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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江南机场开工 预计 2019 年
建成投用

《2015 年通用和小型运输运行概
况》

3 月 8 日，记者从万盛经开区获悉，江南机
场已于近日开工，预计 2019 年建成投用。

该机场位于万盛经开区金桥镇范家山台地，
总投资11.18亿元，拟用地2600亩，包含1条跑道、
2 条垂直联络滑行道、24 个机位的站坪、航管综
合楼等设施。（记者何欣、汤艳娟）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我国有 201 家实
际在运行的通用及小型运输航空公司（见表 1），
从业飞行人员 2830 名（含中国籍飞行员 2732 人，
外籍飞行员 98 人），航空器 1435 架。

经统计，已获得运行合格证且实际在运行的
公司，A 类 ( 仅按照 CCAR-91 运行的公司，主要
从事航空作业 )152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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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家，C 类 (A+B 混合运行 )27 家，D 类
( 按照 CCAR-91 部运行，依据 CCAR-141 部训练
的飞行学校 )12 家（含飞行学院），E 类 ( 同时具
有 CCAR-91、CCAR-135 和 CCAR-141 运行的公
司 )：1 家。

飞行小时数据来源于困难报告系统（SDR），
77 家 0 小时，15 家 0-100 小时，19 家 100-500
小时，28 家 500-2000 小时，21 家 2000-10000
小时，8 家 10000 小时以上，33 家未知。

二、飞行人员
我国共有 13 家飞行学校，除飞行学院外，我

国 CCAR-141 的航校 12 家。共有飞行教员 377 人，
其中华北 19 人，华东 67 人、中南 130 人、东北
91 人、西北 34 人、新疆 36 人。

摘录于通航资源网

银川河东机场 T3 航站楼年底建成

陕西丹凤商镇通用机场初
步设计评审会在西安召开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是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2015 年工程进度稳步推进，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3600 米跑道加长工程于 8 月 20 日投入使用，为中阿博览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可靠
的服务保障。

宁夏机场指挥部航站楼工程处处长张学锋向记者介绍，T3 航站楼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分地
上两层，局部加层，地下一层，2015 年 3 月 5 日开工建设，原计划 2017 年 7 月份全面建成，目前，
整体工程已完成招投标及各项设计深化工作。

据悉，到 2020 年，银川机场通航城市力争达到 98 个，其中国内 80 个，国际地区 18 个；机
场 800 公里范围内支线机场通达率达到 60%，中转旅客比例提升至 5%，往来全国省会城市直飞
比例达 90%，新引进基地航空公司数量不少于 2 家，驻场运力达到 20 架；客运输年均增速超过
10%，货运年均增速超过 8%，旅客吞吐量达 93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 5 万吨。

摘录于宁夏新闻网

2016 年 3 月 3 日至 4 日，中国民
航工程咨询公司在西安组织召开了陕西
丹凤商镇通用机场初步设计评审会。民
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及陕西省发改委等相
关单位代表和专家参加了会议。

　　本期工程按一类通用机场建
设，飞行区等级指标为 2B。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改扩建 1 条长 1200 米、宽
30 米的跑道，9 个机位（5B4A）的站
坪等，配套建设航管、导航、目视助航、
供水、供电等设施。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

兰坪县通用机场选址论证报告在京
修编评审

近日，中国民航工程咨询公司在北京主持召开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通用机场选址论证报告修编
评审会。兰坪县人民政府、县发改局、中国航空规
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
院等单位参加评审会。

专家组重点对分江场址建设通用机场的相关条
件进行论证，经场址条件对比，分江村场址净空、
地面条件都基本具备近期建设一类通用机场的条件，
并具有发展的空间，专家组同意推荐分江村场址为
怒江兰坪通用机场场址。

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提升怒江旅游品牌的建设
和发展，也有助于提升三江并流地区旅游品牌的建
设和发展。

摘录于怒江大峡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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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嘉国先生的资历？

美国世兴公司（1970 年成立）总经理；
美国国防部及联邦航空局承包商，作为美方代表翻译出席

中美航空交流共 10 数年；
全球唯一中英双语报道中国民航新闻及成就的刊物《民航

报导》发行人；
中国第一个“国际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2003-2013）

主持人；
中国最早最负盛名的通用航空科普教科书《什么是通用航

空？》画册主编；
美国试验飞行器协会年会 EAA 飞来者大会中国馆负责人；
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NBAA）公务机大展中国馆负责人；
美国环球飞行科普教育组织（TGF）的中国大使；
中国 10 余个地方政府及通航产业园项目顾问；

时间及地点：
201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
上海虹桥机场附近（地点请等待通知）
2016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
北京东四环附近（地点请等待通知）

人数：
20 人 / 场次（上海 20 人，北京 20 人）

内容：
赵嘉国先生与大家
分享 30 年国际航空贸易经历
在中国推广通用航空 17 年来的所见所闻
告知你中国通航的发展趋势
如何与国际交流获得生存发展的机遇与秘诀 

通航沙龙—与赵嘉国先生对话

一个认识了解中国与国际通用航空发展与商业趋势的机会，知道所不知道的以后，你的策略规
划将更朝着成功迈进。

 每两个月举行一次，赵嘉国先生与大家分享在中国推广通用航空 17 年来的所见所闻与经历，
当然更要告知你中国通航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与国际交流获取生存发展的机遇与秘诀。

费用及付款：
1,000 元 / 人（15:30-20:30，含场地与餐饮服
务费用）

提供发票：名目为“咨询费”

报名截止：上海 4 月 1 日
                   北京 4 月 10 日

联系信息：致电 010-8559-0830
或发送电邮至 Info@UniworldUSA.com。

更多赵嘉国先生的履历信
息，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浏
览世兴公司年鉴

请扫描如下
二维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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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通用航空协会发起人会
议在景德镇昌飞召开

河北柏乡通用机场即将开工

包头五当召通用航空机场预计 4
月开工

近日，江西省民航（通用航空）产业研
讨会、江西省通用航空协会发起人会议在昌
飞公司召开。会议倡议成立江西省通用航空
协会，以期通过政府管理部门的高位推动和
通航企业的强强联手，发展壮大省域通航产
业。民航江西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陈铁民，
昌飞公司领导周新民、许伟，以及 602 所、
洪都集团、九江市民航局、景德镇市民航局、
上饶市机场办、大洋通航等近 30 家民航相关
单位人员参加会议。

摘录于内蒙古新闻网

近日，从河北省邢台市政府获悉，
邢台柏乡通用机场项目，日前被正式列入
“省十三五”发展规划，并写入邢台市政
府 2016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目前，该项
目在政府各个相关部门的紧密协作下，正
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前期开工建设的准备工
作，并于近日即将破土动工。

该机场将建设飞行区工程、空管工
程、航站区工程，涵盖通信、排水、安防
监控、气象设施、及通用航空相关的服务
配套设施。

3 月 4 日，石拐区五当召通用航空机场项目
通过专家评审，预计 4 月份开工建设。

据了解，石拐区通用航空产业项目属自治区
首家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航空产业项目，也是资
源枯竭地区转型的首次尝试。项目拟投资 34.23
亿元，从 2014 年到 2022 年分三期建设。

现已完成机场选址报告、飞行程序设计报告、
环评土地规划、北空同意立项审核的函和军方与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建设机场的协议等手续，进
入自治区发改委立项程序，达到开工前条件，预
计今年 4 月份开工建设。

摘录于内蒙古新闻网

柏乡机场建成后，将为现代农业
飞防飞播、森林管护、管线巡查、应
急公务、搜救、紧急医疗救护、抢险
救灾、环境保护、私照、商照培训、
航拍、航测、空中旅游、飞机托管、
通航机场管理等相关领域，提供完善
的、高质量的服务保障。

摘录于河北联华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五大连池机场破土动工 预计今年 9 月完工投运

五大连池机场位于五大连池市西南的万发村北侧，距市区9公里，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总投资6.85
亿元。项目占地面积 169.5 公顷，机场定位为新建国内支线机场，预计到 2020 年，该机场旅客年
吞吐量可达 30 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1500 吨、飞机年起降 3400 架次。目前，机场配套基础设
施已开工建设，供电线路工程主干线完工，新建机场路项目施工过半，机场初步设计获批，进入全
面施工阶段。五大连池民用机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总体规化设计和初步设计先后获得了批复，
并正式命名为“五大连池德都机场”。

　　五大连池机场的建成对黑龙省黑河市、绥化市、齐齐哈尔市、农垦等辐射区内的商务、旅
游、物流业将形成有力拉动作用，尤其将极大推进五大连池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五大连池市也
将成为“龙江丝路带”交通网中一个重要单元。

　　据了解，目前项目建设的到位资金总计 3 亿元，10 千瓦机场供电线路新建工程项目已经
完工；机场公路新建工程项目已经完成工程总量的 60%，预计今年 9 月完工并投入使用。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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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局长冯正霖 : 让中国民用航空“两翼”齐飞

中国民航局局长冯正霖日前接受了新
华社的专访。

新华社客户端：“十二五”已经收官，
我国通航产业总体发展如何？

冯正霖：通用航空是民航业发展的基
础，航空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民航局的重点工作之一。“十二五”时期，
通过推进法规建设，优化运行环境，夯实
基础设施，加强统筹规划，改进行业监管
和完善配套政策，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到 2015 年底，我国通用机场（含临时
起降点）已经有 300 多个；通航公司 281
家，通用飞机 2186 架，飞行小时 73.5 万
小时，“十二五”期间，通航企业数量、
规模、飞行小时三大指标复合增长率分别
为 20.4%、15.9% 和 14.9%；通用航空从
业人员达到 14500 多人，比 2011 年增长
了 6.2 倍。

差距大，潜力更大。通航产业发展将
迎来加速期，预计“十三五”末，全国通
用机场将建成 500 个以上，通用航空器将
达到 5000 架以上，年飞行量将达到 200
万小时，产业整体规模将超过一万亿元，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用航空企业将会
涌现，安全、有序、协调的航空发展格局
将会初步形成。

新华社客户端：通航产业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具有什么突出作用？

冯正霖：通用航空产业可以说是一个
极具魅力的黄金产业，一是用途广泛、形
态多元、适用不同区域的需要。在东部沿海，
可以提供公务飞行、私人飞行、空中游览
等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在西部地区，是实现航空公共服务均等化、
民航大众化的重要途径。

通用航空兼具生产工具和消费品，可
以服务于未来我国数十年经济发展。通用
航空产业不仅可以直接驱动航空领域科技
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同时，可作为我
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力补充，汇集人
流、物流，提高区域的通达性，旅游、商贸、
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都可以从中受
益。

通用航空也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拉动
内需，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

新华社客户端：能不能给大家描摹一
下未来蓝图？

冯正霖：我国通用航空大发展的历史
机遇已经到来，民航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
将会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推动通用航空产业
的发展。

一是注重顶层设计，系统谋划。二是
简政放权，加大支持力度，创新监管模式，
给予通航企业更大便利，积极配合推动空
域管理体制改革。三是加强监管，提高安
全运行保障能力。建立通用航空的安全监
管体系，特别是加强无人机的运行监管，
提升适航维修能力。四是改善服务，特别
是通用航空服务大众的服务品牌，建立完
善运行标准体系，畅通消费者的投诉渠道，
建立通航企业评价标准体系，引导行业健
康发展。我们将提供普惠性的基本公共航
空服务，继续扩大通用航空短途运输的试
点范围，支持通用航空企业拓展航空医疗
救护和公共应急救援等业务。

摘录于新华社客户端

2014 年 5 月，河南省成立了“中国河南航空救援基地”，
该基地依托省人民医院，经国家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批
准，并得到了省政府的大力支持。除郑州以外，目前已在安
阳、商丘、洛阳、驻马店等地建设了基地，初步建立起覆盖
全省的航空医疗紧急救援网络，形成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救治
圈，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空地一体化”的救援服务。

“空中救援直升机以接诊危急重症病人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的受伤人员为主，省医空中救护模式逐步实现常态
化，也让医院互联智慧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发挥出更多的优
势。”负责航空医疗救援的省医工作人员康红超告诉记者。

而对于老百姓关心的救援直升机“出诊费”问题，康
红超说：“将会按照民用通用航空的标准和要求设置，紧急
救援级别不同，标准也不同。”据他介绍，一类救援是指处
理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为公益性，全免费飞行。二类救援，
则是为满足接诊接治危急重症病人需要，收费将结合国内市
场需求和人群需求做合理的处置。

摘录于大河网

3 月 19 日下午，由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旗下智慧长沙 APP
组建的湖南首个无人机航拍新闻队在长沙南郊公园首飞。

长沙广电新媒体项目总监李蛟介绍，智慧长沙是由长沙
广播电视集团重点打造的新闻生活类城市应用 APP，致力于
打造“城市服务信息云平台”。此次无人机航拍新闻队的成立，
将探索新闻内容的全媒体化和移动化的呈现。

除了赋予无人机全媒体“记者”角色，此次，智慧长沙
APP 还与大自然 ( 湖南 ) 空中应急救援队达成深度合作。“大
到火灾险情，小到宠物走丢这样的生活小事，有时受地形、
高度的限制，平常人到不了的地方，无人机救援队都可以提
供免费的志愿服务，让大家感受到智慧城市的便捷！”大自
然 ( 湖南 ) 空中应急救援队负责人陈勤介绍说。

摘录于南通兴东机场有限公司

河南建起“空中救援”服务网 最快
30 分钟内施救

湖南首家无人机航拍新闻队成立 可免费
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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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莫旗通用机场项目用地
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

为加快呼伦贝尔市航空事业的发展，促进莫旗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更好地为当地经济、旅游业
发展服务，为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出行提供方便，莫旗
提出了新建通用机场开展短途航空运输的设想。

项目选址于尼尔基镇前兴农村西侧，距尼尔基镇
直线距离 11km，占地为 32.8729 公顷。

莫旗通用机场用地 2016 年 1 月获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批复。莫旗机场的建设是突破莫旗地广人稀
的不利交通条件、完善地区交通运输方式、加强区域
合作的有效途径，对于加快莫旗经济、旅游业协调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

摘录于乌海网

广东省通用航空协会筹备会议在珠
海举行

3 月 17 日，由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中
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直升机分公司、亚联公务机有限公司、幸福运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广州穗联直升机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中山雄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深圳市星雅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珠海航展有限公司、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等 10 家单位共同发起的广东省通用航空协会在
珠海举行筹备会议，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通航处相关
领导受邀出席。

摘录于广东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我国民航驾驶员有效执照已达 45523 本

《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吴丹 报道：记者日前从民航局
获悉，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
国民航驾驶员有效执照总数为 45523
本，同比增长 14.1%。驾驶员数量增
幅连续 5 年均超过 12%，高于近 5
年来我国民航运输机队规模的平均增
速。其中，女性驾驶员比例增长明显，
外籍驾驶员所占比例有所下降。

民 航 局 于 3 月 16 日 最 新 发 布
的《中国民航驾驶员发展年度报告
（2015 年版）》显示，我国民航驾
驶员主要分布在运输航空公司（包括
121 运输航空公司和 135 运输航空公
司）、141 部驾驶员学校（包括教员
和学员）、91 部通用航空公司、体
育运动类航空器驾驶员、政府事务机
构、私用驾驶员和其他人员，其中政
府事务机构包括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
局、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等，
私用驾驶员主要指持有私用驾驶员执
照的人员。截至 2115 年底，中国民
航驾驶员有效执照中运动驾驶员执照
609 本，私用驾驶员执照 3090 本，
商用驾驶员执照 23988 本，多人制
机组驾驶员执照 35 本，航线运输驾
驶员执照 17802 本。

　　《报告》显示，从 2011 年
到 2015 年，中国民航驾驶员执照的
数量增幅连续 5 年均超过 12%，高

于近 5 年来我国民航运输机队规模的平
均增速。截至 2015 年底，国内运输航
空公司可用机长 12460 名，可用副驾
驶 15476 名。

　　在通用航空方面，根据《报告》
中的统计不难看出，2015 年我国通航
驾驶员的总体数量总体上有所增长，但
在所有驾驶员中所占比例依然不高。其
中，按照 CCAR-91 部运行的公司，多
为实施工农业作业的飞行，总体规模较
小，截至 2015 年末可运行驾驶员总人
数 1228 人，其中商照 1187 人，航线
照 41 人；持有中国民航私用驾驶员执
照的人数（飞行学校私照阶段学生除外）
为 502 人；我国职业直升机驾驶员数
量达到 1251 人。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近年来无
人机产业的发展，2015 年无人机驾驶
员数量出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报告》
显示，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我国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总数为 2142 
个，主要分布在各民用无人机生产研发
企业、相关应用单位以及大专院校，而
这一数字在 2014 年才仅为 244 个。另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向中国
AOPA 申请审定的无人机训练机构共 
62 家，目前共 57 家无人机驾驶员训
练机构具备培训资质。

摘录于杭报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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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河机场二跑道预计 4 月
试飞

昨日（17 日），记者从武汉天河机场获悉，
天河机场 2 号变电站第二回路送电成功，至此，
天河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110KV 中心变电站工程双
电源送电全部完成，离机场二跑道 4 月 20 日试飞
计划又近了一步。

据介绍，截至 2 月底，天河机场三期工程 T3
航站楼、交通中心等主体结构已封顶。根据安排，
机场二跑道预计将于 4 月 20 日试飞，6 月 23 日
具备通航条件。T3 航站楼将于 10 月底完成精装修，
12 月底完成竣工验收，届时实现通航目标。

摘录于杭报在线

我国首架水陆两栖运动飞机在
镇江大路机场起飞

3 月 17 日上午，中国首架水陆两栖运动
飞机 - 海王 /searey 取得适航权，并落户镇江
大路通用机场。

海王 /searey 飞机由美国泊鹭公司生产，
以易驾驶性、高娱乐性和出众的失速性能在
运动航空圈内广为人知。飞机巡航速度约
150 公里 / 小时，航程约 705 公里，可用于
运动娱乐飞行，以及搜救、表演、观光等领域。
尤其是其可以在水面、草地跑道降落，紧急
情况下甚至可以机腹直接在草地，雪地和农
田迫降，安全性极高。

摘录于镇江大路通用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神木将建通用航空永久机场 本期就已投资超 2 亿

3 月 11 日，受神木西站综合物流园区筹建处办公室委托，西安西北民航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在西安市西北民航大厦组织召开了神木通用机场项目立项（代可研）报告
评审会议。

根据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编制的《民航西北地区通用航空机场布局规划》，结合
神木县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等发展状况和民航事业发展的需要，神木机场定性为通用
航空永久机场，即固定性、驻地性、常年进行飞行活动的供飞机、直升机起降的机场，
场址选择于麻家塔办事处买力湾村，距县城 30 公里，位于神木西综合物流园区东南侧。
机场主要开展飞播造林、应急救援、公务飞行、空中物流，并开展林业巡防、人工影
响天气、警务航空、航空旅游、航空培训等。近期机场飞行区等级指标为 2B，远期
按 3C 规划。本期工程新建一条 1200m 跑道、24 个机位，配套建设办公、生活、机
务维修、地面保障及气象等设施。本期机场项目总投资 20717 万元。

待《神木通用机场项目立项（代可研）报告》批复后，神木西站综合物流园区筹
建处办公室将继续开展办理林业、土地报批手续，预计 2016 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

摘录于神木新闻网

安徽砀山启动通用机场建设项目

日前，砀山县编制完成通用机场选址报告，启动
通用机场建设项目。

砀山县建设通用机场，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中心，
已分别列入省“十三五”规划和该县“十三五”规划。
砀山通用航空机场是我省第一家按照 2B 等级规划的县
内通用机场，建成后能保证民用小型直升机，A、B 类
小型固定翼飞机使用，可在紧急救援、公务飞行、地
形测绘、城市消防、农药喷洒、飞行教学、观光旅游
等方面提供良好的保障与支持，将对该县打造旅游强
县、提供应急救援、森林防火、短途运输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摘录于安徽商报

青海通用航空在两地人工增雨

记者从青海飞龙通航航空有限公司了解到，我省
这家通用航空公司将从3月15日开始，首次执行青海、
甘肃两地区人工增雨飞行任务。

据了解，与往年由部队军机执行青海、甘肃人工
增雨任务不同，今年应青海、甘肃两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的要求，由青海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执行青
海、甘肃地区人工增雨飞行任务。3 月 11 日上午，
青海省和甘肃省气象局、青海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以及负责本次飞行任务保障的部队、民航航管部门的
主要人员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甘青两省 2016 年跨
区域飞机人工增雨（雪）协调会议”，对本次飞行任
务进行了协调和安排。

这是青海飞龙通航首次跨区执行人工增雨任务。
公司计划派一架 Y12E 飞机，于 3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执行该任务。Y12E 型飞机是国产轻型多用途运输
机，它可用于短途客货运输、地质勘探、航空摄影、
人工增雨等业务。

摘录于广东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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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将简化“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请

民航局自今年以来加大通用航空简政放权力度，减少许可项目，简化审批流程，为通航
企业经营提供更多便利，以践行“发展为人民”理念和“三个底线”工作要求。自 4 月 1 日起，
民航局将简化“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请材料报送要求，把 11 项申请材料简化为 2 项、
上百页的重复性各类资质证明简化为 2 页的“申请函 + 承诺书”，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
少企业运营成本。此前，民航局还于 2 月 17 日取消了“国内通用航空企业赴境外开展业务”
审批事项，鼓励更多通航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国际化通用航空服务。

民航局要求各级通航任务审批部门简化办理流程、及时反馈进度，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真情服务市场主体，更好促进行业快速发展。

简化后的材料清单
1. 任务申请文件，其中应列明作业性质、作业时间、作业范围及其他需说明事项；
2. 特殊通用航空任务申请的相关资质符合性承诺书。
申报材料：
拟执行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的单位或个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依据任务性质，至少

提前 20 日向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行业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1、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请。申请中应包括：
（1）飞行任务来源及性质；
（2）拟使用通用航空器的型号、数量和机号；
（3）作业期限；
（4）拟使用的基地机场或者临时起降场点；
（5）作业区域、航线及飞行高度；
2、单位的资质证明文件或个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3、飞行任务的作业合同或任务书；
4、拟使用通用航空器的国籍登记证、适航证和机载无线电台执照等；
5、机组成员证照；
6、机上人员险、机身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投保证明；
7、由具备认证资质的专业机构对飞行活动所需专业作业设备出具的认证材料；
8、拟执行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的作业区域、作业航线示意图；
9、使用外籍飞行员的，应提供其中国颁发的驾驶员执照或外国驾驶员执照认可证书；
10、使用外籍航空器的，应提供引进航空器的批准文件及中国颁发的外国航空器适航认

可证书，并通过局方的运行合格审定；
11、外国人搭乘我方通用航空器或作为机组成员执行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的，应提供其有

效身份证件。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

五大连池机场破土动工 预计
今年 9 月完工投运

五大连池机场位于五大连池市西南的万
发村北侧，距市区 9 公里，项目初步设计批
复总投资 6.85 亿元。项目占地面积 169.5
公顷，机场定位为新建国内支线机场，预计
到 2020 年，该机场旅客年吞吐量可达 30
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1500 吨、飞机年起
降 3400 架次。目前，机场配套基础设施已
开工建设，供电线路工程主干线完工，新建
机场路项目施工过半，机场初步设计获批，
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五大连池民用机场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总体规化设计和初步设计
先后获得了批复，并正式命名为“五大连池
德都机场”。

五大连池机场的建成对黑龙省黑河市、
绥化市、齐齐哈尔市、农垦等辐射区内的商
务、旅游、物流业将形成有力拉动作用，尤
其将极大推进五大连池景区旅游业的发展，
同时五大连池市也将成为“龙江丝路带”交
通网中一个重要单元。

据了解，目前项目建设的到位资金总计
3 亿元，10 千瓦机场供电线路新建工程项目
已经完工；机场公路新建工程项目已经完成
工程总量的 60%，预计今年 9 月完工并投入
使用。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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