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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密飞行控制公司
专业飞行训练模拟器领导者！

征求全国各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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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经怀疑的困惑在此次访问国内的行程里获得

了证实，由北京，南京，西安再回到北京的航班上

都确认了驾驶员在飞行中抽烟。这个起飞爬升十分

钟后的固定程序，让全体乘客吸食二手烟，已经成

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航空体验。

30 年来飞了一百五十万英里的我已经忘了当年

飞机禁烟的理由，不论它是为了健康原因还是安全

考量，这两者要求都应该对飞行员也是有效的。

我知道戒烟是困难的，但对于学英文来说应该

是相对容易的。几年前在民航局大力推动，辅佐，

考核的努力下，目前中国民航绝大多数的飞行员都

可以用英语与航空管制员进行交流。我想如果航空

公司能有效的推动与辅导，飞行员在飞行中不抽烟

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还给乘客一个干净清新的空

中旅行环境，也是航空公司责无旁贷的义务与责任。

同时每当我想到在一个封闭飞行驾驶舱内持续吸

烟，其未经证实的烟油影响航空电子设备正常功能

的可能性就让我感到忧虑。

也许我是多虑了，但航空的安全不都是在担心

发生意外的合理防范下达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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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通用和小型运输
运行概况》发布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发布《2014 年
通用和小型运输运行概况》显示，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我国有 164
家实际在运行的通用及小型运输航空
公司，从业飞行人员 2191 名，航空
器 1177 架。

文件将目前的小型航空运输公司，
基于运行特点进行了如下分类：

A 类，仅按照 CCAR-91 部运行的
公司，主要从事航空作业；

B 类，仅按照 CCAR-135 运行的
公司，主要从事小型运输，包括通勤
和商务包机；

C 类，A+B 混合运行；
D 类，按照 CCAR-91 部运行，依

据 CCAR-141 部训练的飞行学校；
E 类， 同 时 具 有 CCAR-91、

CCAR-135 和CCAR-141运行的公司。
经统计，已获得运行合格证且实

际在运行的公司，A 类公司 119 家，
B 类公司 9 家，C 类公司 23 家，D 类
公司 12 家，E 类公司 1 家。从飞行员
情况来看，A 类驾驶员 835 人， B、
C、E 类公司驾驶员 1103 人， D 类共
14 家飞行学校，除飞行学院外，我国
CCAR-141 的航校 13 家，共有飞行教
员 253 人。

从飞行器的情况来看， A 类共计
608 架。B、C、E 小型运输类公司航
空器共计 319 架。私用飞行方面，目
前我国注册私用航空器 145 架，其中
飞机 114 架，直升机 31 架，2014 年
飞行小时总数 13507 小时。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

2014 年通用航空制造业继续回暖

建湖获准建设苏北唯一通用机场

据 Flightglobal 报道，2 月 11 日，通用航空制造商
协会（GAMA）发布了 2014 年公务机和通航飞机交付
情况报告。数据表明，得益于中轻型喷气公务机和活塞
式飞机的需求增长，整个市场呈继续回暖的趋势。2014
年全球共交付 2454 架通航飞机和公务机，比 2013 年的
2353 架提高了 4.3%；交付飞机的总价值为 245 亿美元，
高于 2013 年的 234 亿美元，仅次于 2008 年 248 亿美
元的市场峰值。

摘录于合肥航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 月 29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发文授权，同意并
支持建湖县建设通用机场。这是去年我国正式开放低空
领域后，建湖成为全省首家获准建设通用机场的县，建
湖通用机场也成为苏北地区唯一由空军和省政府同时批
准建设的通用机场。

摘录于盐埠大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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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或投 60 亿建南
沙商务机场

南沙商务机场总投资 60
亿元，主体工程造价 30 亿元。
项目计划显示，该商务机场近
期将建设一条跑道，每条按照
2200 米 ×45 米进行规划建设，
满足年起降约 2 万架次需求。
远期将建设两条跑道。记者向
广州市发改委了解到，因涉及
空域开放等问题，南沙商务机
场何时动工，暂时没有时间表，
其他重点预备项目也需等待批
准。

摘录于羊城晚报

盐城南洋机场建设方案专家咨询会在盐召开
2015 年 1 月 29 日，盐城南洋机场发展规划及 T2 航站楼建

设方案专家咨询会在盐城召开。盐城南洋机场现有航站楼总面积
1.3 万㎡，其中国际部分 7000 ㎡，国内部分 6000 ㎡，按年旅客
吞吐量 30 万人次设计建造。专家组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认为
盐城地区航空业务量的迅速增长，为了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实施航站楼扩建是必要的。近期建设目标年为 2025 年，建
议新建航站楼功能面积 3 万㎡。航站区规划设计方案要进一步深
化，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和民航安全运行需要。

摘录于江苏盐城民航站

法库今年试点低空开放飞行

据了解，法库通航产业基地自 2009 年以来，产业规模不断
壮大，财湖机场现已获批永久性开放使用权，成为全国第一个由
国家空管委批准的低空空域航空服务站试点，法库还拥有集飞机
组装、制造、销售、保养、维修于一体的“飞机 4S 店”。 

今年法库县将举办第四届国际飞行大会，将于 8 月 20 日在
法库财湖机场举行，飞行大会将以“通航时代与沈阳法库”为主题，
将会邀请国内外顶尖特技飞行表演队进行惊险，扩大互动体验的
规模，增加飞行体验人数，让更多的普通飞行爱好者可以亲身感
受飞行的快乐。

摘录于沈阳晚报

每小时 800 公里飞行速度，适合飞行训练的个人喷气飞机。经由世
界领先的气体力学专家在美国公务机设计制造中心 Wichita 设计开
发。可扩展的设计平台能搭乘更多乘客，是中国公务航空快速发展
的独特商务机会。

索取项目详情请咨询
电话：010-8559-0830

或电邮：Info@UniworldUSA.com

喷气式飞机开发寻求合伙人喷气式飞机开发寻求合伙人喷气式飞机开发寻求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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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正式启动机场迁建选址工作

第三跑道 5 日启用 白云机场步入“三跑
道时代”

湖北将有首家通用机场 
可容纳 10 架直升机

日前，柳州市政协提案委对外宣布，柳州市正式启动柳州
机场迁建选址工作。柳州市政府已与上海民航新时代机场设
计研究院签订了柳州机场迁建工程选址报告等合同。柳州机
场迁建工程已纳入国务院批复的《珠江 - 西江经济带发展规
划》，正在积极争取纳入《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迁建工程力争在 2017 年开工建设。

摘录于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柳州机场公司

民航资源网 2015 年 2 月 3 日消息：广州机场第三跑道
启用全面进入倒计时！为完成跑道和滑行道编号的顺利切换，
保障第三跑道如期启用。第三跑道与现有东跑道为一组窄距
跑道，投产后将与东跑道一起组合使用，第三跑道主要用于
降落，东跑道主要用于起飞。西跑道依然独立运行，既有起
飞，也有降落。从此，白云机场将正式进入“三跑道时代”，
正式成为中国民航第三个拥有三条跑道同时运营的机场。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湖北仙桃通用机场有望成为
湖北省内第一家通用航空机场，
该机场由目前我国通用航空业最
大的直升机电力作业专业公司投
建主要负责区域内电力作业直升
机和无人机使用。可容纳 10 架直
升机停放，具备除大修以外的维
修保养能力和应急救援、中转停
机功能。

项目总投资 4.7 亿元，去年
11 月开工，一期征地 570.6 亩，
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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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目前的进度，今年 6 月就可完
工，将于下半年投入使用。届时，
机场将发展为公务机场，满足主
流喷气公务机的使用需求。

摘录于航趣私人飞机网

珠海多村民目击到飞机坠落 
企业称是实验

2020 年广西计划布局各类通用
机场达 200 个

乐山巴中机场选址初定今年开建 
四川将有 17 个机场

有媒体报道，近日珠海多名村民目
击一架小型飞机从天空掉落，卷入漩涡
的珠海雁洲飞机制造公司昨日澄清，当
天正在测试整机降落伞的安全性，并非
飞机意外掉落，飞机机身完好，只是周
边村民因不了解情况产生误解。

针对电视新闻中出现的疑似飞机残
骸碎片，珠海雁洲解释，降落伞正常状
态下是密封的，用外壳封住，当降落伞
弹出时，这层外壳会自然掉落，这很正常。

电视新闻也拍摄了涉事飞机画面，
证实飞机机体除了表面有轻微划痕，完
好无损。“如果飞机是从天空掉下来，
不可能完好无损。”该名负责人称，飞
机没有损伤。

摘录于南方都市报

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获悉，根据《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意见》的规划，到
2020 年，广西建成各类通用机场达 200 个，形成陆地
固定翼通用机场、直升机起降点、水上临时起降场等多
种模式共同发展，公益性与商业性相互补充的通用航空
机场体系。这将填补广西目前在通用航空产业方面的空
白。

摘录于中国产经新闻报

飞行的城市，作为国内首条低
空航线，“珠海 - 阳江 - 罗定”
航线于 2014 年 6 月份开通，
此后，一直有飞行爱好者致电
通航企业，想乘坐飞机来一次
低空旅游。但《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在珠海调查发现，这条航
线开通以来使用并不频繁，多
为通用航空企业训练之用，其

1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
发出关于印发《国务院关于促
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任务分解表的通知，其中提到，
2015 年 6 月底前，国家发改委、
民航局等部门要出台涉及邮轮
游艇旅游、低空飞行旅游的具
体措施。

珠海是国内率先实现低空

商业价值开发仍在探索中，不
少通航企业为了实现低空商业
飞行，各出奇招。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
管理方对低空开放还存在安全
方面的担忧，对该条航线的使
用限制也比较多，通用航空要
真正发展，亟待打破这种“条
条框框”。

摘录于每日经济新闻

成都新机场建设将为临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契机。
据研究，每 100 万航空旅客运输量相当于产生 1.3 亿美
元的经济效益。目前，四川拥有 13 个民航机场，分别
是成都、九寨黄龙、绵阳、泸州、宜宾、南充、西昌、
达州、广元、攀枝花、稻城、康定、红原机场。加上已
规划的乐山机场、巴中机场、甘孜县机场以及成都新机
场，未来四川机场数量将达 17 个，分布在成都平原、
川南、川东北、川西、攀西等五大经济区，直接通航城
市 121 个，其中直接通达国际（含地区）城市 36 个。

摘录于华西都市报

国内首条低空航线开通半年仅用于训练 企业打擦边球搞低空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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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通用
机场 6 月动工

昨天，记者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
旗发改局了解到，近日，《内蒙古阿
鲁科尔沁旗临时起降点（通用机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顺利通过专
家评审，最快今年 6 月份飞机场就可
以动工了。

据了解，阿鲁科尔沁旗通用机场
的运营方向为：通勤飞行、包机飞
行、通航旅游、航空探矿、勘察测绘、
人工降雨、防火灭蝗及农牧林水等通
航作业。阿鲁科尔沁旗临时起降点项
目预计在 2020 年旅客年吞吐量能达
到 22080 人次，年飞行架次能达到
1472 架次。据介绍，阿鲁科尔沁旗通
用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2B，使用机型为
Y-12E、Y-12F 和 MA60。

摘录于内蒙古晨报

记者 1 月 30 日从文成县发改局了解到，《文成县通用
机场布局选址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计划在县域内建设 1
个一类通用机场和11个三类通用机场（直升机临时起降点），
主要用于旅游观光、商务与个人航空消费、公共服务、工农
业生产发展等。

据悉，该项目一期总投资约两亿元，将引入社会资本实
行市场化运作。如果招商引资顺利的话，文成通用机场将在
今年开工建设，于 2020 年建成投入运营。

摘录于温州日报

浙江文成县 2 亿元建通航机场 
进军低空旅游

广州白云机场建二号航站楼 2018
年春节前投用

湛江机场迁址合山获国家批复

吉林省要组建自己的航
空公司 机场将达 6 个

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机场”
发展的文字格外令人关注—“推动
松原机场开工，加快长春龙嘉国际
机场二期扩建、延吉机场迁建，白
城机场力争竣工。”

　　新文化记者对省政协委
员、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党委
副书记刘建新进行独家专访，他
说，民航机场集团今年主要做三件
事———龙嘉机场二期工程开工、
引进第二家基地航空公司、积极推
动我省航空公司的建立。

摘录于新文化报

羊城晚报记者
在现场看到，总建
筑 面 积 达 62.3 万
平方米、比现有航
站楼还要大的二号
航站楼已经完成基
础施工，目前正在
进行航站楼钢结构
施 工。 到 2017 年
底，完成各个专业
和行业的验收，确
保在 2018 年春节
前投入使用。

据悉，二号航站楼的建设以能满足 2020 年旅客
吞吐量 4500 万人次的使用需求为目标，建筑设计使
用年限为 50 年。整个航站楼工程除了航站楼主楼外，
还有航站楼东西两侧 5、6 号候机指廊，100 个机位的
站坪及相关附属设施等。

摘录于羊城晚报

近日，湛江机场迁建工程选址报告正式获得国家
民航局批复，这标志着湛江机场迁建工作进入实质性
建设阶段。合山场址处于茂名市与湛江市的几何中心
地带，能够较好地服务于茂名市、湛江市以及粤西地
区其他城市，这也将大大优化茂名市的投资环境，促
进地区经济社会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新机场位于湛江市东北、茂名市西南的
合山，处于湛江市和茂名市的几何中心地带，与两市
城中心约 35 公里，距离几近相等，能够较好地服务
于茂名市、湛江市以及粤西地区其他城市。

摘录于南方日报

泸州列入四川省通用机场
规划 将建一类通用机场

目前，《四川省通用机场布局
规划（2015-2020 年）》初稿出炉，
泸州榜上有名。

　　据了解，通用航空产业已
被确定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国
家正积极推进低空空域改革，通用
航空产业将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为促进四川通用航空产业快速健康
发展，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省发改委启动了通用机场布
局规划编制工作。

摘录于泸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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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黑山谷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将首先获批烟台新机场行业验收
获得原则通过

福清通用航空机场选址获民航局批复

重庆万盛筹备的黑山谷直升机通航机场迎最快将于春节前获
得成都空军的批复，该通航机场将先以临时起降点的名义获批，
并正式开始提供通航飞行服务。

黑山谷的直升机通航机场按 1 级直升机标准建设起飞降落场
地，起降跑道按照一类直升机标准建设，只建设起降机坪，采用
目视运行。这里将建设长 60 米，宽 60 米整体停机坪一处，相应
的配套机库、综合办公楼、设施按照地面机场标准建设，总面积
2000 平方米。

摘录于航趣私人飞机网

2 月 10 日至 11 日，民航
华东地区管理局对烟台新机场
工程组织了行业验收，项目获
得了原则通过。

烟台新机场位于烟台蓬莱
市潮水镇，总投资 45 亿元，其
中机场工程投资 37.5 亿元，占
地 350 公顷，此次的近期工程
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650 万人
次，货邮吞吐量 9 万吨，年起
降 6 万架次；航站楼面积 7 万
平方米，站坪机位 39 个，拥
有一条长 3400 米的跑道。

2011 年 9 月 1 日开工，经
过 3 年多的建设，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接受了华东管理局
组织的试飞，并取得成功。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2015 年 1 月 29 日，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以下简
称“民航华东局”）正式批复了福清通用航空机场选址报告审查
申请，同意将福建省福清市新厝场址作为福清通用航空机场的推
荐场址。福清通用航空机场是全国首个水陆 A 类通用机场。其中
陆地机场跑道一期规划 600 米，水上起降区规划 1200 米 ×100
米（控制区 2000 米 ×320 米）。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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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博鳌机场力争 3 月底前动工

五大连池民用机场进
入环评审批程序

“田园城市 幸福琼海”是琼海市近年来的一个发

展思路。人大代表、琼海市委副书记张忠惠表示，今

年琼海将启动剩下的 6 个特色小镇以及彬村山华侨经

济区建设。同时，博鳌机场将力争今年 3 月底前动工。

博鳌机场是省重点项目之一，张忠惠透露，目前前期

准备工作已经完备，将争取在今年 3 月底前动工，预

计工期 2 年。
摘录于海南特区报

记者从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厅了解，我
省拟新建的五大连池民用机场项目进入
国家环境保护部审查阶段并向社会公示。

据了解，五大连池市直线距离约 7
公里。为新建国内支线机场，飞行区等
级 4C，设计目标年 2020 年旅客吞吐量
为 3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500 吨，飞
机年起降 3400 架次。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1 条长 2500 米、宽 45 米的跑道，1 条
垂直联络道；新建 4 个站坪机位；新建
航站楼 3000 平方米，停车场 5000 平方
米。新建 1 座处理能力为 120 立方米 /
日的污水处理站。工程总投资 6.79 亿元，
其中环保投资约 1487 万元。五大连池机
场建设项目预计 2015 年 5 月开工建设，
2016 年年底完工。

摘录于劲彪新闻

韶关机场 计划年底前开工

昨日，在分组讨论会上，省人大代表林春贺透露，
韶关机场建设项目已列入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和广
东省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计划，韶关市与省机场集团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签署了合作建设运营韶关
机场的协议，计划于 2015 年底前开工建设，2017 年
建成。

摘录于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