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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界将要开放低空发展通用航空的议论已经持续有一段时间了。

我在 2012 年 EAA 大会（美国飞来者大会）第二次主办了中国馆活动，活

动现场听到很多关于中国到底是不是真的低空要开放的疑问。尽管中国通航

界最近这两年有一些大动作，比如收购美国西锐，中国一个航空制造商买下

豪客比奇公务喷气机和通用航空运营商豪客比奇的新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

球。这些事件却说明不了中国有任何通用航空的计划，也不意味着中国的通

航产业有什么发展。

今年 EAA 飞来者大会的中国馆活动上，来自郑州市的代表团获得了很

多曝光机会。由吴天君书记和胡荃常务副市长带队的郑州代表团共有 13 名团

员，他们都参加了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奥什卡什市举行的 EAA 飞来者大会，

目的是了解国际航空界并为郑州通用航空试验区招商。他们在寻找飞机制造

商、飞行学校、运营商、维修商、包租服务商和其他所有相关的、可以帮助

其充分发展他们航空产业园的合作伙伴。郑州不是中国第一个建立航空产业

园的城市，却是第一个去美国寻找合作伙伴的城市。在中国，因为有越来越

多的城市开始建立自己的航空产业园，肯定也有很多城市将要组织代表团到

美国去参观考察，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愿意在他们城市建立运营点的合作伙伴。

如果您是我们杂志即《民航报导》的订阅者，这些对您来说就不是新闻了。

基本上每期杂志都会出现中国建立通用航空产业园的新闻或者一家新公司正

在申请飞行培训执照，或者又建了一座新机场等等。郑州只是做了中国其他

30 到 40 个城市已经开始做的，而且郑州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建造通航产业园

的城市。但是郑州所做的却是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做的新的尝试，那就是走

出去，到国际航空界去寻求帮助，来发展他们的航空产业园。

那么，这些到底对于中国的通用航空产业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中国目前

对于通用航空产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所以中国的低空开放也不会即

刻爆发。但是，由于所有机场都在发展，很多通航产业园也在起建，谁都不

能说没有开放低空的必要。让我们抱着希望吧，当这些工程都已经竣工，地

方政府将可以带领企业在全中国低空开放的进展中带来一些改变。

中国何时会全面开放低空我们无从得知，但是通用航空建设工程在中国

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如果中国商业运输航空的发展结果是能力表征的

话，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当一切要素都妥当后，中国通航产业的通航产业

将会发生爆炸性发展。

生活中，有些时候有些小小的成就会给我们所推动的事情带来希望和所

需的精力。一年前，我们的问题是中国通用航空会不会起飞？而现在的问题

则是什么时候起飞？尽管我们都知道一切的发展不是以人们所希望的速度前

进，但你不能否认中国已经在正确的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以，让我们

对中国的通航产业报以乐观态度吧，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个新兴的通航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眨了一下眼，就可能错过你的机会。

Francis Chao 赵嘉国

Publisher 发行人

FrancisChao@Uniworld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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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取消和下放 90 项行政审批
项目 民航占 7 个

3 月 13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
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宣布取消和下放 90 项
行政审批项目。中国民航局的项目一共有七个，分别
为：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许可（PC）；
民航计量检定员资格认可；航空营运人运输危险品资
格批准；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资格认可；航空安全员
资格认定；民航企业及机场联合、重组和改制审核；
民用航空器地址编码指配。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民航局长：推进低空开放　
加快通用机场建设

中国大陆直升机数量 2014 年猛增
34% 达到 583 架

国家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表示，目前中国注册的通
用航空公司，已经大大超过客货商业运输公司，达到
将近 250 家（客货商业运输公司是 52 家），情况非
常喜人。民航局作为国家民用航空的主管部门，一是
要加强推进适航能力建设，特别是要适应无人机发展
的需要，加快推进这项工作；二是要出台无人机运营
方面的规定，有序地发展无人机；三是要制定相关的
产业政策，这方面正在着手进行。李家祥说，2014
年简政放权，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把通用机场的建
设下放到各省和民航的地区管理局。

摘录于重庆晚报

亚翔航空集团（Asian Sky Group Limited）发
布了 2014 年亚太地区（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民用直升机机队报告。2014 年末，亚太地区在役的
民用直升机总数为 2463 架，一年内增长了 9%。

其中，日本有 800 架，比上一年增加了 24 架。
中国大陆的机队规模在 2014 年达到 583 架，比上一
年的 436 架猛增了 34%，是亚太地区机队规模增长
最快的国家。若加上香港、台湾、澳门，中国机队规
模在 2014 年末达到 655 架。

中国直升机市场份额最大的制造商是罗宾逊
（Robinson），为 184 架，占 32%。其次是空客直
升机（Airbus Helicopters），127 架，占 22%。贝
尔 直 升 机（Bell Helicopters）、Schweizer、 西 科
斯基（Sikorsky）分别为 83、58、41 架。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联系电话：010-8559-0830

徐州观音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初步设
计获得批复

3 月 13 日，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江苏省发展改
革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徐州观音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初
步设计和概算的批复》

观音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按照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46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5 万吨的能力设计。新建一
座 3.4 万平方米新候机楼，建设一条 3400 米平行滑
行道，扩建站坪 80000 平方米，扩建停机位 8 个，
配套建设联络道、助航灯光、飞行区消防、围界等设施。
核定总概算为 15.43 亿元。观音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已
于去年 12 月试桩开工，计划 2015 年底主体基本完工，
2016 年上半年飞行区建成投入使用。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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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局向领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发运
行合格证

3 月 3 日，民航华北局向领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发
CCAR-91 部《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经华北局授权，
北京监管局负责组织实施此次运行合格审定工作。

至此，北京辖区内已有 10 家经审定并通过的按照
CCAR-91 部运行的企事业单位。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

惠州机场二期改扩建 按 4D 级标准进行
规划建设

记者李鹏“2015 年 4 条高速将建成通车，3 项高速公
路项目也要开工。同时，惠州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将按照
4D 级标准进行规划建设。” 

2 月 5 日惠州机场如期实现首航。自通航以来至 2 月
27 日，惠州机场总体情况良好、顺畅，累计进出港 184 架
次（进港 92 架次，出港 92 架次），平均客座率 70% 以上，
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千人，旅客进出港人数总量超过 2 万人。

摘录于南方都市报

南宁伶俐通用机场获批 打造广西通航网
络枢纽

 3 月 22 日，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获悉，南宁伶俐通用
机场项目建议书获得自治区发改委批复，同意建设。 据自
治区发改委的批复，伶俐机场位于南宁市青秀区伶俐工业集
中区内。项目按照目标年 2025 年设计，建设一条陆地跑道，
配套建设停机坪、机库、航管、通信、消防等设施；研究建
设水上跑道。

摘录于南宁新闻网

湘军通用航空获得运行许可 2015 年中
南区首家

湖南湘军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取得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颁发的《商业（非运输）航空运营人运
行合格证》，成为 2015 年中南地区首家新获得运行许可的
通用企业。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

河北再添通用航空机场 柏乡机场进入准
备阶段

通用航空产业是我国发展前景最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
一。随着 1000 米以下的低空空域放开，通用航空产业就面
临着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目前，河北的通用航空机场建设
快速发展。目前，柏乡建设通用航空机场及配套服务基地项
目已经获批，并进入开工建设前的准备阶段。该通用机场可
以服务于周边农业的飞播飞防，同时还可以开展空中救援、
人工增雨、航空勘测、飞行员培训等众多通航领域的服务。

摘录于河北青年报网

哈机场 T2 航站楼建设提速 2119 根桩
基础已施工完毕

记者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获悉，哈机场新建 T2 航站
楼 2119 根桩基础建设工程日前完工。预计今年，T2 航站
楼建设将大面积开工，整个工程预计 2017 年完工并投入使
用。

近年来，随着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哈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也不断攀升。继 2013 年旅客吞吐量突
破 1000 万人次后，去年，哈机场旅客吞吐量纪录再次刷新，
达到 1200 万人次。但目前哈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设计标准仅
为 666 万人次，早已超负荷运行，迫切需要扩建以满足未
来发展需求。

摘录于哈尔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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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3 月 2 日从省发改委获悉，中国民航局于
2 月 26 日批复芜湖民用机场场址，标志着芜湖民用
机场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为后续工作奠定
重要基础。

根据批复，芜湖民用机场选址芜湖县湾沚镇小
庄，位于芜湖市东南部，距芜湖市中心直线距离约
38 公里、公路距离约 48 公里，距宣城市中心直线
距离约 21 公里、公路距离约 30 公里。

摘录于中安在线

3 月 2 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近日，相关
方面核准了万盛黑山谷直升机临时起降点， 

黑山谷临时起降点有效期为 1 年，从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该起将点将实行一
年一批，最长可使用 2 年。按照规划，一家民营投
资集团将在黑山谷的景星台附近建设一个 60 米 ×60
米的直升机起降平台，并修建部分应急设施。

摘录于重庆商报

芜湖民用机场场址获
中国民航局批复

重庆市首个民企投资通航临时
起降点获批

武汉天河机场三期
2016 年底完工 冲刺航

空第四港

新建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工程通过华东局
行业验收

据介绍，近几年来，天河机
场航线数量特别是国际航线数量猛
增，早在 2012 年，旅客吞吐量就
达到 1398 万人次，超过其 1300
万人次的设计能力，比规划提前了
10 年。

　　该项目属于国家重点工
程项目，包括机场三期扩建、机场
交通中心、汉孝城铁机场段、武汉
地铁机场段、周边道路、市政配套
以及航空企业总部区，将新建一
栋 50 万平方米的“巨无霸”航站
楼，一个 28 万平方米的机场交通
中心，一条长 3.6 公里、宽 60 米
的第二跑道，一座高度国内第一的
空管塔台以及空管小区、油料工程、
水系改造等场内外配套项目。预计
2016 年底投入运营。

摘录于湖北日报

 2 月 10 日 -11 日，华东局对新建烟台蓬莱国际机场
工程组织了行业验收。本次验收范围包括飞行区工程、航
站楼工程、空管工程、供油工程等。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网站

忻州五台山机场有望年底开航

记者今日从省口岸办获悉：“忻州五台山机场”已获
得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忻州机场命名的复函》 文件批复，
机场飞行区建设已竣工，争取实现年底开航。

该机场位于定襄县宏道镇无畏庄村，距五台山核心景
区 71 公里。该机场按 4C 标准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为：新
建一条 2600 米 ×45 米的跑道，一条 217.5 米 ×18 米的
联络滑行道；新建 13340.17 平方米的航站楼，5 个机位（含
1 个除冰机位）的站坪，3000 平方米的停车场，配套建设
助航灯光、通信、气象、消防救援、供电、给排水、供气、
供油等设施。预计 2020 年，每年可运送旅客 35 万人次，
年货邮吞吐量为 1570 吨，年飞机起降量 4660 架次。

摘录于山西晚报

新舟 700 飞机瞄准国际市场　拟 2017 年首飞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公司）总经理唐军 6 日接受华商报记者专访时说，新
一代国产涡桨支线飞机新舟 700 于 2013 年底批复立项，目前已开始研制，计划在 2017 年
首飞，其研发生产基地均在陕西。

唐军介绍，和新舟家族的其他成员相比，新舟 700 设计有六大优势，其中最突出的有三
个，一是属于涡桨飞机里的高速飞机，巡航速度可达到每小时 600 公里以上；二是燃油消耗、
运营成本和维修成本都低于同类飞机；三是机场实用性强，未来在我国 95% 以上的机场都
能适用降落，能够适应高原高温地区的复杂飞行环境和短距频繁起降。

预计 2019 年，新舟 700 将取得适航证并交付用户，届时将与 C919、ARJ21 共同构建
我国完整的自主品牌民用飞机谱系。

摘录于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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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63 万学费连飞机都没摸过 安徽蓝天飞
行学院停止运营

　“我交了几十万学费，不能就这么打水漂了，到底什么时
候能上课还是未知数。”昨天，武先生向新安晚报、安徽网记者
反映，安徽蓝天国际飞行学院（以下简称蓝天飞院）停止运营，
数十学员没课可上，这让他们很揪心。公开资料显示，蓝天飞院
于 2012 年正式成立，安徽文达集团独资，是我省第 1 家、全国
第 11 家航空飞行学院。昨天，记者与蓝天飞院法人代表谢春贵
取得联系，他表示学院亏损上亿，的确存在资金困难的问题，目
前正在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摘录于安徽网

拉萨贡嘎机场航管楼迁建工程开工

四川甘孜格萨尔机场有望今年动工开建

为满足西藏地区航空业务增长需要，进一步提高区域飞行管
制和机场空管保障能力，确保拉萨贡嘎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顺
利实施，3 月 10 日上午，民航西藏区局动工实施拉萨贡嘎机场
航管楼迁建工程。该工程属“十二五”重点项目建设工程之一，
于 2014 年 6 月取得国家立项批复，2014 年 8 月取得民航西南
地区管理局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工程占地面积约 6.8 亩，总投
资 1.7 亿元。

摘录于西藏日报

记者从全国“两会”获悉，四川省甘孜州格萨尔机场有望今
年动工建设，建成后将成为继康定机场、稻城亚丁机场之后甘孜
州第三座机场。

　　据悉，格萨尔机场建设项目已被列入甘孜州“十三五”
规划重点项目。机场位于甘孜州甘孜县县城附近的六十六道班，
海拔约 4061.5 米，为国内民用支线机场。建成后将对于甘孜州
扩大对外开放，带动全域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提高抢险救灾能力，方便群众出行等具有重要意义。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黔江武陵山机场一期
扩建工程启动

记者 3 月 11 日从黔江武陵
山机场获悉，随着旅客吞吐量大
幅增长，日前，该机场的一期扩
建工程已正式启动，争取今年内
完工。届时，该机场的吞吐能力
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

据 悉， 黔 江 武 陵 山 机 场 于
2010 年 11 月建成通航，占地面
积 3065 亩，有一条 2400 米长的
跑道，2 个停机位，能够满足波
音 737、空客 A320 等机型起降。
2015 年，黔江武陵山机场的旅客
吞吐量预计将达到 15 万人次。目
前的停机位、航站楼都已不能满
足需要。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华北唯一空军青少年
航空学校落户石家庄
二中 今年开始招生

记者从河北省基础教育工作
会议上获悉，经教育部和总政治
部批准，在河北省建设的空军青
少年航空学校正式落户石家庄二
中，河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
首招两个班招生 110 名，近日即
可通过学校统一组织报名。

摘录于河北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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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将建低成本航站楼 仅运营国内服务

我国首批通用航空空
管信息服务站将在山

东建设

昆明机场将建 T2 航站楼 
年底或国际招标

深圳机场业务部总经理龙强在参加 2015 年亚洲航线大会时对 Flightglobal 表示，深圳机场计
划建设低成本航站楼，因为低成本航空的发展将成为未来趋势。他表示，低成本航站楼的旅客吞吐
量将达到 1000 万人次，但将只运营国内航班服务。目前已用 6 家低成本航空公司进入深圳机场运营。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记者从山东航空产业协会了
解到，我国首批通用航空空管信
息服务站建设协议日前在山东济
南和青岛签订。通用航空空管信
息服务站将为山东低空空域的通
用航空活动提供飞行计划、飞行
情报、航空信息、气象情报、告
警及协助救援等空中交通服务。

摘录于新华网山东频道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姜文忠 16 日
在昆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考虑怎么
建设昆明机场第二个航站楼，年底可能会搞国际招
标工作。”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总投资 230.87 亿元人民币，
2012 年 6 月 28 日正式投入使用，是继北京、上海
和广州之后的第四大国家门户枢纽机场。2014 年，
昆明机场保障航班运输起降架次 26.9 万架次、旅客
吞吐量 3223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31.7 万吨。

摘录于中国新闻网

银川通用机场今年 8 月试飞

本报讯 （记者 高晓刚）3 月 10 日，
银川通航产业园筹建管委会与兴庆区政府
联合召开银川通用机场空域协调会。记者
从会议上了解到，作为银川通航产业园的
主要基础设施，投资 1.68 亿元的银川通
用机场划定了建设时间表，今年 8 月将
进行试飞。

摘录于新消息报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选出首位中国
籍秘书长

3 月 11 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第 204 届理事
会投票选举产生了下任秘书长。中国政府提名的现
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行政服务局局长柳芳成功当选。
柳芳博士将于 2015 年 8 月 1 日正式上任，任期三年。
她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
也是首位女性秘书长。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

珠海斥资 6.6 亿建全
新航展中心 明年 9

月建成
据悉，新航展中心占地面

积 53.46 万平方米，拟建筑总
面积 7.6 万平方米，其中包括
展馆建筑面积 6.47 万平方米，
配套用房面积 1800 平方米，
绿化面积 18.71 万平方米。新
航展中心建成后，主要作为中
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场地，
预计每一届接待专业观众达 13
万人，普通观众达 28 万人。
新航展中心总投资 6.6 亿元。
根据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初
步确定的建设工期为 16 个月，
施工初步定为今年 5 月至明年
9 月止，整个工程将于明年 9
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摘录于环球网

首款国产低铅航空汽
油获批

安徽首家直升机
培训机构暂停招
生 开班不到半年

贵州首家通用航
空公司正式运行

20 日，国内首款符合国际
标准的 100LL（低铅）航空汽
油产品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适
航批准。在颁证仪式上，民航
局适航司司长殷时军向油品生
产企业东营华亚国联航空燃料
有限公司颁发了适航批准书，
这也意味着该公司成为中国首
家进入民用航空燃料生产领域
并获颁民航局适航批准书的民
营企业。

摘录于新华网

近日，各大媒体报道
了安徽蓝天飞行学院停止
营业一事。无独有偶，安
徽省首家直升机驾驶培训
机构——鼎宏通用航空
公司也暂停了招生。据鼎
宏通航董事长李涛称，最
快今年 7 月可恢复招生。
而民航安徽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则表示，鼎宏通航尚
未获得培训资格认证，何
时能恢复招生并不确定。

摘录于安徽日报

近日，民航贵州监管
局向贵州红都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颁发 CCAR-91 部
规章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
范，标志着贵州首家通用
航空公司顺利正式进入运
行。贵州红都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主运营基地设在贵
州毕节飞雄机场，目前拥
用两架罗宾逊 R44II 型直
升机。

摘录于中国民航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