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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仙女山机场力争年内开建

来自市发改委消息称，目前，经国家民航局委托
中咨公司审查，武隆仙女山机场的可研行业审查已经
完成。下一阶段，市发改委将衔接国家民航局，尽快
出具行业审查意见，为国家发改委审批可研创造条件，
并指导重庆机场集团同步开展项目总体规划及初步设
计编制，力争项目年内开工。

新建的武隆仙女山机场，拟投资 16.77 亿元。
其位于仙女山镇仙女村，距离仙女山镇 13 公里，距
武隆县城 43 公里。该机场预计 2018 年建成，建成后，
机场将主要承担波音 737、空中客车 A319 等高原机
型，以及部分直升机、小型救灾飞机的起降。短期规
划，至 2025 年，武隆仙女山机场将满足年旅客吞吐
量 60 万人次，货邮量 1500 吨。

摘录于重庆商报

内蒙古乌拉特通用机场正
式通航

1 月 31 日，乌拉特中旗机场工作人
员在指挥首航飞机降落。当日，内蒙古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通用机场通航。该
机场是《内蒙古自治区民航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中十个通勤通用机场项目
之一，是国家拓展通用航空服务领域试
点。该机场主要承担短途运输、飞播牧草、
人工增雨、应急救援、边境巡防、旅游
观光、航拍航测以及飞行员培训等任务。
乌拉特中旗通用机场的通航缩短了当地
与各地的时空距离，将有力促进乌拉特
草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摘录于中国政府网

全国第一家标准化通用机场正式启用

1 月 28 日上午，全国第一家标准化通用航空机场——国网通航华中基地（仙桃通
用机场）正式启用。

该机场是国网通航公司在华中区域的主运行基地，可满足 10 架设计机型 EC225
作业、停放、维修与保养需求，同时具备应急救援、中转调机的功能，作业范围可覆盖
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重庆，将有力支撑华中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该机场位于仙桃长埫口镇，投资 16518 万元，占地面积 571 亩，按照 1B 级机场
标准建设，拥有 6 个机库和 600×30 米的跑道，主要运行小型飞机和直升机。投入使用后，
最少可容纳 10 架直升机，营运范围涵盖电网巡检运维、应急救援、商务运输、科学试
验等领域。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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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机场总体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漠河机场总体规划顺利通过专家评审。民航东
北地区管理局、黑龙江监管局、黑龙江机场集团、
大兴安岭行署、漠河县人民政府、漠河机场、中航
油东北分公司以及设计部门的有关人员参加会议。

经认真讨论，各方一致通过了目标年 2025 年
的建设规模，并将跑道延长至 2600 米、新建国内
候机楼 6300 米、扩建机位 2 个、安装次降仪表着
陆系统、塔台搬迁以及配套附属工程作为漠河机场
规划建设的重点内容。

摘录于黑龙江省机场集团管理有限公司

连州通用机场建设列入广东省
“十三五”规划

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二天，一项重要
议程便是审查《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提到，“十三五”期间，广东省将建设广州、
珠海、东莞、清远连州等一批通用机场。这意味着《纲
要》一旦获批，连州通用机场将正式启动建设。

《纲要》附有一份《广东省“十三五”规划重
大建设项目汇总表》，其中提到，“十三五”期间，
广东省将建设广州、珠海、东莞、肇庆高要、肇庆怀集、
清远连州、梅州等一批通用机场，建设起止年限为
2016 年—2020 年，总投资 100 亿，“十三五”时
期投资 80 亿。

这意味着《纲要》一旦审查通过，连州通用机
场建设将正式提上日程。

摘录于清远日报

2020 年底 通航活动将全面实现 ADS-B 监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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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航空具有机型组成复杂。作业区域和作业时间灵活多变，作业种类繁多，对通信导航监视
等服务的需求差异较大等特点。推进通用航空 ADS-B 监视的建设与应用，要依据国家低空空域分
类改革工作总体部署。在管制空域、监视空域全面实现 ADS-B 监视，在报告区域根据航空活动需
求建设必需的 ADS-B 地面设施。根据通用航空活动的特点，优先在教学训练、海上石油服务、农
化飞行、航空护林等作业区域与时间相对固定、飞行活动较为密集、对监视服务信息需求较大的通
用航空活动区域建设和应用 ADS-B。

通用航空 ADS-B 建设与运行将按照统一规划、分类指导、与运输航空协调推进的原则，结合
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分两个阶段实施。到 2017 年底，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通用航空活动 ADS-B 监
视服务应用，到 2020 年底，全面实现通用航空活动的 ADS-B 监视服务。到 2025 年底，根据国
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方案及逐渐开放，完善和增强低空空域的 ADS-B 监视覆盖。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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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首航南极完美收官

吉安市通用航空产业正式起航

1 月 28 日，江西乔治海因茨航天产业园项目顺利签约，正式落户井开区。
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计划年产 1000 架小型飞机，旨在将我市打造成江西乃
至华东地区小型飞机生产基地。项目一期投资 3 亿元，主营小型飞机制造项
目，建设期一年，达产达标后，将实现年产 100 架飞机，年产值 3 亿元，税收
2400 万元。该项目从双方首次对接到正式签约仅用不到 1 个月时间，预计开工
建设到竣工投产不超过 2 个月。

摘录于吉安市人民政府网

记者从中山站获悉，我国首架极地固
定翼飞机“雪鹰 601”3 日从南极中山站
附近冰盖机场起飞，转场离开南极。在南
极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雪鹰 601”完成
各项测试飞行任务，并发挥了重要的科研
平台作用，首航南极完美收官。

今 年 1 月 9 日，“ 雪 鹰 601” 成 功
飞越位于南极冰盖最高区域、海拔超过
4000 米的昆仑站，持续飞行 2623 公里安
全返回中山站，持续飞行时间达 9 小时 4
分钟，全面验证了飞机的动力系统、控制

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省发改委日前核准了中捷通用
机场项目。预计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此项目为一类通用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2B 标准，主要
建设内容为：飞行区工程（包括跑道、站坪、防吹坪、航
站楼空侧硬化、标记牌、围界、飞行区排水和站坪消防）；
空管工程（包括航管、气象设施）；航站区工程（包括综合楼、
动力中心、油车库，航站区道路及绿化，配套建设场内供
电、供（冷）热、供水、排污、通信、安防监控等设施）。
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8226.3 万元。

摘录于沧州晚报

从娄底市发改委获悉，娄底已正式启动通用航空机场
项目前期工作，项目规划投资 6.3 亿元，在中心城区南面
15 公里区域内选择适航地点建设一个高标准的通用航空机
场。

目前，娄底通用航空机场已经纳入了《湖南省通用航
空产业 2012-2020 年发展规划》近期实施项目，市发改
委专门编制了《娄底通用航空机场项目建议书》。项目计
划采用 PPP 模式建设，2019 年正式投入运营后，将为我
市及周边地区提供商务飞行、农业生产、航空拍摄、空中
游览、气象作业等服务，并为我市应对抢险救灾、警务支援、
医疗救护等突发事件提供快速空中保障。

摘录于娄底新闻网

中捷产业园区将建通用机场 预计上半
年开工建设

娄底启动通用航空机场项目前期工作

系统、续航能力和适应南极高原环境复杂条件
的技术性能。飞机搭载的多套先进科学设备也
获得了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数据。

据了解，目前中国南极科考活动主要依
托于考察站、破冰船和内陆地面车队。“雪鹰
601”首航南极成功并投入使用，将为中国极
地考察提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航空保障平
台，在快速运送、应急救援和科学调查等活动
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录于信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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