南航于2019年4月推出了“绿色飞

行”服务项目，通过向部分旅客发出邀约短信，鼓励旅

客在机上按需用餐。旅客可通过短信直接回复是否用

餐，或在南方航空App、微信、客服热线等渠道，通过

餐食预订选择绿色飞行服务。如旅客成功参与，机上将

不再为该旅客准备餐食，仅提供饮品，同时旅客将额外

获得一定数额南航里程奖励。

南航“绿色飞行”服务项目创新地采用“互联网+”

的方式，通过提前获取旅客用餐需求、建设全流程一

体化的跟踪平台，实现了餐食数量灵活可调、配餐信息

|||||||||||||||||||||||||||||| CUISINE空中美食|

厦航经济舱配餐

东航“溢彩”系列

海航公务舱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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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可查、节能降耗精准可控。

在不减少旅客权益的情况下，倡导

旅客绿色出行、按需用餐，“绿色飞行”项

目在南航各地始发航班开始运行以来，得

到了广大旅客积极响应和支持。据统计，

截至2020年7月，南航累计向超过485万

人次发送精准邀约短信，倡导绿色环保出

行，累计有39万人次参加过“绿色飞行”，

有效减少了39万份机上餐食的浪费。

“按需用餐”是南航“绿色飞行”服

务项目内容的一部分。未来，南航还将

继续精耕细作，通过进一步融合“互联

网+”、5G网络、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用

“亲和精细”的服务理念，提供更多更好

的绿色低碳的产品和服务。

在“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上，南航

所做的努力还远不止这些。南航旗下的

南联食品公司积极探索创新，依托ERP

信息系统，构建了餐食、餐谱、餐具计划

管理为一体的航食信息支撑体系。安排

专人定时监控航班动态以及订座人数变

化，及时增补餐食，做到精确计划、精准

配送。此外，为进一步满足机组人员的

用餐需求同时减少餐食浪费，南联食品

公司以广州为试点开展机组网上订餐工

作。机组可提前24小时预订餐食，对已在

地面就餐的机组人员不再在机上额外提

供用餐，进一步减少餐食浪费。

此外，南航广州明珠休息室也在用

餐区域的醒目位 置 摆 放了特别制作的

“光盘”提示，提醒旅客取餐时注意合理

选择。南航员工食堂还建立了“剩菜指

数”，合理调整菜品，从源头减少浪费。

  海航：餐食兑换积分

近期，海航在广州—潍坊、沈阳—

厦门、济南—湛江、西安—海口、三亚—

郑州、杭州—三亚共6条航线上试行推出

“餐食兑换积分”服务。海南航空相关负

责人表示，推出这一服务是为了倡导旅客

绿色出行，同时也是满足旅客的个性化

需求。

据了解，选乘海南航空航班的旅客，

可通过海南航空最新版App申请“餐食

兑换积分”，放弃机上用餐服务，从而获

得相应的消费积分，可兑换的积分数与旅

客乘坐的舱位及食用的餐型有关。例如，

搭乘公务舱选用早餐的旅客，可以用该

餐兑换500积分，兑换的积分可与常旅客

积分累积使用，用于免费兑换机票、升舱

服务等奖励品。

成功申请该服务的旅客，除在飞行

过程中无餐食提供外，其他可享受的服

务标准将不会发生变化。

  厦航：全日早午餐“上线”

7月25日起，厦航在国内、地区和部

分国际航线上全面恢复机上餐饮服务标

准，不仅全舱旅客都能享用到更加可口

的热食，极具品牌辨识度的两舱行前选

餐服务也重新回到大众面前。

根据最新服务标准，经济舱从疫情

期的统一精简袋装点心恢复为正餐、点

心服务标准。国内航线热食配备了热腾

可口的腊味煲仔饭拼卤蛋，两舱服务也

将恢复陶瓷餐具、托盘餐和多种酒水饮

料等配套的高标准餐饮服务。针对飞行

时间在120分钟以上的航线，两舱正餐将

提供3种热食选择，以高品质的餐食服务

回馈旅客。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切实提升短航

线餐食体验，厦航围绕旅客需求开发了新

餐种——全日早午餐，于8月16日起在厦

航短航线头等和商务舱推出。旅客可品

尝到由厦航白鹭空厨全新研发的口袋三

明治，搭配多种鲜切水果和酸奶、坚果，

为旅客提供更时尚美味的用餐选择。

  东航：“用多少供多少”

“餐食吃得真干净，小帅哥，你很棒

哦！”8月18日，由上海虹桥飞往重庆的

东航MU5427航班上，一名小旅客的表

现得到了乘务员的表扬，并收到了奖励

的折纸玩具。

为与旅客共同践行“光盘行动”，东

航在航班上的发餐环节通过乘务员口头

提示、增加餐食上“光盘行动”标签等方

式，一起向餐饮浪费说“不”。与此同时，

旅客在北京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上海浦

东机场、虹桥机场，西安咸阳机场，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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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口机场等地的东航贵宾室，都能看到

印有“按需取餐，拒绝浪费”“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醒目提示标牌。在旅客取餐

时，贵宾室的服务人员也会予以提示，鼓

励、倡导旅客节约取餐。据悉，这一举措

将于近期同步推广至国内各地机场的东

航贵宾室，以及东航机组餐厅等员工用

餐区域。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东航自8月16日起全面恢复除新疆、大

连地区以外的国内航线航班热餐供应。

机上热餐“回归”之后，东航从精细化

机上配餐、优化餐食、倡导旅客节约用

餐等三方面着手，做到“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

精细化配餐是节约机上餐食浪费的

重要手段。依托多年来信息化建设取得

的技术成果，东航借助大数据分析等技

术手段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精细化

配餐方案，从原先“要多少有多少”的粗

放供应转向了“用多少供多少”的精细管

理，实现了配餐标准化、规范化，有效减

少采购、库存、生产各环节非正常损耗。

在机上供餐环节，东航改变了以往按机

载乘客数上限配餐的做法，转为根据航

班旅客人数预估用餐份数，灵活机动调

整配餐数量。在东航自有的信息化平台

上，东航配餐人员通过ERP系统（生产

管理系统）实时关注航班信息和旅客舱

位变化情况，提前调整配送餐食数量，避

免因“多装多送”造成成品餐食浪费。

除了精细化机上配餐流程外，东航

长期以来致力于提供餐量合理、美味可

口、健康营养的机上餐食，鼓励旅客践行

“光盘行动”。

东航食品公司优化了机上的正餐菜

品，头等舱和公务舱的旅客不仅将再次

品尝到匠心独具的“东航那碗面”，还能

品味龙井虾仁、排骨年糕、蟹粉狮子头

等各地特色菜品。经济舱“妈妈的味道”

系列餐食也将回归，旅客们将能再次品

尝到油豆腐烧肉饭、腊味双拼饭、樱蕃

烩牛肉饭等“家常味道”。健康营养又多

样化的餐食满足旅客高品质的用餐需

求，让旅客在空中也能享受到丰富多样

的菜品，避免因为“不可口”造成餐食被

丢弃浪费。除正餐外，广受好评的“溢彩

Edainty”系列的精品点心餐食也将继续

在机上供应，面包、水果、甜品均以餐盒

或拎袋形式提供。旅客如果未能在机上

完成享用，亦可携带下机。

  首都航空：高品质轻食 

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改善旅客乘

机体验，根据民航局机上服务相关要求，

首都航空分阶段、分基地、分航线逐步调

整餐食配备标准，目前已恢复机上正餐热

食供应，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机上餐食

预订服务。

据悉，首都航空自1月29日起机上暂

停报纸、毛毯、冰块等客舱供应，用一次

性湿巾代替小毛巾，用一次性餐具代替

公务舱不锈钢餐具，降低旅客交叉感染

的风险，有效防范疫情经航空途径传播；

后续，首都航空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视

情况为中、低风险航线旅客提供汉堡、饼

干等预包装食品和瓶装矿泉水；7月13日

起，恢复公务舱热食配备。进入8月后，首

都航空航班恢复率和客座率大幅提升，

目前连同北京大兴基地，首都航空所有

基地和分公司已全面恢复机上经济舱热

食预订供应工作。同时，为进一步落实科

学防控、精准施策要求，机上新增五香牛

肉干、猪肉铺、山楂条等休闲小吃，为旅

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首都航空自去年起

实行经济舱品牌运价机票产品，不同经

济舱产品执行不同的航班退改规则和行

李、积分、餐食等服务权益，为疫情防控

时期出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旅客可以

结合个人喜好和出行需求选择任意附加

餐食服务。为了切实丰富个性化的选择

方案，首都航空近期将以北京大兴基地

为试点，推出以“简约、适量、健康”为理

念的高品质轻食系列餐食产品，上线后

旅客可通过线上进行预订，种类有谷物

多麦煎蛋培根三明治、帕斯雀牛肉意面

沙拉、鸡丝凉面、幸福早餐等。此举旨在

提倡绿色健康、崇俭戒奢、反对浪费的

生活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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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航空餐在美食界没有什么名气，但它却能给我

们的飞行生活带来惊喜。航空餐食首次出现于1919年，

随着机上厨房的诞生，以果腹为目的的食品变为了更加

贴心的体验。

History of In-Flight Meals
Brief 
航空餐简史

  撰文／Anna Ben Yehuda Rahmanan

航空餐食首次出现于1919年，由

执行伦敦到巴黎航线任务的Handley-

Page航班提供。据2017年的《旅游+休

闲》杂志称，当时的可选菜品“通常包括

冷炸鸡，水果沙拉和制作精美的三明治，

盛放在柳条篮中，柳条篮下方则是当时

最轻的陶瓷器皿。”

在科技的进一步推动下，飞机功能

不断发展，乘客在上个世纪30年代见

证了机上厨房的诞生，以果腹为目的的

食品变为了更加贴心的体验。烹饪历史

学家、《空中的食品：令人吃惊的航空餐

饮历史》一书的作者理查德·福斯透露：

“有时候，飞机甚至会为了使用午餐而降

落，在航班挂架或在餐桌上为客户提供

餐食，而飞机则在加油后继续完成剩余

的行程。”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几何形状的托

盘（我们如今所熟悉的托盘的雏形）中出

现了冷冻食品的身影。当机上餐饮成为一

项固定服务时，航空公司采用了各种办法

来节省时间，包括将玻璃器皿改为塑料

器皿，减少了机上乘务员洗碗的时间。由

于被冷冻的食品可在放置数小时后向乘

客提供，乘客因此而获得了更加丰富的

菜单选项。这一事实伴随着航班成本的

下降，而航空公司甚至将重点也转移至

如何准备食物以及如何在飞机上提供餐

饮服务。

它又将我们带回到今天：明星大厨

与航空公司联袂推出更加新颖、豪华的

餐食，全世界对健康关注的提升，旅行频

率的增加，以及互联网的到来，能够让乘

客们对其乘机体验进行公开评价（这个

趋势最终影响了机票销售）。有鉴于上述

所有因素，人们对机上餐饮的预期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菜单策划

产品开发总监玛利亚·斯特亚诺娃

估计，全球大概有12家知名的公司能够

提供专业的航空餐饮服务。她说：“虽然

他们工作的设施跟仓库一样，但在制作

航空公司专用食品方面却是异常的井井

有条。”餐饮服务会聘请专家级的航空大

厨来设计菜单，并在公司内部制作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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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按照约束航空业的众多法律法规，

在其所在的地区销售其食品。

作为全球最大的机上餐饮服务提供

商之一，LSG Sky Chefs的合作方包括

捷蓝航空、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等。公司

网站称：“其主要业务功能是为国内、国

际航班准备、提供餐饮和零食。”

在设计菜单时，大厨非常在意海拔

和气压对乘客味蕾的影响。机舱内气压

会达到6000~8000英尺海拔高度的水

平，因此，在机舱内烹饪新鲜餐食几乎是

不可能的，而且也会改变即将提供的预

先封装食品的味道。受高度影响，部分味

蕾和嗅觉也会变得麻木，而这也间接要

求食品制作商增加一些旅客们在地面上

并不需要的味道。

在餐饮中添加额外的盐和调味酱似

乎是一种常见的做法。斯特亚诺娃对此

表示认同：“你的味蕾在空中会发生变

化。”随后她又评价了捷蓝航空的首选应

对方法：“我们试图利用新鲜的植物、辛

香料、热度和鲜味来提味，只是为了确保

餐饮的本应具有的口感和嗅觉。”

19 9 4~2 0 01年 期 间 L S G S k y 

Chefs伦敦希斯罗机场IT与规划经理奥

尔夫·帕梅尔斯对斯特亚诺娃有关周边

环境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解释说：“未来

会受到海拔的影响。因此设计菜单的各

位行政主厨一直尝试在不超过餐饮预算

成本的情况下改善口感。”

在精简餐饮成本方面，帕梅尔斯解

释说，航空公司通常会设定每份餐饮的

成本，而餐饮公司则会按照这个成本来

制作餐饮。他还表示：“食物放的太多，

公司就会亏本，食物不够，又会被罚，因

此这些公司通常是食品制作工厂、快餐提

供商和食品经销商的结合体。”

  一流的大厨

与大厨合作已经成为了这些飞行行

家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因为此举可以

在不超过预算和法律界限的情况下提升

其服务质量。捷蓝航空围绕自行推出的

“全新的高端旅行体验”Mint，与纽约

市Saxon + Parole团队开展合作，主打

“艺术餐饮”服务。法航曾与大厨乔尔·

罗布康合作。新加坡航空在数年前启用

了戈登·拉姆西，聘请其担任顾问。2011

年，英航邀请希斯顿·布鲁门彻来提供其

专长。

虽然乘客记住的是实际提 供的食

物，但这类食物的准备过程（受到行业标

准严格约束的一种操作）才是决定食物

“健康与否”的关键要素。

1958年泛美航空公司空乘在飞机上向乘客提供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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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梅尔斯解释说：“餐饮组件可在航班起飞前

24小时通过冷冻方式运输并进行密封。因此，如果

计算供应商最初的制作和储存时间，有些食品在摆

上桌板之前可能已经放置了2~3天之久。为了让餐

车能够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它们必须在冷藏区域先

放置2~3个小时，以达到所需的温度。”

当然，各家航空公司的流程略有不同。斯特亚诺

娃敦促捷蓝航空不要使用任何冷冻食品。她说：“我

们的理念是，所有的食物都应该用新鲜材料制作。”

帕梅尔斯则进一步指出，他所见到的“最新鲜

的”食物仅面向商务和头等舱乘客提供，“仅仅是因

为用餐的人要少得多。”他说，航空公司配有专业的

团队为这些乘客手工制作所有餐饮，因此这就是“坐

在餐馆里点菜与开车在道边快餐店取餐的区别”。

  冷冻食品的是与非

总的来说，冷冻食品在航空界的经历比较坎

坷。美联航前空乘（1968-2009年）戴安娜·戈沃

说：“1968年，飞机上的食物非常好，主要原因在

于航空公司有自己的厨房。如今，它们使用的是外

部提供商，因此并不受航空公司的控制。在过去，

纽约航班会从当地熟食店采购熏鲑鱼，这些鲑鱼是

如此之美味，以至于一些女士会将其放在自己的手

提包中！”

虽然帕梅尔斯和戈沃曾对当前航空公司在提

供餐食时的一些做法表示了明确的谴责，但他们也

认为，从整体来讲，机上餐饮应遵从某些可靠的卫

生标准。帕梅尔斯说：“我每一年都会飞十几次，尽

管大多数食物也就勉强达到了平均水平，但总比饿

肚子强。因此，即便是为了摄取食物中的能量，这些

餐食也是必要的，而且其品质也在改善。”当被问及

自己在飞机上所提供的食物是否健康时，戈沃回答

道：“是的。我也会吃机上餐食，都是那些头等舱和

经济舱剩下的食物。”

那么餐厅是如何在遵守各市卫生检查员要求的

同时，还能利用独到的菜单来满足乘客的各类需求？

那是因为全球航空公司餐饮服务会制作不同品质的

食物。帕梅尔斯称，就空中旅行而言，乘客通常会发

现，各家航空公司的餐饮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

帕梅尔斯说：“当你坐飞机时，你享用的餐食可

能来自于两到三家不同的公司，并非所有的航空公

司在各个国家都有厨房，每个机场就更少了。你从希

斯罗到迪拜航段的餐食可能十分可口，但从迪拜到

吉隆坡的下一餐则是由不同厨房准备的，而且（来

自于）不同厨师提供的不同菜单。”

帕梅尔斯认为，最好总是根据饮食限制来索

要特别的餐食。为什么？特别餐食是在起飞前预订

的，因此也就更新鲜，而且更接近航空公司大厨的

原创菜单。

翻译／冯丰    本文摘选自 Fortune

1938年厨师们为美联航准备机上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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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Visit 
飞行！人类群星闪耀时
  ——探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撰文／本刊记者 孙昊牧  摄影／本刊记者 王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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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参观的孩子们是幸运的，他

们或多或少都会在心中种下一颗关于飞行、宇航和太空遨游的

种子；但任何年龄来这里接受航空航天科学的洗礼也都为时不

晚，因为飞行永无止境，而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才刚刚起步。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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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飞行迷还是太空迷，这里

都会有那件你愿意专门为它而来的“超

级巨星”：

这里有一个多世纪前，莱特兄弟首

次完成依靠自身动力、持续滞空不落地

飞行260米的世界上第一架飞机“飞行者

1号”；

有飞行先驱查尔斯·林白不眠不休

33.5个小时，完成人类首次跨大西洋飞

行的“圣路易斯精神号”；

有目前为止唯一帮助人类踏上月球

的阿波罗登月舱仅存的两个真机之一；

还有将人类视野扩展到130亿光年

外宇宙深空的哈勃空间望远镜一模一样

的备份机……

这里，就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如果你足够幸运，如我们一进博物

馆大门，就偶遇在此做义务讲解员的前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华裔工程

师王福权，你的这次博物馆之行一定会

有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王福权老先生年逾七旬，乡音未改，

精神矍铄，退休多年，仍在业余时间义

务为博物馆做专家讲解员。在我们跟随

他参观博物馆时，也遇到过其他几波跟

随导览的游客，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六七

人，讲解以英语为主，也有像中文一样的

其他语种免费讲解。

就像王福权老先生一样，这些义务

的讲解员大都是航空航天领域的从业者

或退休人士。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解中，王

福权老先生对每一件展品都如数家珍，

对每一次发射、每一次试飞的具体时间

都能毫不含糊地脱口而出，在充满传奇

的故事里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人类飞行里程碑

走进这座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航

空航天博物馆，在具有强烈工业时代风

曾经是N A S A工程师的王福权老先
生，退休后在博物馆做起了义务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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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明星展品有：地面上的
“阿波罗11号”登月舱；“阿波罗”
左上方是林白的“圣路易斯精神号”
飞机；“阿波罗”右侧悬挂着人类第
一颗卫星“旅行者号”；“旅行者”
右上方造型奇特的白色飞机是第一架
私人载人航天器“太空船1号”；最右
侧橘色飞机则是第一代超音速实验飞
机“贝尔X1”

格、明朗开阔的中厅，头顶悬挂着10多架

人类100多年飞行史中不同时期的明星

飞机。其中，最吸引人的一架便是完成首

次跨越大西洋飞行的“圣路易斯精神号”

飞机。

在20世纪初飞行成为了全球时尚

后，1919 年，一位叫奥泰格的酒店老板

悬赏25000美元，奖励第一个驾驶飞机

不着陆完成巴黎与纽约间跨大西洋飞行

的人。尽管很多航空先驱跃跃欲试，但这

项奖赏直到1927年才被一位美国航空英

雄——查尔斯·林白领走。

当时在美国圣路易斯州做一名货邮

航线飞行员的林白，四处筹集了1万美元

资金，自己设计制作了一架飞机“圣路易

斯精神号”。为了能不间断飞行得更远，

林白的飞机机翼里隐藏了6个油箱，甚至

驾驶舱中也设置了油箱，连驾驶舱玻璃

都被油箱完全挡住，为此林白自己设计了

潜望镜来观察外部环境。“这样得来的8

个油箱，装满1900公升汽油，大概是林

白成功的关键！”

1927年5月12日，林白来到纽约准

备飞行，却被大雨耽搁了1周时间。5月19

日，在报纸上看到第二天将会放晴后，林

白激动得一夜未眠， 5月20日早上7点

多，林白在众人的围观中起飞，起飞前他

临时决定抛掉180公斤的无线电，“圣路

易斯精神号”更轻了。

“在飞行中林白最重要的工具，竟

然是一只汤匙！因为8个油箱的使用需要

平衡，他就用汤匙手动左右控制，一会儿

舀点左机翼油箱的油，一会儿舀点右机

翼油箱的油。”在王福权老先生的讲解

中，林白的飞行故事在英勇中甚至带着点

心酸。

跨越大西洋时，飞得太高就太冷，飞

得低怕受海面影响，中间他一度出现幻

觉听到有人在说话。“直到连续飞行了29

小时后，林白看到了海鸥，终于要到陆地

了。林白拿出地图，发现这里是爱尔兰，

他不能降落在爱尔兰，必须到巴黎才能

赢得奖金。”

在爱尔兰近海处，渔船的船夫看到

了林白的飞机，正是前一天报纸上的“圣

路易斯精神”号，渔船赶快用无线电把这

一消息传出去，巴黎人通过电台得知了这

个消息。

5月21日的午夜，有十几万热情的巴黎

人聚集在布尔歇机场，等待林白的到来。

林白飞抵欧 洲大陆 时已 经 到了半

夜，没有电台的他怎么找到机场？这时，

正是来迎接他的人们打开汽车的大灯排

成两排，空中的林白靠着地图和地面这

两行灯光，成功降落巴黎布尔歇机场，经

过33.5个小时不眠不休的飞行，完成了

林白带着他的“圣路易斯精神
号”走遍了美国48个州进行游行和展
示，当时全美国大约1/4的人亲眼看到
过它。此外它还去到中南美洲很多国
家友好访问，每去一处都在飞机上增
加一面国旗的涂装

内文.indd   57内文.indd   57 2020/8/28   下午10:232020/8/28   下午10:23



58

不经停飞越大西洋的壮举。

林白成功后，热情的巴黎人把他送

到美国大使馆，筋疲力尽的林白一睡就

是21个小时。

此后，林白和他的飞机在欧洲停留了

15天，后来美国总统派军舰把林白和飞

机接回美国，这架英雄一般的飞机走遍

了美国48个州进行游行和展示，当时全

美国大约1/4的人亲眼看到过它，此外它

还去到中南美洲很多国家友好访问，每去

一处都在飞机上增加一面国旗的涂装。

1928年，林白决定把这架飞机捐给

国家航空博物馆，并希望博物馆能永远

把这架飞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莱特兄弟的传奇

在博物馆二楼最中心的一个展厅，便

是飞机的发明人——莱特兄弟的展厅。在

怀旧的灯光下，这里仿佛穿越回了100多

年前的俄亥俄州莱特兄弟生活的小镇。

展厅正中，翼展12米、长6.4米的

“飞行者1号”飞机几乎铺满了展厅地

面；围绕飞机一周的，是莱特兄弟在研制

飞机时的各种实物和图片展示。展厅一

侧，还特别布置了莱特兄弟的自行车商

店，甚至还有一辆“莱特牌”自行车。自

幼喜欢机械的威尔伯和奥维尔·莱特两

兄弟，从开自行车修理店起家，后来发展

成莱特自行车公司。

在19世纪全世界热爱飞行的浪潮

中，热爱机械的兄弟俩也不例外。“一次，

在扭动自行车轮胎包装盒发生的轻微变

形中，莱特兄弟发现，通过控制4角的4个

点，就可以改变盒子的形态，飞机机翼是

一样的啊！”

于是兄弟俩先制作了风筝进行试验，

“他们还在自行车店里建造了一个风洞，

并对35个各式各样的机翼进行风洞试

验，最终找到第12号机翼，升力和飞行效

果最好。”王福权老先生说道。

1902年，莱特兄弟已经做出了可以

用于载人试飞的滑翔机，这一滑翔机复

制品便被挂在莱特兄弟展厅的屋顶。

此后，莱特兄弟在机械师的帮助下

制造了一台大约12马力、重77.2千克的

活塞式发动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航空

发动机，而发动机传动装置的链条使用

的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自行车链条。

1903年，莱特兄弟的第一架动力飞

机“飞行者1号”制作成功。他们写信询问

美国气象局，想知道哪里的风最大，可以

获得最大的起飞助力，得到的结果是北

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海滩。于是兄弟

俩先把飞机分拆，耗时两天两夜用火车

从俄亥俄州运到北卡。

9月21日，在秋高气爽的北卡罗来

纳州，莱特兄弟在准备试飞的过程中，

发现经过长途运输，飞机发动机发生了

故障，两人只得又回到俄亥俄重新制作

发动机。

博物馆展示的“飞行者1号”就是110多
年前完成首飞的那架飞机本尊

博物馆展示的“飞行者1号”就是110多
年前完成首飞的那架飞机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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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两个多月过去进入冬天，12月

14日，再次来到基蒂霍克海滩的莱特兄

弟没有等来大风，他们坚持试飞，飞机飞

上去很快掉下来，又需要维修。

3天后的12月17日，一早便是大风大

雨，兄弟俩一直等到上午十点半，雨停了

风很大，就是这一天了！两人丢硬币决定

由弟弟奥维尔先上。

奥维尔爬上“飞行者1号”的下机翼，

俯卧于操纵杆后面的位置上，手中紧紧握

着木制操纵杆，哥哥威尔伯则开动发动机

并推动飞机沿着轨道快速滑行。在飞机

达到一定速度后，威尔伯松开手，飞机像

小鸟一样离地飞上了天空，它第一次飞行

便在空中飞行了12秒共36.5米。接着，他

们又轮换着进行了3次飞行。在最后一次

飞行中，哥哥威尔伯在每小时30公里风

速助推下，用59秒飞了260米，并被现场

的摄影记者记录了下来。不幸的是，几分

钟后，一阵突然刮来的狂风把“飞行者1

号”整个掀翻，飞机损坏严重。

弟弟奥维尔第一次驾驶“飞行者1

号”飞行的样子，连同后来被修复的“飞行

者1号”飞机被展示在莱特兄弟展厅的最

中心。“除了机翼的帆布因为年代太久腐

烂之外，这就是110多年前那架人类实

现首次飞行的‘灰机’本尊！”说到激动

处，王福权老先生的闽南普通话更显

可爱。

“趴着的奥维尔两只手握

着操纵杆，一只手控制飞机

的俯仰上下（p i t c h），一

只手控制尾部的水平偏航

（yaw），另外有很多绳子从

机翼处绑在他的屁股上，是用

来控制飞机的左右转向（roll）。”

听王老先生讲得这么生动，我们也

忍不住自己模拟比划起来。

现代飞机操纵升降转弯等机

动动作的主要部件都可以从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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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动作的主要部件都可以从这第一架

飞机上找到，这是全世界第一架完全受

控、依靠自身动力、机身比空气重、持续

滞空不落地的飞机。

此后莱特兄弟又发现，与气流在机

翼曲面产生向上升力的原理同样，当曲面

垂直仿制并旋转时，也能产生水平的推

力。由此，莱特兄弟又发明了第一代的飞

机螺旋桨。

可惜的是，自行车商出身的莱特兄

弟并不被美国主流所认可，当时另一位

美国科学家使用弹射动力的飞行被认为

是第一次飞行。莱特兄弟在1906年申请

了飞机设计专利并售卖了一批早期飞机

后，并没有继续飞机的升级和研制。这架

“飞行者1号”也命运多舛，被捐给了伦

敦的一家博物馆后，只被随意丢弃在地

下室储存。

直到1948年，美国政府和科学界才

认同了莱特兄弟的飞行是人类首次。此

时哥哥威尔伯已经因为伤寒过世，弟弟

奥维尔辗转到英国将飞机运回美国，最

终捐赠给了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飞行无极限

除了这些航空先驱外，美国的“野

马”、日本的“零式”、德国的“梅塞施密

特”、英国的“喷火”等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驰名于世的各种战机也在博物馆陈

列，特别是美国缴获的希特勒的秘密武

器 ——V2火箭飞弹实物，矗立在展厅

中的显赫位置。在二战中，德国制造了

3000多个飞弹，用于攻击比利时和英

国，其最高时速可以达到5倍音速。正是

这些缴获的战利品，帮助美国和苏联在

战后研制出了导弹。

在航空航天博物馆穹顶上空，悬挂

着一架亮眼的橘红色试验飞机——贝尔

X1，作为美国试验类X飞机的1号，是全

世界第一架突破音障、达到超音速飞行

的飞机。

1947年，一位美国陆军上尉研发

了这架飞机。当年10月4日，在加州荒漠

中，X1挂在B29空中堡垒轰炸机的炸弹

钩上，飞到2100多米（7000英尺）后投

放，X1的发动机急速燃烧120秒钟，冲到

音速的1.06倍，在1.28万米高空达到了

1078千米/小时的速度，这是人类的第一

次超音速飞行。

在大厅穹顶另一侧，一架黑色的超

音速飞机则是X系列的第15代——X15

验证机。这架高超音速飞机由NASA牵

头研制，使用了火箭发动机，在1963年8

月22日创造了107960米、亚轨道的飞行

高度；又在一个半月后的10月3日创造了

7272千米/小时（6.72马赫）的超高飞行

速度，是有史以来人类所有飞行器达到

的最快速度，这一纪录在半个多世纪后

的今天仍然没有被打破。

在大厅中造型最独特的一架飞机，

或者说飞船，则是博物馆的新成员，诞生

于2004年。

2004年，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保罗

·艾伦提供了一个2000万美元的奖金，

奖励除政府外可以进入太空的私人载人

太空船。当时全美有17家公司参与了这

项竞赛，最终鲁坦（Burt Rutan）公司设

计的“太空船1号”取得成功。

2004年6月20日凌晨3:30，可搭载

3人的“太空船1号”在加州沙漠中做起

飞准备，37000多人聚集在沙漠中等待

这一时刻。早晨7:30，第一次试飞，搭载

“太空船1号”的飞机“白色骑士”先飞行

到15000米高空后，“太空船1号”启动

火箭发动机继续上升，一下便冲到了100

千米的太空边缘；此后的第二次飞行，达

到102公里；第三次，112公里。“太空船

1号”完成了私人载人的亚轨道飞行。

鲁坦公司的“太空船1号”不光赢得

了奖金，从此更在美国家喻户晓。此后升

级的“太空船2号”可搭载6人，并计划开

始商业太空旅行，每名旅客费用约20万

美元，已经有上百人在排队等候。

  走进太空时代

“抬头看，那颗非常小的球形卫星！

就是按一比一大小仿制的。”随着王福权

老先生的指引，我们看到了全世界第一颗

人造卫星——苏联的“斯普特尼克”号，

俄语的意思是“卫星”，其本意是“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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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它正式开启了人类的太空时代。”

1957年12月6日，美国有史以来第

一次发射火箭，举国上下都在通过广播

和电视关注着发射直播，结果火箭一升

空就爆炸了。

跟随着王福权老先生的讲解，我们

回到了火热的太空竞赛时代。“美国立刻

寻找德国帮忙，在6名德国科学家的协助

下，1958年1月31日，美国成功发射第一

颗人造卫星‘探索者1号’。我们博物馆

藏的便是‘探索者1号’一模一样的实验

星二号。” 

在王老先生宽松的西服外套兜里，

他掏出了第一件秘密武器——微缩版的

“探索者1号”人造卫星。“这以后便是

太空竞赛的第二阶段：目标月球！”

将“旅行者号”卫星放大5倍，苏联

首先将小狗送上了太空，在小狗成功返

航后，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成为了第

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

美国在成 功将黑猩猩 送上了太空

后，1961年5月5日“水星号”飞船进行

了首次亚轨道载人飞行，只在太空停留了

15分钟，在此后的两年间，美国发射了6

个第一代“水星号”载人飞船，在太空停

留的时间从15分钟到30个小时。而馆藏

的国宝之一，便是“水星号”载人飞船的

第一代返回舱，真机！

“你可以看到，第一代载人飞船

很小，要在美国找7个身材很娇小的

宇航员，他们被叫做‘Mercury7’

（编者注：水星7子），这7个人都是

被塞进飞船里，穿着纸尿裤一直不

能动弹最多30个小时！”

19 6 5 年，美国进 入 第二代 载

人飞船“双子星号”时代，1965年到

1966年，美国共发射了10次“双子星

号”载人飞船，最长在太空停留14天。馆

藏的“双子星号”返回舱，也是经历了太

空旅行回来的真机。

  超级巨“星”

1966年，美国裁人飞船进入了第三

代：登月舱时代。

1969年7月16日，巨大的第三代运

载火箭“土星 5号”载着“阿波罗11号”飞

船从美国肯尼迪角发射场点火升空，美

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埃德温·奥

尔德林、迈克尔·科林斯经过3天3夜的飞

行，跨过38万公里的征程来到月球，3人

中的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从返回舱进

入登月舱，指令舱驾驶员科林斯则继续绕

月球环飞。登月舱在月球宁静海登陆，阿

姆斯特朗迈出了人类最大的一步，也彻底

宣告了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胜利。

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月球停留

21小时后返回，也为科学家带回了月球

表面的岩石样本，在博物馆一个不起眼

的角落，还有一小片月球岩石可以触摸。

“1969年~1972年，美国登陆月球6

次，每次两个人。当时NASA共制作了12

个登月舱，其中6个在登月后留在了月球

表面。其余4个在训练中用坏了，仅存的两

个，一个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还有一个在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之一。”

从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随着

载人飞船的一步步变大，运载火箭的升

级更是显著。王老先生像变魔术一样，从

口袋里掏出一个比一个大的等比例微缩

火箭模型。

1972年美国将运载火箭改造为太

空实验舱，供科学家在太空停留2~3个月

上图为哈勃空间望远镜真机备份机；左
图为林白“圣路易斯精神号”与“阿波罗11
号”登月舱备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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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实验，这一真品也在博物馆，可以

看到真实的太空生活场景，包括很多人

好奇、一定要一睹为快的太空马桶！

博物馆的另一个超级巨星便是哈勃

空间望远镜备份机。高16米，仅望远镜口

径就2.4米的哈勃望远镜是博物馆一层

最让人瞩目的展品。20世纪80年代，美

欧12000名工程师花了14年时间紧密合

作，打造了这个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

“哈勃空间望远镜由5382个零件

组成，照相机镜头就有32个。假设地球

是平的，用哈勃空间望远镜可以从华盛

顿看到北京马路上的汽车车牌，一清二

楚。”王老先生笑说着。

1990年4月24日，哈勃空间望远镜

进入了太空，一次拍回来8000张照片，

但是全部模模糊糊没有焦点。怎么办？

“NASA又花了两年时间，先后19

次派科学家上天，去追上哈勃，逐一检

查零件，才找出问题——有一个镜头的

圆周精密度差了2微米，只有一根头发的

1/50那么小的偏差。维修工作从1992年

一直进行到了2002年，直到2002年换了

全新的照相机，哈勃开始不断地带我们

探索神秘的宇宙深空。”

从1990年起，哈勃空间望远镜每

100分钟绕地球一圈，已经飞行了30年。

全世界的太空迷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也

可以来这里打卡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原版

备份机，以及环飞地球12年后最终被换

下来的原望远镜照相机。

  最友好的科学和科学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隶属于史

密森学会，后者是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

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由

苏格兰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遗赠捐款，根据美国国会法

令于1846年创建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1876年，史密森学会从中国的一个

使团手中收购了20只漂亮的风筝，这些

风筝成为日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的第一批收藏品。1946年，杜鲁门总统

签署建设史密森“国家航空博物馆”的

法案。1966年，约翰逊总统将“国家航

空博物馆”改名为“国家航空航天博物

馆”。1972年，现在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

的新博物馆破土动工，于1976年7月1日

向民众免费开放。

王福权老先生告诉我们，在1976年

博物馆开幕仪式上，尽管时任美国总统

福特在现场，但剪彩的重任却是由另一

位更大牌的嘉宾完成。

原来在1975年，NASA先后发射了

两颗“海盗1号”火星探测器，顺利抵达

火星轨道。经科学家计算，在1976年7月

1日早晨9时32分，探测器由火星发回的

第一个信号，在太空以光速飞行18分钟

后，抵达了博物馆门口的接收装置，并启

动机械手臂完成了博物馆的开幕剪彩。

此后两颗抵达火星的“海盗1号”在火星

表面着陆后，持续传回信息6年时间，直

到电池耗尽，现在仍然留在火星表面。

“当然，第3颗备份的‘海盗1号’火

星探测器真机，也在我们博物馆啦！”

实际上在美国航空航天史上还有很

多重要的飞行器并不在华盛顿航空航天

博物馆内展示，而在2003年新建的位于

华盛顿机场附近的新馆史蒂文·乌德沃

尔哈齐中心，那里有纵横太空20多年后

退役的发现号航天飞机、协和客机、黑鸟

SR-71侦察机等明星飞机。

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博物馆更像

一个科普馆。

史密森学会下属14家博物馆和一所

国立动物园，其中13家博物馆都在首都

华盛顿，包括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家美术

博物馆等，全部免费开放。今年受疫情影

响，绝大部分博物馆都在临时关闭中，同

时，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中一半的展厅

也在进行为期6年的重装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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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里每天

有上午10:30和下午1:00两场90分钟的

免费导览，可以带你详细了解馆藏最重

要的展品，如果是团队游也可以在官网

进行预约。中文讲解员导览并不是每天

都有，需要运气，不过可以租用中文讲解

器，里面有大概20个最具代表性的展品

讲解。

除了常规的展品，王老先生特别向

我们推荐了导航馆：从最早的六分仪+罗

盘的航海时代导航，到20世纪的雷达导

航、未来太空旅行的导航。“如果你有时

间参加那里的导航科普课堂，就可以在

25分钟的课程后变成一位导航专家！”

在特别受欢迎的“阿波罗号”空间

实验室内，你可以看到第一代宇航员太

空生活的真实场景，他们必须在狭小的

空间内完成各种精细的实验操作。由于

是真机，这里并不允许操作按钮和开关

柜体。但博物馆另设了一处“太空生活”

展，则是完整地复制了国际空间站的内

部空间，有生活区悬挂的休息舱、工作区

精密的操作仪器。打开每一个柜子，能看

到宇航员的衣食住行，还能观察到在空

间站培养的太空植物、尝试带着厚重的

宇航手套进行太空科学实验……

最让我惊叹的是一个以爱因斯坦为

主题的太空探索厅，从墙壁外立面第一宇

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的

对比图起，一步步进入展馆、由浅及深地

走入太空探索的世界。在实物、模型参观

外，大量的视频动画讲解，生动有趣又知

识点满满，还有非常多可以操作互动的科

普装置，帮助你简易地获得探究科学的

乐趣。走出这一展厅的最后一步，是一架

小型太空望远镜，结合对面墙壁虚实结

合的太空图案和视频装置，你可以通过这

一望远镜亲自发现一颗遥远的星体！

更特别的是，这一科普厅整个都是

按照青少年的身高和视角设计的，但像

我一样哪怕全程需要半蹲仍玩得不亦乐

乎的成年人也大有人在！这里绝对是华盛

顿周边中小学生最好的免费科学课堂。

在博 物馆中介绍爱因斯坦关于引

力波和黑洞的预言旁，写着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有两种探索宇宙的方式，一个是

望远镜，另一个就是爱因斯坦的大脑。”

来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参观

的孩子们是幸运的，他们或多或少都会

在心中种下一颗关于飞行、宇航和太空遨

游的种子；但任何年龄来这里接受航空

航天科学的洗礼也都为时不晚，因为飞行

永无止境，而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才刚刚

起步。

博物馆科普展厅都是按照青少年的身高和视角设
计，绝对是华盛顿周边中小学生最好的免费科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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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A Airport System
How to
 我国通用机场体系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撰文／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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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目前，我国通用机场已超过 400 个，

其建设规模、运营形式各异，且大部分通用机场的

应用效率不高。本文参考美国发达的通用机场体系

的分类办法和保障能力，为提高我国通用机场运行

效率和运营效益，促进我国通用航空保障体系完善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How to

截止到目前，我国通用机场已超过 400 个，

其建设规模、运营形式各异，且大部分通用机场的

应用效率不高。本文参考美国发达的通用机场体系

的分类办法和保障能力，为提高我国通用机场运行

效率和运营效益，促进我国通用航空保障体系完善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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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我国颁证的通用机

场首次超过了运输机场的数量，在行业

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截至2019年12

月，全国通用机场总数达到482个，其建

设规模、运营形式各异，但是大部分通用

机场的应用效率不高。如何实现我国通

用航空保障体系完善和高质量发展，成

为业界一个亟待解决的命题。

近年来，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热度的

不断增高，伴随着全国各地对通用机场

的规划和建设热情高涨，特别是国务院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 发展的指导意

见》中“加快通用机场建设”部分，对我

国以偏远地区航空运输、应急救援、工农

业生产等为主要服务目标的通用机场的

布局规划、建设规模、审核程序和区域

机场协调发展等，均做了方向性的顶层

设计；其中，“完善审核程序”部分明确了

“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组织编制辖区内

通用机场布局规划”。

5年来，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均制定了地区的通用机场布局规划，

或在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规划和地区综合

交通运输规划中明确了辖区通用机场的

布局。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

国通用机场将进入集中落实规划完成建

设的阶段，全国通用机场数量将快速增

长，通用机场体系将不断壮大。

  我国通用机场建设和运行现状

截至2019年12月，全国通用机场总

数达到482个，其中颁证通用机场数量

283个（A类、B类合计），比去年增加81

个；未颁证的起降场地199个，比去年减

少34个，主要为尚未获得颁证的各类跑

道型通用机场、满足医疗救护直升机起

降要求的场地及各类高架直升机场等。

从区域分布看，东北地区颁证通用

机场数量最多，占全国的37.1%；其次为

华东地区，约占21.2%；新疆和西北地区

最少，分别占3.5%和4.2%。华北和华东

地区新增的通用机场基本是近年来新建

的通用机场，东北地区多为过去已建用

于农林业航空作业的通用机场，以B类通

用机场为主。

从增长情况看，相比2018年，华东

地区颁证通用机场增加最多，达到21个；

其次为华北和中南地区，均增加15个；东

北地区增加13个，西南地区增加10个，新

疆地区增加6个，西北地区仅增加1个。

从通用机场运营情况看，驻场航空

器在5架以上的颁证通用机场共61家，

占全国颁证通用机场总量的21.5%，其

余78%的通用机场驻场航空器不足5架，

飞行起降架次较多的通用机场主要是建

设在农林业作业区域的机场和有驻场航

校运行机场，部分新建通用机场在不举

办航空活动时极少有飞行保障任务，全

国范围内通用机场的总体利用效率仍然

较低。

从 通 用 机 场 建 设 补 贴 情 况 看，根

据《2020年民航中小机场补贴资金方

案》，2019年共有11家通用机场获得补

贴，补贴资金共计4339万元。与2018年

相比，获得补贴的通用机场数量从4个增

加至11个，补贴资金从2050万元增加至

4339万元，增幅达到112%，补贴对象主

要是建设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农业产区的

通用机场。

相比我国，据统计美国目前有超过

19000个通用机场，包括建有跑道的机

场、直升机 场和水上机 场，其中2952

个通用机场被包含进美国航空安全局

（FA A）的国家一 体化 机 场统计系统

（NPIAS）中，对公众开放，同时也接受

联邦政府的机场发展基金（A I P）的支

持，这部分通用机场的地域分布、业务量

特点对我国通用机场体系的规划建设具

有参考意义。

  美国通用机场分类和运营

通常公众普遍熟悉提供航班服务的

公共运输机场，对于为应急救援、医疗救

护、司法活动等提供服务的通用机场了

解并不多，为了更加清晰地将通用机场进

行分类， FA A对美国2952个通用机场

按照其运行保障的业务类别、飞行量、驻

场航空器数量等多个纬度进行了分析研

究，提出了新的分类办法。

关于2952个通用机场（2903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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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机场，10个直升机场和39个水上机

场）分类办法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完备

的通用机场体系保障了与国民生活息息

相关的特殊航空飞行的功能是运输机场

所不具备的，并将通用机场分为了以下

四类：

国 家 级 通 用 机 场（N a t i o n a l 

Airports），指位于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飞行作业服务于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机

场，共有84座国家级通用机场分布在美

国的31个州内，其中66座作为附近大

型运输机场的备降机场，48座保障有运

输航空航班，且飞行量占全国通用航空

飞行总量的35%，机场公务机起降占到

较大比例，场内的FBO和公务航空公司

规模较大，一般为全球性的公务航空公

司或者全美国连锁服务的FBO等，这类

机场管理相对严格，有比较健全的安保

措施和机场围界。2010年，平均每个机

场每年得到161万美元的A I P专项资金

补贴，平均年收入约为500万美元。这

一类别的机场内不包括直升机场和水上

机场。

区域级机场（Regional Airport），

这一类机 场大多位于大都会城市远 郊

或者人口数量比较低的小城市周边，保

障 包 括公 务 航 空 等出行 需 求 服 务，共

467座区域 级 通 用机 场分布在美国的

49个州内，保障的业务中空中大巴（Air 

Taxi）、公务机飞行占到很大的比例，其

中137个机场建设的初期是为了分担附

近大型机 场的运行压力，9 0个机 场用

于保障大型货运班机，平均每个机场有

90个驻场航空器（其中包括少量的公务

机）。这一类通用机场中也不包括直升

机场和水上机场。

地方级机场（Lo c a l A i r p o r t），

1236个地方级机场是美国通用机场系

统的基础，基本上每个城市都建有一个

地方级通用机场，并且位置临近人口集

中的区域，42%的地方级通用机场通过

保障公共事务类飞行而符合联邦财政补

贴的要求。在这一类机场中运行的大多

是为附近城市商业和个人需求服务的活

塞飞机，所以机场的规模相对较小，同

时也保障飞行培训的业务。在这一类的

1000多个机场中不包含有直升机场，但

是受部分海岛地区交通的需要包含有4

个水上机场。

基本保障机场（Basic Airport），全

美的四分之三的城市建有668个基础保

障机场，这些机场通过其建有的一条跑

道，直升机起降场地、水上栈道和有限

的基础设施，保障了以个人飞行为主的通

用航空飞行，实现了通用机场之间或是

和国家机场系统的连接。基础保障机场

距离NPIAS中的机场距离一般在30英里

（50千米）左右，保障了附近航空护林、

国家海关和司法部门的公务飞行等。这

其中，40%的机场为航空医疗救护提供

保障，3%的机场可以保障大型货运飞机

的起降。

从不同类 别的通 用机 场数 量和功

能看，美国地区级通用机场数量占到了

总数的41.9%，是全国通用机场的主要

组成部分，发挥了对附近中小型城市在

交通运输、公务飞行、社会公共服务和

飞行培训等方面飞行的保障作用，服务

于地方社会和经济的运行发展；占比达

到22.7%的基础性机场为保障附近城

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政府公务使用；占

比15.8%的区域级机场主要建设在大都

会地区的远郊和人口较少的小型城市周

边，作为大型机场的舒缓机场或区域重

要交通设施满足居民的日常出行需求；

建设规模最大，且临近主要大型经济中

心城市、具备保障国内和国际运输航班

能力，且部分作为临近大型国际运输机

场舒缓机场，分担运行保障压力的大型

通用机场仅占2.8%。

从不同类别的通用机场规模看，机

场的建设规模，驻场航空器的数量、保障

旅客量和飞行起降架次是机场分类的主

要依据之一，其中仅对国家级和地区级

通用机场有航班数量的要求，国家级通

用机场作为临近大型枢纽机场的舒缓机

场，少数机场具备保障国际航班的功能，

不同类别的机场对于驻场航空器等保障

能力的基本指标要求差别很大。

从不同类别的通用机场分布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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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分布和机场功能相关性高，比较典型

的是作为大型机场舒缓机场的国家级别

通用机场，主要建设在美国主要城市周

边；提供基本航空服务的地区级机场则

主要建设在大都会地区远郊和小型城市

郊区。地区通用机场和基础保障通用机

场作为通用机场体系的基础在全美各城

市范围内分布较为平均。

同时，有497个通用机场（包括475

个跑道型机场、7个直升机场和15个水

上机场）不适用于上述任何一种分类方

法，这些机场中一些是属于个人的私有

机场、季节性开放的机场或是近一段时

间改 为通 用机 场的原军用机 场。全 部

2952个通用机场中，仅有9%的机场建

有塔台，所有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均

可以申请国家财政基于AIP基金对机场

建设运行的补贴，同时保证能够在需要

时为公共航空服务和政府执法等飞行提

供保障。

综上可见，美国现有的对公众开放

的通用机场中作为国家机场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大部分可以提供类似我国通

用航空短途运输业务的航班服务，机场

建设和运行在保证能够为社会公共服务

飞行提供保障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国家的

经济补贴，报告中提到的关于每一类型

的代表机场受到篇幅限制不赘述，但大

多机场起降频繁、驻场航空器数量多、业

务量饱和，通过运营FBO、供油、提供飞

机停泊等业务获得不错的收入。

  对我国通用机场体系

      高质量发展思考

（一）通用机场体系建设方面

高质量落实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未

来5~10年，我国通用机场将进入集中建

设期。通用机场在选址和建设阶段，应

充分考虑机场与所在地区市县的关系。

一是将服务于偏远地区通用航空短途

运输的机场选址尽量靠近市县区，便于

当地居民出行便捷；大型枢纽机场周边

的舒缓机场建设时，应建设保障公务和

私人飞行、功能完备的综合性服务基地

（FBO）；将为应急救援等公共通用航空

飞行服务的起降场地建设在城市附近，

并在远离市区的位置建设运行保障和培

训基地。通用机场的设计和建设规模严

格遵循按需建设且适当预留扩建空间的

原则，避免目前存在没有短途运输需求

地区的机场按照支线机场标准建设航站

楼等非必备设施，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的

现象，通过统筹布局飞行服务站的方式

为无塔台通用机场提供飞行情报服务。

高质量运营通用机场。由运输机场

利用发挥管理能力和经验优势，安排成

熟机场运行管理团队对通用机场进行托

管是近期实现我国通用机场高效运营和

培养运营人才队伍的高效路径。普遍认

为，我国通用航空飞行量的爆发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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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indd   68内文.indd   68 2020/9/1   下午2:402020/9/1   下午2:40

69

依赖于通用航空消费类飞行的增长和航

空文化的普及。通过逐步解决目前程序

和制度限制，实现个人娱乐飞行的大众

化，同时实现包括应急救援、海上巡查救

捞、城市警务巡查等社会公共服务类应

用的普及，是提高我国通用机场利用率，

改善目前通用机场飞行量少、闲置率高的

的根本办法。

理性布局机场周边产业。我国通用

机场建设的同时，地方政府往往同时开

展针对机场周边地域的产业布局，存在

发展思路不清、路径不明、偏大求全，特

色不突出、产业关联度低的问题，导致产

业发展不及预期，没能充分发挥通用机

场对产业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通用机

场临近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应和当地对航

空服务的需求和特色紧密结合，理性推

进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

（二）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 通用航空短 途是我国航空运

输网络末端“毛细血管”，是我国偏远和

人口稀少地区重要且经济的基本交通方

式，是我国立体交通网络建设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将发挥此类效用的通用机

场建设纳入国家立体交通体系中统筹规

划。

二是通过是政府主导，积极整合军

警民企多方力量，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形成共建共享共用的资源组织和调动机

制，近期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加大航空应急救援、医疗救护在民生保

障领域应用；同时顺应居民消费提质转

型新趋势，通过市场主导促进通用航空

与体育、文旅等行业深度融合，有力有序

有效发展通用航空新消费新业态，通过

提升通用航空飞行总量，提高通用机场

使用效率。

三是容许大型枢纽机场所在城市周

边区域的且具有运行条件的通用机场开

展国内具备小机型、小航程特点的短途

航班和公务航空运行保障，发挥大型枢

纽机场舒缓机场的作用。

四是对保障警务、医疗、搜救等公共

服务类飞行作业的通用机场在基础设施

建设和运营方面给予补贴，明确补贴的

办法、标准和资金来源，提升我国通用机

场体系的运行效益，促进通用航空在社

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

通用航空飞行作业 总量 是行业 发

展的主要考量指标之一，而通用机场体

系是通用航空飞行最重要的基础保障设

施，合理规划机场体系布局，建设经济适

用的通用机场，提升我国通用机场的应

用效率和运行效益，是实现我国建成集

约高效的通用机场体系，保障通用航空

飞行，实现我国民航“两翼齐飞”的重要

保障。

（本文作者为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航空运输所通航室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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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GA Enterprises
Strategic
我国通航企业的战略转型之路

  撰文／李瑞友、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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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上游制造业是“中国制造2025”重点支持领域，下游运营业能提高生产

效率、促进消费升级和带动社会投资，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已被确立为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体系。国有企业作为通用航空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几年在行业发展过程中

也呈现了一些新特点、新现象。Strategic
  通航发展进入战略转型期

2019年，全国共有478家通用航空

运营企业，其中国有通航企业（含控股）

超25家（央企5家，其他20余家），飞行量

约14万小时，占全国飞行量的20%（不含

飞院）。

国有通航企业在部分专业领域具备

较强的优势，如电力作业（国网通航）、

海上石油平台飞行（中信海直、中国通

航、南航通航）、精准农业（北大荒通航、

新疆通航）、高原作业（中国飞龙等），都

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制造方

面，航空工业的Y-12、Y-5、西锐，中电

科的DA42，航天科技的彩虹无人机，具

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形成了覆盖固定

翼、旋翼机、无人机的研发制造能力。服

务保障方面，中航油、中航信、中国航材、

航空工业，也在积极推进。

2019年底，我国通用航空的航空

器数、企业数、飞行量分别为3640架、

478家、112.5万小时，比2015年增长

62.9%、70.1%、和44.4%，行业经过了

一个中高速发展时期。

同时应该看到，代表要素投入的企

业数、航空器增长率，高于飞行量的增长

率，投入转化率有待提升，投资效益、企

业盈利和航空器利用率持续下降，行业

市场潜力未能充分释放，行业发展进入

产能增长快、产量增长缓的阶段。部分

原因是空域使用不便利、基础设施不完

善等带来的要素成本高，深层次原因是

供需结构不匹配，通用航空的生产能力

还集中在传统工、农、林业务，而当前社

会需求的高高原飞行运行、旋翼机外载

荷吊挂作业、带电作业、跨境直升机飞行

等我国特需、高技术复杂度、高价值的作

业，国内尚无具备能力的企业，行业发展

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弥补历史缺失、打通供需环节

从历史看，国有企业能弥补我国通

航发展重要主体的缺失。上世纪70年

代，为满足运输航空的运行需求，国家将

大量通航资源和专业人才投入到运输生

产中，后续进入的主体不具备成体系建

设通用航空基础的能力，导致我国通用

机场、航空气象、航空情报、人才培养等

基础薄弱。近年来，随着国办38号文的出

台，各部委、各级政府从优化运营环境、

夯实行业基础等方面，积极出台扶持政

策，但实施效果来看，尚需时日。国有企

业作为行业发展的直接主体，承担着行

业发展基础设施完善、技术创新及行业

引领作用。

从当前看，国有企业能推动行业高

质量发展。通用航空具有投资周期长、风

险大、难度大的特点。我国近60%通航

企业的机队不到4架，95%的企业机队

规模在20架以内，绝大多数为入门型、初

创类的民营企业，仅有国网通航、中信海

直、南航通航、中国通航、北大荒通航等

国有企业在细分领域内形成了一定能力，

但与国际先进通航企业差距大，依靠行

业和单一企业自身演化形成高水平供给

需要很长时间，难以满足行业转型的迫

切需求，需要大型国有通航企业发挥整

合引领作用，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

  国有通航企业的资源优化整合

在2016年国务院的38号文中提出，

要“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通用航

空企业”。当前，国有通用航空运营企业

分散在不同的细分领域，在各自细分领

域有一定潜力，但集约化程度低，有些通

过子母公司关联交易或行业壁垒，保持

企业运营，市场盈利能力弱，难以引领行

业的快速发展。

从做大来看，国企就是一个优化重

组的过程。21世纪初，民航总局直属的9

家航空公司进行联合重组为三大航空集

团，迅速提升我国运输航空业的国际竞

争力。

国际一流 通 航企业的发展也是不

断整合发展壮大，像美国Bristow（海上

油气、紧急救援、公务航空和航校）、Air 

Methods（医疗救援、旅游观光和改装）

等国际知名通航企业，其中有些企业机

队规模超过400架，经过多次并购重组，

不断扩大机队规模和业务范围，并成为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一流企业。未来

借鉴相关行业企业整合重组、改革发展

的成功经验，通过顶层力量推动国有通

航企业资源优化整合，实现企业联盟、强

强联合，来实现对通航发展的引领作用。

从做强来看，还是要围绕国家的战

略需求，发挥通用航空的比较优势，提升

核心能力。

未来我国通用航空重大需求主要源

自国家任务，国家电网的特高压电塔吊

装需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石油

管道巡查、海上平台飞行业务，关系国计

民生、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国土资源部

的航测、探矿业务，海事局的远洋巡查，

公安部警航业务、边境巡查，应急管理部

的航空救援、卫健委的航空医疗服务、高

原环境保护、人工影响天气业务等。这些

战略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长期性，投入

高、周期长，需要一批具备较强业务创新

能力的国有企业来快速形成高端供给能

力，对上承接国家战略、对下引导行业发

展。国有通用航空企业着眼于这些能力，

积极对外交流，提升运行作业能力，形成

高端供给。 

（本文作者单位：国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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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航短途运输市场已迎来快速增长期。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共有

94 条短途运输航线在线上销售，旅客人数超过 4 万人次。据携程最新数据

显示，自 5 月起至今有数条新航线开通，2020 年短途运输航空的市场规模，

预计将超越 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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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如今拥有超多

拥趸的“自驾游”一样，相信 “通航 + 旅游”将成为每个游客未来触手可

及的旅行方式。

中国通航短途运输市场已迎来快速增长期。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共有

94 条短途运输航线在线上销售，旅客人数超过 4 万人次。据携程最新数据

显示，自 5 月起至今有数条新航线开通，2020 年短途运输航空的市场规模，

预计将超越 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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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如今拥有超多

拥趸的“自驾游”一样，相信 “通航 + 旅游”将成为每个游客未来触手可

及的旅行方式。

中国通航短途运输市场已迎来快速增长期。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共有

94 条短途运输航线在线上销售，旅客人数超过 4 万人次。据携程最新数据

显示，自 5 月起至今有数条新航线开通，2020 年短途运输航空的市场规模，

预计将超越 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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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如今拥有超多

拥趸的“自驾游”一样，相信 “通航 + 旅游”将成为每个游客未来触手可

及的旅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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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 Aircraft to Travel
Take
通航+旅游：
让“小飞机”带你“乘风破浪”！

  撰文／豆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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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普洱-澜沧

起飞机场

普洱思茅机场

降落机场

澜沧景迈通用机场

飞行时间

35分钟

机型

赛斯纳208B

运营商

普洱通航

单程票价
 约400元

该航线于2018年开通，将原本长
达4小时的陆上交通用时缩短为30分
钟，为政务、商务、游客和百姓往来于
澜沧、西盟、孟连三县与普洱市区提
供了一种更为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和
空中游览享受，也是云南省乃至国内
西南地区第一条通勤航线。

航线介绍

普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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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普洱
位于滇西南的普洱，一个与茶同名的城

市，南方丝绸之路的起源地，拥有得天独厚

的历史、自然、文化优势。深厚的普洱茶文

化、茶马古道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和边

地文化为普洱的旅游业的发展注入“灵魂”。

普洱市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

站，中国最大的产茶区之一。亚热带季风气

候使得普洱市四季如春，享有“绿海明珠”

的美誉。森林覆盖率超过67%，茶园达318

万亩，拥有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云南

“动植物王国”的缩影，是北回归线上最

大的绿洲，被联合国环境署称为“世界的天

堂，天堂的世界”。

普洱市居住着汉、哈尼、彝、拉祜、佤、

傣等14个世居民族，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多

姿多彩，佤族木鼓节、拉祜族葫芦节、彝族

火把节、傣族泼水节等民族传统节日传承千

年、魅力独具，让人流连忘返。

云南澜沧
澜沧县地处普洱市与西双版纳州、临沧

市的交会处，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澜沧县地

处横断山脉怒山山系南段，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五山六水纵横交错，仅海拔2000米以上山

峰就有150多座，山区、半山区面积占98.8%。

独特的地貌条件以及路程蜿蜒绵长的二级公

路都导致了人们出行的时间成本增加和不便，

也使两地间的通航发展成为必须。

澜沧县内的拉祜族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情

和丰富多彩的神话、诗歌、传说、舞蹈等，口

头流传的诗歌以创世叙事长诗《牡帕密帕》

最著名，舞蹈以芦笙舞和摆舞最具民族特

色。除了有独特的拉祜族文化外，澜沧县还

有如千年古村落——翁基村、富东乡邦崴村

的千年古茶树、仙人洞、响水河瀑布、三佛祖

佛房遗址等旅游资源。丰富的旅游资源加之

独具魅力的拉祜民族文化，让澜沧县从这里

走出云南，走向全国，融入世界。

普洱

澜沧

赛斯纳208B

最高巡航高度/米

7620
最多座位数/个

14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361
最大航程/千米

1785

起飞跑道长度/米

426

普洱

客舱高度/米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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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昆明-兰坪

起飞机场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降落机场

怒江兰坪丰华通用机场

飞行时间

1小时

机型

飞鸿300

运营商

七彩通航

单程票价

约700元

怒江兰坪丰华机场于2019年正
式通航，由七彩云南通用航空公司运
营执飞该定期航班，飞行时间约1.5小
时，每班可搭乘8名乘客。随着更多的
通用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可提供更多
的适合高高原机场的机型来执飞，兰
坪丰华机场的航班数量及短途运输
能力将逐步增多和提高。

航线介绍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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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位于中国的西南

部，这里四季温暖如春，所以也被美誉为“春

城”，它也曾经是滇池流域“青铜文化”的中

心。与任何一座大型城市一样，除了四通八

达的城市交通、林立的高楼外，这里却比其

他城市多了一份闲适，有着四季都开不败的

鲜花，仿若一个大型的城市花园一般。城市

里蕴藏着多个景色秀丽的风景区，把城市和

自然结合得异常巧妙。当然，昆明的美食也是

吸引游客前来的重要理由，让游客惊讶米线

竟然也是人间美味。除了美丽的风景外，这

里的风土人情是云南红土地上绚丽的瑰宝。

聚集了多个少数民族居民的优势，让昆明的

民俗文化更加多元化，让游客能感受到淳朴

热情的民族文化。

云南兰坪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

怒江中游，因怒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而得名。

怒江州是中缅滇藏的结合部，有长达449.5

千米的国界线。怒江州是中国唯一的傈僳族

自治州，其中独龙族和怒族是怒江所特有的

少数民族，怒江州是中国民族族别成分最多

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自治州。 

怒江地区拥有怒江第一湾、石月亮、独

龙江、双纳瓦底老虎跳峡谷和抗英纪念碑等

众多风景名胜，同时多民族所带来的不同民

俗也同样丰富多彩，尤以傈僳族的刀杆节，

独龙族的镖牛习俗最为独特。各民族均有不

同的宗教信仰，原始宗教、喇嘛教、天主教、

基督教并存。傈僳族和独龙族村寨的垛木房

及生产、生活用具独具民族特色。傈僳族信

仰原始宗教，保存有原始图腾崇拜的遗迹，有

“伴朵”“迪母瓦”“盍什”等民俗节日。

昆明

兰坪

飞鸿300

最高巡航高度/米

13716
最多座位数/个

10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78
6名旅客航程/千米

3650

起飞跑道长度/米

956
客舱高度/米

1.5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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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德令哈-花土沟
-格尔木

起飞机场

海西德令哈机场

降落机场

海西花土沟机场
格尔木机场

飞行时间

1.5小时+1小时

机型

空中国王350

运营商

华夏通航

单程票价

240元+180元

德令哈=花土沟、花土沟=格尔
木、格尔木=德令哈通航短途运输双
向环飞航线于2019年正式通航，这
是全国首条高高原短途运输航线，也
是全国首条三机场双向环飞航线，该
航线在青海航空运输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实现了西北地区通航短途运
输零的突破，在全国民航均属首例。

航线介绍

德令哈

青海花土沟
花土沟镇，位于茫崖市中部，北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接壤。人口3万，以汉族为主。

面积1.1万平方千米。驻有冷湖石油局前线指

挥部为主的有关企事业单位，多数人称其为

小香港。 花土沟镇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

因镇区周围诸多土质山包常年受风蚀雨刷，

形成菊花状沟槽而得名。辖区内的山川，在常

年西北风的风蚀下，形成了独特的雅丹地貌，

其中的仁萨拉城址也成为了一处旅游胜地。

花土沟地广人稀，但是矿产资源极其丰

富，种类繁多。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优势构

成了花土沟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牧区大面

积优质的草原牧场资源，也带给了花土沟这

个小镇新的活力和机遇。

青海花土沟
花土沟镇，位于茫崖市中部，北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接壤。人口3万，以汉族为主。

面积1.1万平方千米。驻有冷湖石油局前线指

挥部为主的有关企事业单位，多数人称其为

小香港。 花土沟镇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

因镇区周围诸多土质山包常年受风蚀雨刷，

形成菊花状沟槽而得名。辖区内的山川，在常

年西北风的风蚀下，形成了独特的雅丹地貌，

其中的仁萨拉城址也成为了一处旅游胜地。

花土沟地广人稀，但是矿产资源极其丰

富，种类繁多。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优势构

成了花土沟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牧区大面

积优质的草原牧场资源，也带给了花土沟这

个小镇新的活力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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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格尔木
格尔木是蒙古语译音，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

是青海连接西藏、新疆、甘肃的战略要塞和中国西部的

交通枢纽，境内有长江源头、万丈盐桥、雪山冰川、昆仑

雪景、瀚海日出、沙漠森林等自然景观。格尔木市拥有

27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历史上西部少数民族游牧的地

区之一，数千年来这一带屡经民族递嬗演变，留下了各

民族别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蒙古族的“那达慕”盛会，

藏族的赛马、赛牛、对歌、拉伊、藏舞等，回族每年举行

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三大节日。多民族文化在格尔

木生根发芽，互相包容，使格尔木逐渐成为了青海省的

一颗璀璨明珠。

青海德令哈
诗人海子写于1988年的诗作《日记》中，一句“姐

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令这座边塞城市广为人知。德令

哈是蒙语“金色的世界”之意，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拥有着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资

源。怀头他拉草原上，镶嵌着一大一小两个绮丽恬静的

湖泊，大的是托素湖，小的是克鲁克湖；不远处的白公

山上有个UFO的标记，传说是外星人遗址，使得白公山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里还有“南丝绸之路”的辅

道文化和吐蕃吐谷浑文化，英雄史诗《汗青格乐》等口

传文学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空中国王350

最高巡航高度/米

10668
最多座位数/个

11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578
最大航程/千米

3345

起飞跑道长度/米

1006
客舱高度/米

1.45
花土沟

格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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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海拉尔-加格达奇

起飞机场

呼伦贝尔东山国际机场

降落机场

加格达奇噶仙机场

飞行时间

1小时

机型

空中国王350

运营商

内蒙古通航

单程票价

724元

海拉尔-加格达奇航线于2017年
正式开通。此航线为内蒙古通航包机
短途运输，由河北中航通航的空中国
王350飞机执行，班期为每日一班。
此航线的开通，将为两地旅客出行提
供便利的同时，促进了两地的经贸往
来、旅游观光和文化交流。

航线介绍

海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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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海拉尔
海拉尔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是呼伦贝尔市政治、经济、文化、医疗、

教育、交通、信息、旅游中心。全市总面积

25.2777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山东省与江

苏省两省面积之和，与俄罗斯、蒙古国有

1733.32千米的边境线。全市拥有12.6万平

方千米森林、10万平方千米草原、2万平方千

米湿地、500多个湖泊、3000多条河流，构

成了中国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生态系统，

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唯一的草原旅游

重点开发地区，境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

界四大草原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

在草原深处,有最原始、最淳朴的自然风光和

风土人情,鄂温克、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

兄弟姐妹将以特有的豪爽、奔放与深情厚意

通过鄂伦春族篝火节、草原那达慕、鄂温克

族瑟宾节、祭敖包等异彩纷呈的民族节日活

动来迎接远方客人的到来。

黑龙江加格达奇
加格达奇区，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地区，是大兴安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和交通枢纽。总面积1587平方千米，其中

林地面积115213公顷，素有“林海静城”“林

海明珠”“新兴林城”和“万里兴安第一城”

之称。

从市区出发西行45千米处可到达国家

重点保护文物——鲜卑祖先最初住过的旧

墟石室——嘎仙洞景区。嘎仙洞位于鄂旗首

府阿里河西10千米处的嘎仙山。在嘎仙山南

侧25米的陡坡悬崖上，赫然一个大洞，洞口

张作菱形。它本是天然的山洞，很早就存在，

当地鄂伦春人流传着许多有关嘎仙的神话。

洞内宏伟宽阔，穹顶浑然天成，足可容纳数

千人。洞内幽暗深邃，神秘莫测，使人感到一

种威严肃穆的恐怖气氛。加格达奇区旅游业

方兴未艾，境内旅游资源丰富，游览佳境不胜

枚举。区内生态环境仍保持较为原始状态，

珍禽奇兽众多，森林景色尤为迷人。
海拉尔

空中国王350

最高巡航高度/米

10668
最多座位数/个

11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578
最大航程/千米

3345

起飞跑道长度/米

1006
客舱高度/米

1.45
加格
达奇

加格
达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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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漠河-黑河

起飞机场

漠河古莲机场

降落机场

黑河瑷珲机场

飞行时间

1小时

机型

空中国王350

运营商

华夏通航

单程票价

300元

华夏通航于2019年正式开通了
黑河-漠河的短途运输航线，每周
三、五、日往返两地，开启新一轮的
“极光”之旅。黑河与漠河两个边境
旅游城市也利用航线紧密连结，持
续扩大通航短途运输在东北地区的
辐射度和影响力，加快促进通用航
空与重点旅游区的深度融合。

航线介绍

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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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漠河
漠河市，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

区，地处黑龙江省北部。北隔黑龙江与俄罗

斯阿穆尔州相望，是中国最北端的县级行政

区。漠河是国内无污染的天然净土之一，是国

家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是中国国内唯一能

够观测北极光，体验极昼、极夜的地方，拥有

中国最北、龙江源头、神奇天象、圣诞世界、

原始石林等垄断性旅游资源；建成北极村、

石林地质公园、圣诞村、观音山、神龙湾、北

红村等多个景区景点。

漠河市是中国气温最低的地方，冬季在

极地大陆气团控制下，气候寒冷、干燥而漫

长。也因此形成了漠河市独具特色的民俗活

动——冰灯。冰灯是集冰雪艺术、雕刻、灯光

与人文故事相结合的综合性艺术，每年都能

吸引成千上万名游客来此欣赏美轮美奂的冰

灯。从拥有“不夜城”称号的神秘北极村再到

美轮美奂，变幻万千的冰灯，无不在显示着

独属于漠河这个中国最北端县级行政区的无

穷魅力。

黑龙江黑河
黑河市，是黑龙江省地级市。黑河市位

于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北麓，境内群山

连绵起伏，沟谷纵横。黑河市森林资源富饶，

是大小兴安岭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拥

有著名的五大连池风景名胜旅游区，五大连

池先后荣获了世界地质公园、中国矿泉水之

乡、国家5A级景区等殊荣。

全市共有包括鄂伦春、鄂温克、俄罗斯、

达斡尔这四个人口较少民族在内的38个少数

民族。多元的民族特色造就了黑河市丰富多

彩的民族节庆活动，比如“国际火山旅游节

暨民俗饮水节”“火山冰雪节”和“中俄文化

大集”等。

漠河

黑河

漠河

空中国王350

最高巡航高度/米

10668
最多座位数/个

11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578
最大航程/千米

3345

起飞跑道长度/米

1006
客舱高度/米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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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太原-大同

起飞机场

太原尧城通用机场

降落机场

黑大同云冈通用机场

飞行时间

20分钟

机型

空中国王350

运营商

成功通航

单程票价

49元

太原尧城-大同云冈航线是成功
通航在2020年新开通的短途客运
航线。成功通航还计划开通长治-大
同航线，届时省内3条短途航线同时
运营，将为太原、大同、长治三个城
市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交通便利,
享受别样的飞行乘坐体验。

航线介绍

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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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
“东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

有“龙城宝地”之誉，古称晋阳或者并州。拿

它和任何一座古都相比，太原在历史上都毫

不逊色，所谓“天王三京，北都其一”。太原

已有2500多年历史，这里自然山水与历史文

物荟萃，是中国古代北方重要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中心。自古以来一直是燕京和西安

之间的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现在的太原是

山西省省会、太原都市圈核心城市，国务院

批复确定的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

太原文物古迹有晋祠、建于明代的永祚

寺、凌霄双塔、龙山石窟、蒙山大佛、祭孔文

庙、晋阳古城遗址以及中国十大石窟之一的

天龙山石窟等名胜古迹。太原的文化生活丰

富多彩，包括山西“省粹”晋剧在内的各种类

型的演出、国际性的展会等一应俱全。作为

全国第一批5G应用城市，太原在拥有厚重历

史底蕴的同时积极尝试高科技领先技术，走

在时代前沿。

山西大同
大同，古称云中、平城，是山西省地级

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晋冀蒙交界地区

中心城市之一、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大同

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能源基地之一，国家重化

工能源基地，神府、准格尔新兴能源区与京

津唐发达工业区的中点。素有“凤凰城”和

“中国煤都”之称。

“北魏帝都”“辽金京华”“明清重

镇”——大同，这座低调的城市，却蕴含着无

限的能量，当古老的气息和异域般的塞外风

情在此交汇之时，大同的面纱被逐渐揭开，

从北魏时期气势恢宏的云冈石窟到辽金时

期的华严寺和善化寺，从神秘而佛道儒交融

的悬空寺再到至今仍仙气缭绕的道教名山恒

山，这座塞外之城将多民族的文化完美地杂

糅到自己的血液中，造出了一个新的却毫无

违和的“大同”。

太原

大同

太原

空中国王350

最高巡航高度/米

10668
最多座位数/个

11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578
最大航程/千米

3345

起飞跑道长度/米

1006
客舱高度/米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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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建德-黄山

起飞机场

建德千岛湖通用机场

降落机场

黄山屯溪国际机场

飞行时间

50分钟

机型

赛斯纳208B

运营商

幸福通航

单程票价

199元

建德-黄山航线于2019年正式
开通，两市间走陆路时间较长，飞行
可以缩短往来时间，留出更多游玩
时间。建德将继续加大与旅行社合
作，共同开拓客源，在旅游景点、高
铁站前广场等地设立直升机临时起
降点等，为开通短途运输、低空旅游
等通航业务提供保障。

航线介绍

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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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建德
建德市，隶属于浙江省杭州市，位于浙

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东与浦江县接壤，南

与兰溪市和龙游县毗邻，西南与衢州市衢江

区相交，西北与淳安县为邻，东北与桐庐县交

界。它是多山之郡——远山如黛，起连绵伏；

它是泗水之城——新安江、寿昌江、兰江和

富春江，四江并矗，奔涌不息；它是中华德文

化发祥地、中华千年文明传承地，同时这里

也是新中国水电事业奠基地和中国首个气候

宜居城市。

浓郁的人文文化赋予了建德十分丰富的

旅游资源，主要是以新安江为中心的东、南、

西三条旅游线：东线是富春江七里泷区“七

里扬帆”景区，似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廊；南

线以灵栖洞天、“江南第一悬空寺”大慈岩为

主；西线是新安江水电站、千岛湖等景观。还

能参观游玩乌龟洞、情人谷、十里荷花景区、

新叶古明屋等景点。

安徽黄山
黄山市古称“徽州”，既是徽商故里，又

是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新安画派、新安医

学、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派盆景等影响

深远，徽剧是京剧的前身，徽菜是中国八大

菜系之一。黄山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皖

南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世界文化遗产。黄山

风景区东邻浙江，南连江西，北与宣城、池州

两市接壤，是长江与钱塘江两大水系的分水

岭。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是黄山最为

人津津乐道的“五绝”。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这是徐霞客两次游览黄山后的感受，也是

世人对黄山最普遍的印象。黄山大大小小

八十二座山峰，或巍峨雄浑，或峻峭秀丽，天

然巧成，尤以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三大

主峰最为惹人神往，无愧天下第一奇山的称

号。除了黄山风景区的壮美景色，黄山市区已

有千年历史的屯溪老街，以及老街上同样历

史悠久的徽菜馆、文房四宝店是了解黄山、了

解徽州文化的最佳去处。

建德

黄山

建德

赛斯纳208B

最高巡航高度/米

7620
最多座位数/个

14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361
最大航程/千米

1785

起飞跑道长度/米

426
客舱高度/米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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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桂林-梧州

起飞机场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降落机场

梧州西江机场

飞行时间

1.5小时

机型

赛斯纳208B

运营商

珠海通航

单程票价

200元

梧州-桂林短途运输航线于
2019年开通。该航线作为广西通航
短途运输项目的首条航线，不仅丰
富了人民群众的出行选择，促进经贸
和文化交流，还能有效盘活支线机
场既有的运输保障资源，利用桂林
机场提升梧州机场运输量，破解支
线机场持续、健康发展难题。

航线介绍

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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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
桂林是世界著名风景游览城市、万年智

慧圣地。桂林也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汉、

壮、苗、瑶、侗、回、京、彝、水、满等多个民

族和谐相处，多民族融合的地域民族文化构

成了桂林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特征。淳朴的民

风、独特的地域文化，使得桂林拥有独特的

农耕、游牧、节庆、服饰、饮食起居、婚丧、建

筑、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特色文化。

因桂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湘西

走廊”的南端，自古也享有“山水甲天下”之

美誉，以山水、人情、风俗和悠闲舒适的生活

而闻名。桂林风景秀丽，有以漓江风光和喀

斯特地貌为代表的山水景观：这里的山，平

地拔起，千姿百态；漓江的水，蜿蜒曲折，明

洁如镜。美人，美景和美食的多重元素形成

了闻名中外的大美桂林。

广西梧州
梧州位于广西东部，与粤、港、澳一水

相连，自古以来便被称作浔江、桂江、西江

的“三江总汇“。梧州是古苍梧郡、古广信

县所在地，是粤语的发源地之一，广府民系

发源地，岭南文化发源地之一，素有“绿城

水都”“百年商埠”“世界人工宝石之都”之

美称。梧州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拥有

4000多年历史，有众多宗教建筑，集佛教、

道教、儒教、天主教、基督教于一身。梧州还

是一个自然生态考察之地，爽岛旅游度假区

湖光山色，交相辉映。

在广西，长期流传着“食在梧州”的说

法。梧州人的饮食，主要以粤菜为主，粤味极

浓，特别讲究色、香、味。梧州的风味小吃有

纸包鸡、艇仔粥、糯米糍、艾糍、炒田螺、豆

浆、龟苓膏、神仙钵、及第粥、肠粉、裹蒸粽、

萝卜糕、伦教糕、马蹄（荸荠）糕、蕉叶糍等。

游在梧州，吃在梧州，再加上得天独厚四季

如春的宜人气候，山城梧州是一个无论哪儿

个季节都值得一去的好地方。

桂林

梧州

桂林

赛斯纳208B

最高巡航高度/米

7620
最多座位数/个

14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361
最大航程/千米

1785

起飞跑道长度/米

426
客舱高度/米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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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北京-锡林浩特

起飞机场

北京密云通用机场

降落机场

锡林浩特机场

飞行时间

1.5小时

机型

赛斯纳208B

运营商

华彬天星

单程票价

198元

锡林浩特至北京密云的往返短
途运输航线于2019年开通，为锡林
郭勒盟更好的开发旅游资源，提升
旅游新业态提供了新机遇。此条航
线是锡林郭勒盟第一条通往区外的
通用航空短途客运航线，有利于加
强与京津冀地区在经贸、投资、旅游
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航线介绍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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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市，古称燕京、北平，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首都，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是全球拥有世界遗产（7处）最多的

城市，也是全球首个拥有世界地质公园的首

都城市。

北京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达200多处，

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祭天神庙天坛，

皇家园林北海公园、颐和园和圆明园，还有

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以及世界上最大的

四合院恭王府等名胜古迹。同时北京也是世

界第八大“美食之城”，居内地之首。北京的

风味小吃历史悠久、品种繁多、用料讲究、制

作精细，堪称有口皆碑。京味小吃的代表有

豆汁儿、艾窝窝、豌豆黄、驴打滚、灌肠、爆

肚、炒肝等。

包容的国际文化交流环境，深厚的历史

名胜底蕴，再加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

京剧、京韵大鼓、景泰蓝等都使北京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世界一线城市，国际大都市。

内蒙古锡林浩特
锡林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首

都北京的正北方，是锡林郭勒盟盟府所在

地。每年都有极具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的传

统“祭敖包”仪式和盛大的“那达慕”大会。

锡林浩特市是蒙古族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保

留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是蒙古族人文特色

最为鲜明的草原旅游胜地，是“长调歌王”

哈扎布的故乡，有内蒙古中西部四大藏传佛

教寺庙之一的贝子庙，还有被国际植物界誉

为欧亚大陆样板草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

音锡勒自然保护区以及锡林河国家级湿地公

园、白银库伦淖尔国家级遗鸥保护区、灰腾

锡勒天然植物园。

锡林浩特地区美食以蒙古族传统饮食

为主，特色饮品有奶茶、锅茶、马奶、奶酒等，

特色主食有干肉包子、黄油卷子、手把肉、

涮羊肉等，奶制品有奶豆腐、黄油、白油、嚼

口、奶皮等，肉制品有牛肉干、手把肉、包油

肝、血肠、烤全羊等。锡林浩特市曾被中国马

业协会授予“中国马都”称号，素有“草原明

珠”的美誉。北京

锡林
浩特

赛斯纳208B

最高巡航高度/米

7620
最多座位数/个

14

最大巡航速度/(千米/时)

361
最大航程/千米

1785

起飞跑道长度/米

426
客舱高度/米

1.37

锡林
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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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Demand Drives Bizav Recovery, but Not Everywhere

 Charles Alcock

B
usiness aviation flight 
activity has seen a 
welcome resurgence in 
recent weeks, with positive 

trends being most evident in areas 
where demand for trips has been 
bolstered by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summer season,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Global Market 
Tracker produced by aviation data 
specialist WingX. Throughout July 
and into the first few days of August, 

activity levels were just 18 percent 
below where they had bee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of 2019, with more 
than 23,000 business aircraft 
operating some 500,000 flight hours.

The European market, which 
historically has always counted on 
higher demand during the peak 
summer period, saw activity levels at 
89 percent of the same time last year. 
By the end of July, WingX’s seven-
day rolling average recorded more 

than 2,200 sectors, compared to 1,800 
at the start of the month and just 452 
during the most severe Covid-19 
restrictions in April. Travel associated 
with events such as the Hungarian 
and British Grand Prix car races 
contributed to the stronger demand.

The recovery trend has not been 
consistent around the world, with U.S. 
activity levels declining in recent 
weeks, apparently in response to 
concerns over rising Covid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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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rates in some states. One month ago, flight hours were within 15 
percent of 2019 levels, but these have now dipped to more than 20 
percent behind pre-Covid rates.

Some states—including New York, New Jersey, and Illinois—
are still seeing flight hour totals around 30 percent below 2019 
levels, while California and Texas have been 20 percent below 
par. By contrast, flights in and out of Colorado and Arizona have 
been at least 5 percent above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Beyond the U.S. and Europe, business aviation traffic trends 
have been far more variable. According to WingX, the African 
market “remains in the doldrums,” while Asia has remained at 
around 20 percent below 2019 levels, Oceania has kept within 
5 percent and South America is “keeping its head above water.” 
Closer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around the world shows traffic 
down overall across the Middle East, but with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recording strong growth. Similarly, Brazil and Colombia 
have achieved growth that is out of step with decline across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Activity in and out of China has been around 
85 percent of 2019 levels, whil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recorded flight hour recoveries in recent months only to see this 
erode in recent weeks.

Back in Europe, flight activity for Germany, Austria, 
Switzerland, Croatia, and Belgium has trended above levels seen 
last year. Spain had shown evidence of recovery in early July, 
only to fall back more recently in the wake of a Covid resurgence. 
Turkey, Russia, and the Netherlands have all achieved “robust” 
recovery, while in the UK, Italy, and Greece this trend has been 
more gradual.

“The mid-summer comeback in business jet activity has been 
weaker than anticipated due to the stop-start lockdowns in the 
U.S.,” commented WingX managing director Richard Koe. “In 
particular, the East Coast is still in a slump and in Florida, the 
recovery engine so far, it is now spluttering.”

WingX says it will watch to see if vacation travel demand 
in Europe continues to boost the private charter sector, while 
expectations in the U.S. market during August remain muted. “The 
missing piece is the corporate market, and we will have to wait 
until the autumn to see how the business traveler adapts,” Koe 
concluded.

Generally speaking, lighter aircraft have continued to be less 
impacted by the Covid-led downturn than larger jets. Heavy and 
ultra-long-range jets have seen demand at, respectively, 30 and 35 
percent below 2019 levels. Meanwhile, very light jet traffic has been 
at around 95 percent of hours logged in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From 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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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the Costs of BizAv Cabin Connectivity?

 David Wyndham

IN
most urban areas, 
Wi-Fi is second only 
to oxygen as being 
expected for free. 

These days, commuter buses and rail 
services offer it – mostly at no cost 
– to fare-paying passenger. Bars, 
coffee shops and restaurants also 
provide it along with water and 
breadsticks.

In a fixed location, provision of 
Wi-Fi is relatively inexpensive. For 
slow-moving vehicles, as long as 
they’re operating in more populated 

areas Wi-Fi is also affordable. All 
of these options use cellular towers 
to send and receive the signals, and 
a small transmitter (or several) to 
disperse the signal.

Where Wi-Fi is concerned, 
aircraft complicate matters. 
Nevertheless, today’s passengers 
expect Wi-Fi on the airplane in the 
same way they receive it on the 
commuter rail.

In North America, many of the 
airlines have a Wi- Fi provision, 
ranging from free of charge up to 

$20 for a day pass. These use Air-To-
Ground (ATG) systems (such as the 
ubiquitous GoGo systems), which use 
cellular towers located across much 
of North America, and switching 
technologies that allow for smooth 
and continuous signals.

Personal and business aircraft 
have similar ATG options that, 
thanks to growing technology, are 
smaller and lighter in weight than the 
systems available a few years ago. 
ATG systems are primarily limited to 
Nor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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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Business jets travelling 

internationally have for many years 
communicated globally using satellite 
phones. While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types of satellite systems 
with varying coverages, there are 
ultimately few places on the planet 
where a signal cannot be received 
– even on polar routes. Satellite 
systems that offer HD, streaming, and 
broadband are available.

As we’ll discuss, costs vary 
between ‘costly’, going to ‘well 
beyond expensive’. (Of course, the 
costs you pay are all relative to the 
business sense for the system you use.) 
So, what are the main factors in the 
cabin connectivity puzzle that will 
help you choose the right amount of 
connectivity for your needs?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key 
pieces…

◈ Size: Powerful satellite-based 
systems weigh much more than an 
ATG system. What fits on an Ultra-
Long-Range business jet will not fit 
on a Turboprop or Light Jet.

◈ Duration: How long are 
the flights you’ll be making? A 
30-minute hop in a smaller Turboprop 
will not need the same system as 
flights lasting two hours. Short trips 
typically require some basic text and 
email capability. Longer trips (i.e. 
transcontinental and oceanic) require/
use much more data of any kind.

◈ Who: This consideration 
includes both flight crew and 
passengers. The more people 
needing to use the system, the more 
throughput (data volume per second) 
will be needed. Think of the data 
like water at home. One person 
washing their hands needs only a low 
flow/volume of water. Three people 

showering while the lawn is being 
watered need high flow/volume. Four 
passengers versus eight passengers 
plus crew will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to deliver the same 
performance.

◈ What: In terms of throughput 
capacity, it is roughly ordered by text, 
email, browsing, calls, and live video 
streams. What are the data needs of 
your passengers? A corporate shuttle 
may need strong email and some 
browsing capacity. A family flying for 
several hours with children may want 
to stream a couple of movies, or even 
live video games.

◈ What is the Cost of Business 
Aircraft Connectivity?

Installation costs vary by system 
and by aircraft model. The antennas 
mount externally with connections, 
wiring and routers being internal. 
Different aircraft models present 
different challenges in antenna 
placement, as well as how and where 
wiring can be installed.

In Large Cabin Jets especially, 
interior configurations not only 
dictate where equipment can be 
installed, but also signal strengths. 
The following costs are, therefore, 
approximate:

◈ Basic ATG systems (for 
Turboprops and Light Jets, for 
example) can run between $100k-150k 
installed. These give you text, email, 
browsing and some voice capacity for 
four people.

◈ Upgrading to a more powerful 
ATG can cost approximately $200k 
installed, but provides greater speeds 
and allows for video streaming.

◈ Satellite-based systems 
vary even more, but plan on 
spending $650,000, or more, for 

the installation. Data costs are also 
extremely variable and are based on 
how much data is consumed, along 
with the connection speed.

◈ Plan on up to $1,000 per 
month for basic ATG (less when 
flying infrequently or on short legs).

◈ ATG data fees for the higher 
speeds with a lot of use can run to 
$50,000 to $60,000 per year.

◈ Satellite systems that have 
High Definition, streaming and 
broadband can run as high as that 
monthly.

Charter operators that charge 
the user for the data need to let 
passengers know what the costs are 
in terms the passengers understand. 
As an example, $6.95/Mb is less 
understood than $100 for a 30- 
minute television show.

Moreover, not every flight will 
need the maximum data and speed 
capability available. Connectivity 
providers today offer options that 
reduce (throttle) the data stream 
when usage is low. Satellite providers 
monitor their satellites and air traffic, 
and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crew 
in advance of flying into areas with 
poor coverage or high density use so 
they can warn passengers to reduce 
their usage while flying in those area.

One last consideration is data 
security. If your company is working 
on truly secret data, the connection 
needs to be secure from airplane, to 
satellite, to ground server, to your 
corporate server.

You can expect Enterprise- or 
even Government-Certified levels of 
security to add both cost and the need 
for skilled IT management.

(From Av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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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ill Bizav Flyers Get Back to Business?

 Rolland Vincent

L
ooking back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t is 
readily apparent that we 
are currently navigating 

through unknown skies.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preowned business jet 
transactions—a good bellwether for 
the health of the business and general 
aviation sector—were actually doing 
reasonably well. The volume of retail 
sales and leases to end-user customers 
was up about 4 percent globally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20 over last 

year, according to JetNet databases. 
In the first-quarter JetNet iQ Survey, 
the sentiment of the business aircraft 
owner/operator community improv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ven quarters, up 
more than 9 percentage points from 
the fourth quarter. All was well.

On June 8, the U.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announced what everyone already 
knew: that February 2020 was a peak 
in activity and the longest economic 
expansion in U.S. history going back 

to pre-U.S. Civil War days—a record 
128 consecutive months—had come to 
a shattering halt. In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NBER officials 
pronounced the arrival of the Covid-19 
recess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quarter, not bothering to wait until all 
of the numbers came in to verify that 
two consecutive quarters of decline had 
in fact occurred. All was not so well.

There is nothing “usual” about 
the recession, nor the Covid-19 Black 
Swan. Workplace disruption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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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from-home arrangements, employee 
furloughs, and involuntary reductions 
in force (IRIF) are today the norm, 
with immeasurable impacts on 
productivity, costs, and customer 
service levels. Within the aerospace 
community, the sudden double 
whammy of lower customer demand 
and disrupted supply chains has 
been wreaking havoc on company 
financials, the details of which are 
only now coming into the sharp 
light of day with the second-quarter 
earnings weeks upon us. All eyes and 
ears on earnings report-outs.

For all sectors of civil aviation, 
from the commercial passenger and 
cargo carriers to business and general 
aviation (B&GA) aircraft, a healthy 
world economy and wide-open 
borders are vital to a return to growth.

Unfortunately, country 
forecasts where the vast majority 
of B&GA aircraft are based now 
suggest that GDP will shrink by 5 
to 10 percent on average in 2020—
a staggering development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generally positive 
outlook just five months ago. This 
week, the chief economist of a 
major U.S. bank indicated that he 
expected it to be at least two years 
before the U.S. GDP would recover to 
pre-Covid levels.

With pervasive quarantining and 
other border restrictions, international 
flying has been especially curtailed 
since mid-March, placing large-
cabin, long-range aircraft in the 
unusual position of being behind the 
industry’s flight operations recovery 
curve. This sector of the market 
famously declin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harp industry downturn post-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ueling 

a long, steady recovery that extended 
into early 2020.

While recovery in overall 
business aircraft utilization levels is 
indeed heartening, much of this flying 
is for personal/leisure purposes. A 
fuller recovery—with HNWIs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traveling for the 
purposes of conducting business (i.e. 
business reasons)—so far seems to be 
about as elusive as The Holy Grail. 
This extends, of course, from people 
getting aboard a business aircraft to 
people boarding a commercial airliner.

With now-countless industry 
conferences, airshows, and face-to-
face meetings relegated to the Zoom 
box on our desks, we suspect that it 
will be quite some time before many 
people will again feel comfortable 
getting into a commercial airport 
environment and aboard an aluminum 
tube with 150 or more people in 
tight proximity. We fully expect 
that the recovery of the commercial 
air carrier industry will take longer 
than business aviation, with intense 
pressures to downsize and consolidate 
affecting service levels and pricing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ith phones ringing and 
turbines twirling, many Part 135 
operators of business aircraft are well 
positioned to grow their businesses 
and experiment with new business 
models to broaden their appeal to a 
wider community of customers, even 
if to serve only a portion of their 
overall travel needs.

The constant challenge is in 
managing customer expectations about 
pricing, and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both human and canine) 
and associated paraphernalia that can 
be squeezed into a Learjet 35 for that 

flight from an old Long Island air 
base to the paradise of Palm Beach, 
Florida. But JetBlue, Delta, and others 
offering low New York-Florida fares 
and frequent flyer miles will be well 
positioned to ultimately win some of 
their loyalty back over time.

Good news is that U.
S. consumers—and the business 
aircraft owner/operator community—
were in relatively good sha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cession, with 
relatively low debt and good access 
to low-cost credit. The U.S. and other 
governments moved quickly and 
decisively to introduce safety-net and 
life-support measures to backstop 
their economies, and seem ready 
to do more as needed to kick-start 
recoveries.

Although some of the more 
traditional sectors like store-front 
retailers have suffered in the Covid-19 
period, online shopping remains all 
the rage, accelerating a transition 
that had been already underway 
in the sector. As usual, business 
aviation customers like Jeff Bezos, 
Bill Gates, and Elon Musk were well 
ahead of this trend, positioning their 
businesses for unprecedented success 
in today’s and tomorrow’s markets.

While the economic slump might 
have already ended after the second 
quarter, the potential for a double-
dip U.S. recession is real. While 
some might prefer to call such a 
recovery W-shaped, the semantics are 
unimportant in the face of a massive 
amount of uncertainty facing the U.
S. econom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This is already a year to 
remember—or should we say forget?

(From 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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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EMS) providers 
could benefit as early 
adopters of eVTOL 

aircraft, according to experts 
speaking in an NBAA webinar on 
July 31. This type of application, they 
argued, could also help to build 
public acceptance of the new 
technology, especially for urban air 
mobility operations.

The event was held on the same 
day that China’s EHang announced 
plans to use its 216 Autonomous 
Aerial Vehicle (AAV) for fire-
fighting. Webinar attendees also 

heard from startup Jump Aero, which 
is developing an eVTOL specifically 
for use by first responders.

According to Yolanka Wulff, c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ommunity 
Air Mobility Initiative, EMS missions 
using eVTOLs will generally not 
need as much new infrastructure 
as applications such as air taxi 
services. In her view, new airspace 
infrastructure is probably more of 
a challenge overall than ground 
infrastructure, and she urged the 
industry to try to enlist the support of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in pushing for 
progress on this front.

Wulff said building support 
for EMS applications with public 
officials will be help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aid 
the wider community. “It has a 
clear public benefit,” she stated. 
“Everybody understands when a 
medevac helicopter flies overhead that 
there is a public benefit.” So while 
she believes more complex eVTOL 
applications could take another 10 or 
more years to get established, EMS 
could “come much more quickly.”

While all speakers 
acknowledged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s facing eVTOL pioneers, 

EmergencyEmergency  
First Response Could Boost Urban Air Mobility

 Charles Alcock

内文.indd   98内文.indd   98 2020/8/31   下午6:342020/8/31   下午6:3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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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aircraft manufacturers getting their new 
designs certified is a more immediate issue. 
In this regard, how EMS operations are 
categorized by regulators is a significant 
consideration.

Jump Aero maintains that its aircraft 
will be flown by a first responder and will be 
able to land on a city street to provide quick 
assistance to injured or sick people. Initially, 
it will operate purely under VFR rules.

According to Jump Aero co-founder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lead Katerina 
Barilov, there are around 3.4 million 
time-critical emergencies in the U.S. and 
survival rates directly correlate to the time 
it takes for patients to receive first aid. “The 
average response time is eight minutes and 
eVTOLs could halve this and so would have 
a very quick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EMS operations],” she said.

The company will argue that the EMS 
use of its aircraft will not be on a commercial 
basis. Barilov said it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EMS organizations already employ significant 
numbers of personnel holding private pilot 
licenses or people who are willing and able to 
learn to operate the aircraft. It said eVTOLs 
could be used in much the same way that 
some first responders use motorbikes today, 
albeit much faster with speeds of up to 200 
mph. Jump Aero also is considering a two-seat 
version of the aircraft.Meanwhile, EHang last 
week revealed the 216F firefighting version of 
its two-seat 216 AAV. The company said the 
autonomous aircraft could be deployed within 
a radius of around three miles to provide an 
initial response to building fires before fire 
crews can reach the scene in trucks.

The aircraft would be able to carry 
almost 570 gallons of fire-suppressing 
foam and six fire-extinguishing “bombs.” 
Operating at altitudes of almost 2,000 feet, 
the 216F would use a camera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before deploying a laser-

aiming device to deploy the fire-fighting 
materials.

According to EHang, the aircraft 
will be especially well suited to dealing 
with fires in high-rise buildings. It is 
unclear when the AAV will achieve 
type certification, but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has granted 
the company significant flexibility in 
conducting trial operations of various 
applications, including sightseeing trips 
and providing support for medical teams 
dealing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EHang appears to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for the fire service in the 
Chinese city of Yunfu to start using the 
216F. In a press release announcing the 
new model, local fire chief Weiqiang Chen 
mad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is a race against death.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rapid response 
and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the EHang 
AAV platform, we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efforts.”

Jaunt Air Mobility has plans for an 
emergency medical version of its eVTOL 
family. The Jaunt Jambulance is being 
developed in tandem with the Jaunt Journey 
air taxi, the Jaunt Joust (for military missions) 
and the Jaunt Geap (for package delivery).

The compound helicopter design 
features both a main rotor and a fixed-wing 
with propellers and is targetted to achieve 
FAA Part 29 type certification by the end of 
2025 (to be followed by autonomous versions 
in 2029). U.S.-based Jaunt, which is one of 
eight partners in the Uber Elevate urban 
air mobility program, is partnered with 
Honeywell (providing avionics, navigation 
systems,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and 
connectivity systems), the Triumph Group 
(engineering services) and BAE Systems 
(energy management).

(From AIN)

内文.indd   99内文.indd   99 2020/8/31   下午6:342020/8/31   下午6:34



100

内文.indd   100内文.indd   100 2020/9/1   下午2:452020/9/1   下午2:45



 
 
    
   HistoryItem_V1
   SimpleBooklet
        
     创建一个新文档
     序列: consecutive
     印张大小: large enough for 100% scale
     前后: 常规
     对齐: centre each page in its half of sheet
      

        
     0
     CentrePages
     Inline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None
     1
     0.0000
     1
     0
     0
     16
     Consec
     602
     408
    
     0
     Sufficient
            
       CurrentAVDoc
          

     1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9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