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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使用飞行模拟器？

● 低初始投资成本——比起一架飞机，一台专业飞行训练模拟器便宜多了！
● 低运营成本——不需停机费、加油、保险等运营费用；
● 低维修保养成本——不需定期换油、换零件，保养维修费用低；
● 安全——模拟飞行，可重复练习；
● 容易升级——软硬件皆可升级成更高级的飞行模拟器；
● 可变换机种——一台模拟飞行器可做不同机种的飞行训练；
● 训练飞行不同天候——电脑软件可提供不同地形、天候的模拟飞行训练。

美国精密飞行控制公司

专业飞行训练模拟器领导者！

美国精密飞行控制公司创立于 1990 年，以研发、生产专业飞行训练仪器

及相关软硬件着称于世。我们以向飞行员及飞行训练中心提供高水平、

售价合理的飞行训练设备为宗旨，对创新改良精益求精，对产品品质高

度要求。20 年来，美国精密飞行控制公司已为许多飞行学校、FBO 和其

它航空相关产业提供低投资、高收益的工具，并以稳健的制造力和竞争

性的低售价成为专业飞行训练设备仪器市场的领导者之一。

扫码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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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兵团七十五团投入近 3
千万元建通航机场

12 月 21 日，在新疆兵团四师七十五团三连在建
通用航空机场施工现场看到，工人在清理工地杂物，
机场已初具雏形。

据介绍，该团通过争取中央资金和自筹资金共计
2977 万元，在该团三连新建一个通用航空机场，将建
造1000米×23米的跑道一条，两侧各设1.5米宽道肩；
建设 63.5 米 ×10.5 米机场联络道一条；修建尺寸为
85 米 ×63.5 米的停机坪 3 个，并配套建设机务综合
用房 393 平方米及蓄水池一个，机场建设将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前竣工。机场建成后，该团 10.4 万亩农
作物将全面实现飞机喷洒农药，实现农田农药喷洒机
械化。

摘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

南通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
通过省发改委批复

12 月 31 日，《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通兴东机场
航站区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正式下发，标
志着南通机场新候机楼项目实质性启动。

南通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按照年 400 万旅客吞
吐量设计，建设建筑面积 5.1 万平方米的新综合候机
楼，相当于 8 个老候机面积之和。设有 11 个登机廊桥，
24 个国内、6 个国际值机柜台，贵宾区 11 个独立休
息室，2300 平方米观光平台，1400 平方米绿化内庭
等相关配套设施。目前，已完成方案设计和“三通一平”
工作，前期工作正抓紧推进，预计 2016 年全面开工
建设，2018 年竣工投入使用，进一步提升机场的服务
形象和保障能力。

摘录于南通兴东机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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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永川大安通用机场今日开建

12 月 29 日，重庆市永川大安通用机场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从而实现了永川机场建设工作零的突破，
是永川交通建设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该项目是重庆市政府确定的 2015 年通用机场重
点建设项目，规划为一类通用机场，场址位于大安
街道铜鼓村、陈食街道卢家岩村，总占地约 80.9 公
顷（1213.5 亩）。本期飞行区指标为 2B，跑道长度
1000 米，宽 30 米，为仪表跑道。本期工程总投资约
4.86 亿元。

大安通用机场建成后，除了提供应急救援外，还
将拓展机场功能，适应地区经济、商务活动需要，开
通固定翼小飞机、直升机的低空商务航线。

摘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

三亚凤凰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启用

12 月 31 日，随着停靠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下
简称 " 凤凰机场 "）2 号廊桥的 EU2207 航班顺利推出
起飞，标志着凤凰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上
午 9：30，凤凰机场在 T2 航站楼以新闻发布会的方
式举行了简短的启用仪式，庆祝 T2 航站楼正式启用。

T2 航站楼是凤凰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的重点项目
之一，投资金额 2.23 亿元，于 2014 年 12 月开工，
2015 年 12 月竣工并通过验收。T2 航站楼建筑高度
13.22 米，上下共 2 层 , 上下楼层在功能上相对独立，
空侧通过连廊，陆侧通过高架桥与 T1 航站楼连接。
T2 航站楼的一层主要划分为远机位候机区、出港行李
分拣区、设备间及工作、商业区；二层主要划分为出
港值机区、安检区、近机位候机区。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民航二所承担的两项安全能力
建设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2015 年 12 月 17 日和 18 日，民航二所空
管所承担的两个民航安全能力建设项目：《面向
安全与运行效率的通信导航监视新技术应用研究》
和《导航监视关键设备运行风险评估》，顺利通
过民航局空管办组织的评审验收。

《面向安全与运行效率的通信导航监视新技
术应用研究》，是在我国已具备在多点定位、场
面引导与控制、ADS-BS 模式等技术研究的基础
上，开展面向安全与运行效率的通信导航监视新
技术应用研究，加速推进通信导航监视新技术在
中国民航的应用，着力解决民航流量快速增长而
带来的安全和效率问题。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

我国南沙永暑礁新建机场
试飞成功

2016 年 1 月 6 日，中国政府征用的两架民
航客机先后从海口美兰机场起飞，经过近 2 小时
的飞行于 10 时 21 分、10 时 46 分平稳降落南沙
永暑礁新建机场并于当日下午返回海口，试飞成
功。

据了解，南海上空是国际航班飞行最为繁忙
的空域之一，永暑礁新建机场可提升南海地区空
中交通服务能力，提供更加全面的航空气象、航
行情报、通信导航监视等空中交通信息，为航班
追踪、搜寻救援提供空地支持，使飞行更为安全
可靠。

永暑礁新建机场位于我国南沙永暑礁上，是
我国目前最南端的一座机场。

摘录于新华网



民航报导
China Civil Aviation Report8 民航报导

China Civil Aviation Report 9

珠海机场：外籍公务机临
时进出境获批

记者日前从市口岸局获悉，国家口
岸办于 12 月 22 日批复同意外籍公务机
从珠海机场临时进出境。标志着珠海机
场向国际化运营再次迈出坚实一步。

为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市政府
积极推进珠海机场“公务机临时口岸”
运作模式。在国家、省有关部门及驻珠
口岸查验单位支持下，该运作模式获得
国家口岸办肯定，并同意外籍公务机从
珠海机场临时出入境。根据市政府的工
作安排，预计外籍公务机首航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摘录于珠海特区报

塘厦通用机场选址初定观澜湖
高球场

12月15日，《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在东莞市总规委员会 2015 年第三次会议上以全票赞
成的票数通过审议——未来 15 年，东莞将被打造成
一个“国际制造名城”和“现代生态都市”，这座城
市内将容纳 950 万常住人口，同时，在航空交通方面，
东莞未来将发展通用航空，在桥头、水乡、塘厦、清溪、
松山湖、生态园、横岗港将建设 7 个通用机场。

而据广州日报消息，14 日从塘厦镇获悉，规划建
于该镇的通用机场场址初定观澜湖高尔夫球场，地处
莞深高速公路、龙林高速的接合部。选址此处，可满
足航空旅游和高端商务需求，并可承担公路交通以及
塘厦新医院（规划三甲医院）的应急救援功能。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博鳌机场将于 3 月中旬达试运
行条件

1 月 6 日，记者从海航方面获悉，博鳌机场建设
项目按计划顺利推进，预计今年 3 月中旬达到试运行
条件，届时可服务于将在 3 月 22 日开幕的 2016 年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

博鳌机场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潘建介绍，目
前博鳌机场的整体工程已经完成 90%。博鳌机场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正式开工建设，现已取得阶段性的
成果。

据介绍，博鳌机场按满足 2020 年旅客吞吐量
48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440 吨的目标设计。项目用
地 2732 亩，总投资约 11.27 亿元。本期工程跑道长
2600 米，宽 45 米；飞行区等级 4C，可起降空中客
车 A320、播音 737 等客机；建设 26 个机位的停机坪；
航站楼面积 9000 平米；配套建设通信、导航、气象、
供电、供水、供油、消防救援、污水处理等辅助生产设施。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陕西安康机场迁建工程全
面开工

陕西安康机场迁建工程 PPP 项目
签约仪式暨加快建设现场会顺利召开。
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省交通厅、省电
力公司、省交建集团、集团机场建设指
挥部等中省单位及安康市四大班子、市
直部门负责人参加。安康市委书记郭青
宣布安康机场迁建工程全面开工。

安康机场迁建工程总投资 23.4 亿
元，工程一期按 2020 年旅客吞吐量 3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750 吨的目标设计，
飞行区等级指标为 4C，计划于 2018 年
9 月建成投运。该项目已被列为财政部
第二批 PPP 合作示范项目，也是国内机
场建设领域首个 PPP 示范项目。

摘录于西部机场集团安康机场有限公司

澳门国际机场加入中国民用机场
协会

12 月中旬召开的中国民用机场协会第三届会员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澳门国际机场专营股份有限公司
（CAM）获各成员机场代表表决通过加入协会，CAM
执行委员会主席邓军博士增选为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
长。

中国民用机场协会是以中国民用机场为主体，由
全国民用机场、相关企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自愿结成
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协会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25 日，总部设在北京。截止 2015 年 10
月，协会共有会员单位 212 个，其中机场会员 174 个，
非机场会员 38 个。目前管理机构设有常务理事单位 24
个，理事单位 49 个。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我国发布首批无人机系统团体标准

在近日举行的标准化协会理事会及技术委员会成
立大会上，协会秘书长、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总工
程师徐明颁布了《无人机系统术语》和《民用无人机系
统分类及分级》两项团体标准。这是我国发布的首批无
人机系统团体标准，标志着“野蛮生长”的无人机产业
将步入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本次大会上，与会专家讨论并通过了《无人机系统
术语》《民用无人机系统分类及分级》两项团体标准。
其中，《无人机系统术语》针对无人机系统设计、生产、
消费、使用和监管，主要规定基础术语、无人机平台、
任务载荷、控制站、数据链、保障与维护等 6 方面的术
语定义；《民用无人机系统分类及分级》标准针对民用
无人机系统的安全监管和研制生产，主要规定了民用无
人机系统按平台构型、起飞／空机重量或气囊体系、动
能、目视视觉接触操作、控制方式、感知与规避能力、
最大设计使用高度、最大空速、实时操作距离、续航时
间等 16 个维度的分类和分级要求。

摘录于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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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机场改扩建等项目
审批权下放省政府

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消息，1
月 8 日，发改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下放部分交通项目审批权和简化审
批程序的通知》，该通知称，经报国务
院同意，对其承担的部分中央政府投资
交通项目审批权予以下放和简化程序，
包括机场改扩建等项目（增建跑道除外），
均下放至省级政府审批。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民航局修订《中国民用航空
ADS-B 实施规划》

为使中国民航 ADS-B 实施工作更加贴近实际应用
需求，日前，民航局对 2012 年公布的《中国民用航
空 ADS-B 实施规划》（以下简称《实施规划》）中的
ADS-B 具体实施阶段，航路、航线及机场 ADS-B 监视
运行实施计划和通用航空实施规划等内容进行了修订与
调整。

根据修订后的《实施规划》，ADS-B 的具体实施阶
段将根据全国 ADS-B 系统工程建设项目批复与实施进展
情况调整，使之能够更加贴近运行实际与项目实施需求；
在 ADS-B 的实施计划表方面，修订后的《实施规划》结
合空域总体规划，对航路、航线及机场 ADS-B 监视运行
实施计划进行了梳理与调整，制定出了详细的实施计划
表，为各航空公司制定机载设备加改装计划提供了更加
翔实的参考；在通用航空的 ADS-B 应用方面，修订后的
《实施规划》结合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有关工作进
展与系统工程项目批复内容，对通用航空实施规划内容
进行了修订与调整，以更好地支撑通用航空监视服务的
技术需求。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

沈阳首架警用直升机近期将首飞

1 月 7 日，在沈阳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专题协商
中，市领导透露，今年沈阳将采取“先租后买”的方式
引进警用直升机，努力打造城市“立体安全网”。

近期，沈阳首架承担应急救援、反恐等任务的直升
机将迎来首飞。据了解，首架警用直升机投入使用，将
有效加强沈阳空中治安巡逻、维稳处突、反恐防暴、追
捕罪犯、交通监管、搜索营救及大型活动安保等各项重
点公安工作，形成“空地联动”的现代警务机制。同时，
针对暴雨、洪水等恶劣天气，警用直升机还将发挥抢险
救灾、紧急医疗救护等重要作用。

摘录于沈阳晚报

湖南永州零陵机场 PBN
飞行程序试飞成功

12 月 29 日，中南局成功组织永州
零陵机场 PBN 飞行程序验证试飞工作。
12 时 40 分，承担试飞任务的南方航空
公司一架A320飞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
标志着中南局按照民航局 PBN 实施路线
图完成了现运行的 27 个运输机场 PBN
飞行程序试飞工作，2016 年中南地区所
有运输机场将具有 RNAV-1、RNP-1 进
离场以及 RNPAPCH 进近程序（除在改
扩建的襄阳刘集、怀化芷江机场、迁建
的梧州机场外）。

经过 2 小时的实地试飞，试飞机
组完成了永州零陵机场 PBN 飞行程序
全部进离场、进近和复飞程序；通信
导航、跑道灯光设施设备、净空等方
面的验证检查工作，同时，机场将增加
RNPAPCH 进近方式类精密进近标准，
不再仅有 NDB 进离场程序，提高了机场
的安全运行正常保障能力。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网站

沈阳法库通航机场获批全国首批
航空飞行营地

记者从沈阳市法库县政府了解到，法库通航机场
日前被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为全国首批航空飞行营地。
据最新消息，法库通航机场已累计引进企业 20 余家，
涵盖研发制造、运营服务、飞行培训等通航全产业链。
目前，法库通航机场可满足运十二以下通用机型飞行
活动，可开展私照、运动驾照飞行员培训科目。

摘录于中国新闻网

郑州公布 2020 年通航规划 将建
大批通用机场

1 月 5 日，郑州市出台《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发
展通用航空产业的意见》（简称《意见》）。根据《意
见》，郑州市将依托新郑国际机场、上街通用机场，
在登封、中牟、新密、新郑、巩义规划一批通用机场。

此外，郑州还将在主城区的广场、公园、大型绿
地、医院、大型交通枢纽站点、大型宾馆等地统筹规
划一批直升机通用机场，满足医疗救护、应急救援、
空中巡查、气象探测、城市消防、旅游等需要。主城
区外的景区、大型工厂、高速公路旁边等有条件的区
域均可设立直升机通用机场，在建设条件允许、经济
可行的前提下，可预留固定翼飞机起降场地，以满足
未来固定翼通航飞行的需要。

《意见》显示，将会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和补贴措
施，降低购机门槛，刺激私人购机需求，带动飞行私
照培训、航空旅游观光、航空运动等一系列消费通航
产业的发展。郑州还将积极拓展通航产业领域和拉长
通航产业链条，着力推进研发制造、通航运输、航空
会展及 FBO（固定基地运营商）四大重点产业的发展，
提供好各项服务。

摘录于大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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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航空运动学校成为中国航
空运动协会首批国家级航空飞

日前，记者从省体育局获悉，省航空运动学校和
甘肃酒泉百立通航公司，被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
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命名为中国航
空运动协会首批国家级航空飞行营地并可正式运营。

飞行营地成立以后，双方可共同为大众提供航空
消费、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培训、飞行器维护保养、空
中旅游、航拍航测，通用航空作业等航空体育产品和
服务，同时可以承接国际国内航空综合赛事和飞行表
演等。甘肃省航空运动学校和甘肃酒泉百立通航公司
经过近一年的申报和前期大量的准备工作，双方同时
成为我省航空飞行营地的代表，这将为我省东西两翼
满足大众航空体育消费需求提供了平台，为推动全省
航空体育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摘录于兰州日报 

温州修编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规划 
将新建 26 起降点

温州市“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规划”讨论会近日
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通航领导小
组组长卓高柱主持，市应急办、市民政局等 7 家单
位相关负责人参加。2013 年温州曾出台《温州市航
空应急救援综合体系规划》，如今，根据实际情况，
该《规划》需予以修编。该会议旨在讨论修编方向
和具体内容。且修编规划中一出“重头戏”就是把
通航产业纳入其中。

今年，我市的通航产业发展规划出台后，苍南、
泰顺、文成等地均有通航机场规划，因此，原规划
中初定平阳的救援基地可能会“迁移”，但会考虑
在平阳设保障点；并且，飞机起降点规划将从原来
的几十个增加到 100 余个，2016 年初步新建 26 个
起降点；此外，随着通航民企的入驻，救援设备除
了“东一飞”以外，将把通航民企纳入其中。

摘录于温州都市报

北京监管局完成定陵机场换证审
定的现场审定工作

1 月 6 日，北京监管局开展了定陵机场换证审
定的现场审定工作，顺利完成了现场审定要求的各
项规定程序。

审定组重点从人员素质、飞行区、标志标记牌、
应急救援、应急救护、消防、航空安保、空管、航
空油料等方面开展检查，经 6 个专业小组检查，共
计发现问题 29 项，其中换证前必改项 16 项，限期
整改项 10 项，建议项 3 项。我局将及时跟进问题
整改情况，待换证前必改项复查通过后，将审定意
见和审核批复后的《定陵机场使用手册》一并上报
管理局。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北京安全监督管理局

郑州机场二期扩建空管工程通
过行业验收

12 月 28 至 29 日，中南局开展郑州机场二期扩
建空管工程行业验收工作。验收小组对空管工程第一
阶段和机场塔台过渡工程两个项目的航管系统、导航
工程、通讯工程和气象工程和航管小区建设情况进行
了现场检查，听取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
单位的汇报。通过查验各类资料、测试报告、现场查
验等方式，检查组较为全面的对该空管工程进行了验
收，原则同意该工程通过行业验收，并要求建设单位
民航中南地区空管局认真落实整改意见，确保及时投
入使用。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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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通用机场计划明年 11 月投用

珠海通用机场是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也是珠海推
动航空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场址报批工作
已圆满结束，正式定址斗门莲洲，项目总投资 7.4 亿元，
计划在 2016 年 11 月建成投入使用。

摘录于南方网

惠州机场开启商务航空新模式

广东惠州机场与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翼通商务航空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通公司”）签订了《惠州
机场商务航空业务合作协议》，标志着惠州机场正式开
启商务航空服务新模式。翼通公司是广东省国资委改革
创新试点企业，主要经营包括商务机地面保障、商务机
租赁、外站代理、航务代理、机库停放等业务。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缓解航班航线不足 黄果树机场拟建
新跑道

1 月 7 日，记者从黄果树机场获悉，6 日，民航专
家组对我市黄果树机场进行总体规划评审会现场勘察，
就黄果树机场的地质、地貌等相关情况进行平审。

黄果树机场是我市唯一的机场，近几年来，随着不
断的发展，吞吐量的上升，机场现已不能满足现状。因
机场属军民共用，军机、无人机、试飞研制任务繁重，
冲突很大。从前年开始，就决定重新建立一条新的跑道。
去年请民航机场建设集团，西南设计院为机场构型，北
京中航为机场做了构型，并召开构型会，经过请北京民
航的各方的专家进行了一个论证，论证后通过了一个构
型，决定在现有的跑道上向北平移 1235 米，新建一条
完全独立跑道。

摘录于安顺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