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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引导推动局属国有企业
改革

南宁伶俐通用机场建设用地获得
批复

11 月 30 日，民航局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六
次会议，对《提升民航行政管理能力工作方案》进行
了审议。该方案将提交民航局党组会议审定后正式印
发实施。

民航局党组《关于进一步深化民航改革工作的意
见》围绕提升民航行政管理能力提出了 6 项具体改革
任务，涉及行政职能、执法能力、法规体系、财经政
策、国企改革、行业协会、后勤服务、党建和反腐倡
廉等方面的内容。《提升民航行政管理能力工作方案》
将其细化分解为 38 个重点项目，明确了每一个重点项
目的预期目标、时间安排、主办部门及责任人。会上，
各单位分别就工作方案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
议。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

2 日，从南宁市国土局获悉，上月，南宁伶俐通
用机场建设用地获自治区政府批复。南宁伶俐通用机
场在南宁市青秀区伶俐镇动工兴建，这是全国首家水
陆两用通用机场、广西首家通用机场。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鼓励发展通航产业，将之
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低空空域管理
体制改革的推进，通用航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
数不多的、没有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产业，迎来了
发展的春天。南宁区位优势彰显，发展通用航空产业
的条件优越。因此，自治区决策把通用航空作为未来
一个重要产业发展方向之际，确定了全区通用机场以
南宁为核心来布局，打造水陆空一体的立体综合交通
网络体系，使南宁成为广西境内以及广西连接粤港澳
地区、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的交通、物流枢纽。

摘录于《南宁晚报》

且末玉都机场使用许可证获批

近日，民航新疆管理局颁发了且末

玉都机场使用许可证。

且末玉都机场位于且末县城中心真

方位 331°、12.3km 处，飞行区指标

4C，跑道长 2800 米、宽 45 米，站坪

设置 3 个 C 类机位。04 号跑道为Ⅰ类

精密进近跑道，设置Ⅰ类精密进近灯光

系统，22 号跑道为非精密进近跑道，

设置简易进近灯光系，可起降 B737-

800 同类及其以下机型。

且末民用机场迁建项目于 2012 年

6 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立项，

2014 年 6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7 月

通过竣工验收，2016 年 8 月通过民航

新疆管理局组织的行业验收。据介绍，

本期工程按满足 2020 年旅客吞吐量

12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480 吨的目标

设计。

摘录于《新疆日报》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费约 26.2
亿元 明年 9 月开工

作为广东省重点项目的湛江机场迁建项

目的各项工作正紧锣密鼓当中，金羊网记者从

相关渠道获悉，该工程总体规划编制及飞行区

工程设计已进入招标环节。根据投资估算，

该工程费约 26.2 亿元，迁建工程计划工期为

2017 年 9 月开工，2020 年 6 月竣工，2020

年 9 月投入使用，总工期 36 个月。

迁建项目选址吴川市塘缀镇。

迁建后的湛江机场未来将建成辐射包括

茂名、阳江、云浮在内的粤西广大地区及广西

邻近地区的 4D 级国际机场。招标公告显示，

该项目规模为跑道长度 2800 米，西北 - 东南

走向，一条与跑道等长平行滑行道，站坪面积

约 24 万平米，共 30 个 C 类机位。飞行区等

级为 4C。候机楼设计面积 5.8 万平米，为两

层式布局，设置登机桥。设计目标年为 2025

年，年旅客吞吐量为 420 万人次，年货运吞

吐量为 25000 吨，年客机起降架次为 40553 

架次，高峰小时客机起降架次为 27 架次，高

峰小时旅客人数为 2824 人。

招标公告显示，投资估算为：工程费约

26.2 亿元（不含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与基本预

备费）；

迁建工程计划工期为：2017 年 9 月开工，

2020 年 6 月竣工，2020 年 9 月投入使用，

总工期 36 个月。

摘录于《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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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云南通用航空公司正式开
展代理包机业务

七彩通航是由云南省政府主导，云南省国资委推动，云南
机场集团牵头组建、控股的国有大型混合所有制通用航空企业，
主要经营短途运输、公务飞行、空中游览、应急救援等业务。
此次承担短途运输航线的机型为飞鸿 300，从昆明机场起飞至
沧源机场，单程航线飞行时间约为 1 小时。

七彩通航已于 8 月购买 2 架巴航工业生产的“飞鸿 300”
飞机，作为第一批次引入机型将于年底到位。

摘录于《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

九九九空中救护取得通用航空经
营许可证

九九九空中救护有限公司 ( 简称“九九九空中救
护”)，顺利拿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颁发
的甲类医疗救护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

九九九空中救护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家覆
盖全省的专门针对道路交通事故空中救护专业运营商。
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由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
批准筹建，由麦特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成立；与中国交通
部海上搜救中心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成
战略合作；采用世界著名直升机公司 --- 空中客车直升
机公司的H130直升机，并与美国Helistream飞行学院、
欧美台湾医疗救护运营商达成人才技术培训资源合作联
盟。

山东全省 6 个救援基地，分布在烟台、潍坊、济
南、青岛、临沂、济宁周边区域；每个基地间隔距离在
100-200 公里处；每个基地配置 1 架 H130 医疗救护
专用直升机，其中潍坊中心基地配置 1 架备用机。

摘录于《九九九空中救护》

株洲通用机场跑道施
工进入冲刺阶段 年底

跑道将完工

沧源佤山机场正式通航

12 月 5 日，伴随着最后一
个立方的土质改良完成，株洲
通用机场跑道约 2.4 万方的土
质改良全部完成，不仅如此，
机场跑道第一层水稳层铺设已
完成 40%，跑道施工进入了冲
刺阶段。

据了解，为确保机场跑道
施工顺利进行，项目现场搅拌
站，配置了两台搅拌机，“一
边进行土质改良，一边进行水
稳层施工，流水作业，这样既
加快了施工进度，又确保了工
程质量。”项目业主株洲通用
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按照这个进度，本周
第一层水稳层就可以铺设完成，
下周完成部分第二层水稳层，
启动混凝土浇筑施工，年底跑
道就能完工。”除机场跑道外，
目前，机场航站楼、机库、辅
助用房等设施均已经封顶，正
在加速推进中，为加快实现年
底试飞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悉，株洲通用机场将是
湖南省首家建成并投入运营的
通用机场。项目一期占地 649
亩，总投资约 4.73 亿元，飞行
区等级为 1B 级标准，跑道长
800 米，宽 30 米，可满足目前
国内主流中小型通用航空飞行
器的起降要求。

摘录于《株洲新闻网》

12 月 8 日上午 10 点 58 分，由昆明长水机场起飞，载有
115 名旅客的祥鹏 8L9921 波音 737-700 型飞机首航沧源成功，
标志着沧源佤山机场正式通航。

沧源佤山机场位于沧源县糯良乡境内，距昆明 670 公里，
临沧市 187 公里、沧源县城 36 公里。机场按照 2020 年旅客
吞吐量 27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080 吨进行规划设计，工程
总概算为 15.646 亿元。2014 年 10 月，沧源佤山机场全面开
工建设，历经了 800 多个日夜，于今年 7 月 28 日顺利通过竣
工验收；9 月 20 日，机场完成校飞、10 月 25 日完成试飞、
12 月 7 日完成行业验收。

摘录于《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

2016 年 12 月 13 日 9 时 11 分，一架 B737-800
划破冰天雪地的霍林郭勒，挣脱了冬日的萧条与肃杀，
成功降落在霍林河机场。经过 2 个小时 39 分的验证飞
行，此次飞行结果为合格，标志着霍林河机场向正式通
航又迈进了关键的一步。霍林郭勒市领导为机组人员献
上哈达，霍林河机场圆满完成本次试飞工作。

此次试飞，验证评估了霍林河机场传统飞行程序的
可用性和可操作性及飞行程序运行的最低标准，检验了
机场通信、导航、监视、助航灯光等各项设施设备，证
明了霍林河机场具有空中交通管制、航行情报、地面服
务、应急处置等综合保障能力。目前，霍林河机场筹备
处正积极准备行业验收及适航许可审定，全力推进通航
步伐。

摘录于《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

霍林河机场试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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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机场完成飞行校验

12 月 4 日—5 日，中国民航校验飞行中心在景德
镇机场开展飞行校验工作。

此次校飞工作主要是对景德镇机场 04 号跑道的
ILS（仪表着陆系统）进行定期飞行校验。12 月 03 日
18 时左右，中国民用航空校验飞行中心派出的赛斯纳
校验飞机平稳降落景德镇机场后，机组顾不上飞行的疲
惫，马不停蹄的参加了校飞协调会。会议由分公司副总
经理曹华主持，分公司航务保障部、机管理部、安全护
卫部以及中航油景德镇分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人员参
加了会议。

为顺利完成本次校飞工作，分公司副总经理曹华于
12 月 3 日带领航务保障部相关人员赴吕蒙试飞大队开
展校飞相关协调工作。在校飞期间，分公司协调军民航
管制单位和机场各相关部门，制定了完善的地面保障方
案，各相关部门全力配合，共同把校飞的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管制、气象人员积极与飞行校验机组协调，提供
准确的气象条件，合理利用时间安排校飞计划；导航调
试人员与校验员密切配合，精确调试，在保障航班正常
的情况下，于 12 月 04 日全面完成了规定科目的校验，
校验结果均符合民航相关标准和规范。

通过定期对导航设备的校验，可以保障导航设备运
行状态稳定可靠，为景德镇机场的安全生产运行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摘录于 《江西省机场集团公司景德镇分公司》 

11 日，弥勒通用机场地基处理及土石
方工程试验段开工仪式在弥勒市东风农场
举行。

弥勒通用机场是我省“十三五”期间
首批规划建设的 20 个一类通用机场之一。
机场场内用地约 760 亩，估算总投资约 3.2
亿元，将建设停机坪、航管综合楼、陆侧
道路、停机场及相关配套设施，飞行区等
级为 2B，跑道长度暂定 1500 米，能满足
直升机和小型固定翼飞机起降要求，主要
从事商务飞行、航空旅游、短途运输、应
急救援、抢险救灾，兼顾试飞、训练和教
学等用途。

弥勒通用机场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五网”和综合交通大会战的重大项目。
项目的实施，将加快红河州“融入滇中、
联动南北、开放发展”的步伐，同时也将
对全省、全州探索通用机场建设及通用航
空产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该项目 2016 年 4 月 27 日获省发改委
复函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现已完成机场场
内及配套基础设施用地土地征收 1300 余
亩，机场道路及配套设施的设计工作正加
紧推进。

摘录于《云南网》

11 月 30 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
“凤凰机场”）T2 航站楼头等舱休息室正式启用，
该头等舱休息室位于凤凰机场 T2 航站楼旅客候
机区三楼，建筑面积约 350m2，分为上网区、
商务区、洗漱间、独立包厢等区域，装修设计风
格融合热带海洋与现代风情，可同时为 70 余名
旅客提供服务，主要面向在 T2 航站楼办理值机
手续的航空公司（如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
河北航空、天津航空、首都航空、山东航空、西
藏航空、成都航空等）头等舱旅客及持有航空公
司金卡、银卡的高端旅客。

头等舱休息室内摆放有各类中外报纸及主流
杂志，并免费提供多种食品与饮料，此外，凤凰
机场根据航空公司要求，为旅客提供优先登机通
道、登机指引、远机位车辆摆渡等服务。T2 航
站楼头等舱休息室的启用，满足凤凰机场旺季生
产运行的需要，也为旅客提供了更舒适、高品质
的候机服务。

摘录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综合管理部》

2016 年 11 月 29 日，琼海市博鳌机场，工作人员
对飞行区的标志线施工，他们身后的机场中线灯和边灯
格外耀眼。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
博鳌机场的二期扩建工程，正进一步完善各种设施，目
前都在收尾阶段。

摘录于《海口网》

弥勒通用机场地基及土石方
工程试验段开工

三亚机场 T2 航站楼头等舱
休息室正式启用

海南博鳌机场跑道画新标志 
二期正在收尾阶段

莎车机场明年竣工通航

莎车机场飞行区工程基本完工，航站楼进入
内、外装修阶段，预计将于明年 7 月正式竣工通
航。

据悉，莎车机场项目于 2015 年 5 月 5 日获
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并于同年 11 月正式开
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5.58 亿元，新建机场飞行
区等级指标 4C，新建 3000 米 ×45 米跑道 1 条、
站坪机位 3 个、航站楼 3000 平方米。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方面表示，莎车机场项目
建成后，将对改善当地交通运输条件，促进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区域对外开放等具有重要意
义。

摘录于《新疆日报》



民航报导
China Civil Aviation Report10 民航报导

China Civil Aviation Report 11

为完善旅客乘机流程，升级旅客最新乘机体验，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美兰机场”）东指廊航站楼
改造项目已于 11 月 30 日完成升级改造。截止目前，美
兰机场老旧候机楼改造项目已全线完工。

美兰机场航站楼东指廊自 2006 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
10 年，因基础设施更新及扩充东远机位候机区的需要，
美兰机场于 2016 年 5 月开展东指廊改造项目，改造面积
达两万余平方米。

升级改造后的东指廊候机楼不仅从乘机环境上得到
很大改善，更注重从细节入手，为旅客提供便利。效率提
升方面，改造后的东指廊新增 4 个登机柜台、并对安检
通道进行升级改造，有效缓解了客流压力，提升运行效率。
旅客乘机体验方面，改造后的航站楼新增候机休闲区，
配有充电插座及有线网络，让旅客在候机的同时可以享受
“无限电”，满足旅客移动设备的充电需求。除此以外，
改造项目设计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并运用花瓣降噪设
计、玻璃面加装遮光窗帘，在保证美观的同时充分体现美
兰机场“绿色、环保、节能”的理念。

摘录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美兰机场候机楼升级改造项目
全线完工

2016 年，在临泽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林业部
门的监督指导下，通航产业园区周边绿化工程已完成了土
方换填及浇水沉降等工作。为实现由“荒野山滩”转变为
“绿树成荫”打好了坚实有效的基础。

通航产业园区周边绿化土方工程共六个标段，面积共
计 559 亩，至目前已完成熟耕土换填 93600 立方米、基
肥施放 1872 立方米、浇水沉工作已全部完成，为 2017
年造林绿化工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摘录于《中国张掖网》

临泽县通航产业园区周边绿化土方
工程已全面完工

明月山机场总体规划获批复

金汇通航拟挂牌新三板 2016 年
1-7 月营收 2.89 亿元

12 月 2 日消息，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通航）已于近日正式申
请新三板挂牌，全国股转系统披露的挂牌资料显
示，董事长邹建明及其妻子张红艳二人合计间接
占股 95.16%，二人通过控制正阳集团及正旺投
资进而控制公司，为共同实际控制人。

公告显示，金汇通航 2014 年度、2015 年
度、2016 年 1-7 月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为 8944.11
万元、7656.71 万元、2.89 亿元；净利润分别
为-5308.80万元、-5879.72万元、2821.46万元。

挖贝新三板研究院资料显示，金汇通航主要
提供多元化直升机运营服务及一站式直升机销售
服务。

金汇通航本次挂牌申请的主办券商为东兴证
券，法律顾问为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财务审计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摘录于《挖贝网》

格尔木机场新建航站楼主体钢
结构工程完成

2016 年 12 月 2 日，通过格尔木机场建
设分部和各参建单位的共同努力和连续奋战，
格尔木机场改扩建工程新建航站楼工程完成了
钢结构主体工程。

格 尔 木 机 场 新 建 航 站 楼 总 建 筑 面 积
10203.4 ㎡，地上一层，局部二层，屋盖总长
136.4 米，总宽 54.4 米，主体钢结构工程构
件体量大、工期紧、任务重。格尔木建设分部
一方面组织专家评审会对钢结构及屋面工程安
全专项方案进行论证，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另
一方面积极谋划，认真研判，在大风、雪天等
不利情况下，调动各方资源，确保工程建设的
有效工期不缩水。以集团企业文化为引领，秉
承发扬青海机场建设精神，凝心聚力、攻坚克
难，历时 75 天顺利完成主体钢结构工程吊装
任务。

格 尔 木 机 场 改 扩 建 工 程 作 为 青 海 省
十二五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工程建设难度大，
涉及范围广，社会关注度高。此次钢结构吊装
工程的顺利完成，标志着航站楼项目取得阶段
性胜利。同时，在冬歇期建设分部将积极完成
相关设备材料的备料和装修工程招标等工作，
全力推进新建航站楼工程建设，为下一步整个
机场的运行创造条件。

摘录于《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

近日，《宜春明月山机场总体规划》（2016
年版）获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批复，从而为明
月山机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标
志着明月山机场扩建工程前期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根据批复，明月山机场近期规划目标年为

2025 年，远期规划目标年为 2045 年，定位
为国内支线机场。近期目标年 2025 年旅客
吞吐量 13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2300 吨、
飞机起降 13237 架次；远期目标年 2045 年
旅客吞吐量 4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9200
吨、飞机起降 37976 架次。

摘录于《中国江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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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胜通航飞行学院通过局方 141 正
式合格审定

2016 年 12 月 5 日，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141
合格审定小组领导莅临金胜通航进行 141 正式合格证
申请文件审查以及现场验证工作。

此次审定是运行 2 年以来首次申请正式合格证，
在局方领导的讲评中，对我公司运行情况予以认可，
并指出要在持续确保安全的前提上，抓好训练质量。
同时李军总经理表态：金胜通航一定不辜负局方领导
对我们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帮助，让金胜通航再上一个
新台阶！

摘录于《金胜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首架大白鲸 XL 运输机开始
总装 2019 年投入运营

浙江省首个暨全国第十一个国际卫
生机场花落宁波机场

日期那空中客车公司首架“大白鲸
XL”运输机开始在图卢兹进行总装。

空中客车公司于2014年11月宣布，
以 A330 货机为基础开发和生产五架新
大白鲸运输机，用于将空客位于欧洲各
地工厂生产的大型飞机部件运送到法国
图卢兹、德国汉堡和西班牙塞维利亚的
总装线。新大白鲸将将安装由罗尔斯·罗
伊斯公司生产的遄达 700 发动机。首架
新大白鲸计划于 2019 年投入运营，届
时它将把现有大白鲸运输机的大部件运
载能力提高 30%。

目 前， 空 客 运 营 有 5 架 A300-
600ST 大白鲸运输机，它拥有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飞机货舱之一。第一代大白鲸
飞机于 20 年前进行首飞，最后一架大白
鲸也是 15 年前交付。

在一段时间内，新的大白鲸 XL 运
输机将和现有的 A300-600ST 大白鲸共
同承担空客飞机大部件运输任务，随后，
现有大白鲸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并将
在 2025 年逐渐退役。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向宁波市政府授予“全港
创卫示范城市”牌匾，并向宁波北仑港区、镇海港
区和栎社国际机场授予“国际卫生港口 / 机场”牌匾。
此举标志着宁波全港创建国际卫生港工作取得了圆
满成功，全国首个“全港创卫示范城市”花落宁波。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成为浙江省首个、全国第十一个
国际卫生机场。

根 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颁 布 的《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2005）》有关规定，国际卫生港是建立完善的卫
生控制与保障设施、有效的卫生管理机制，满足国
际间疾病及核生化有害因子防控等需要，获得世界
卫生组织认可的国际通航港口。

摘录于《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凤庆通用机场开工

9 日，凤庆通用机场航站区场平暨场外配套工
程开工仪式在凤庆县举行，标志着临沧市境内的第
三个机场正式开工建设。

凤庆通用机场建设项目位于凤庆西北部勐佑镇
中和村、凤山镇落星村交界处，距县城 13 公里，
机场标高 2239.5 米。建设类型为一类通用机场，
设计飞行跑道长度为 1800 米、宽 30 米、航管综合
楼 3000 平方米，项目估算总投资 7.62 亿元。

昨日，临沧市政府与云南机场集团签订了《临
沧市民航发展项目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对
凤庆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和永德通用机场建设项目进
行深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加快推进临沧民航事业
快速健康地发展。

摘录于《春城晚报》

咸阳机场成为西北地区首
个“双目”机场

从 12 月 8 日起，西安咸阳国际机
场起降航班开始实施目视间隔与目视
进近运行模式，这也是西北地区首个
实施航班“双目”运行的机场。通俗
的说也就是在天气能见度和净空条件
良好的情况下，航班起降时飞行速度、
航班间隔由飞行员在一定范围内可以
自主决定，飞机之间的间隔也将进一
步缩小。

西北空管局管制中心塔台一室副
主任徐国俊：“管制员掌握的飞机之
间的间隔最小我们控制是 6 公里，在
实施“双目”以后，有些机组通过他
的肉眼来判断，可以缩小到 4 到 5 公
里。”

据了解，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目前
虽然采用的是双跑道运行，但还无法
做到两架飞机在两条跑道上同时起落，
实施双目运行后，两架飞机便可在两
条跑道上分别同时起落，航班的运行
效率可提高 30%，不过，实施“双目”
运行并不意味着管制员完全“放手不
管”。

　　西北空管局管制中心塔台一
室副主任徐国俊：“管制员会利用雷达，
仪器设备对飞机之间的间隔进行实时
监控，一旦缩小到可能会危及飞行安
全的时候，我们会对飞行员做出及时
提醒。”

摘录于《西部网》

重庆江南机场项目正式获批建设 
将进一步完善全市通用机场布局 

13 日，记者从万盛经开区获悉，重庆江南机场
项目正式获得市发改委批复。这是今年九月，万盛黑
山谷通用机场项目获批复后，万盛的第二个通用机场。

据悉，重庆江南机场项目建设选址在万盛金桥
镇，为一类通用机场，拟用地总规模 1425 亩，总投
资 93665 万元，建设工期为 2 年。

据万盛经开区发改局负责人介绍，江南机场飞行
区，将新建一条长 2200 米、宽 30 米的跑道，2 条
长 96.5 米、宽 18 米的垂直联络道，24 个机位的站坪，
1000 平米航管综合楼。

重庆江南机场建成后，主要满足公务飞行、航空
驾驶培训、空中游览、应急救援及各类通航作业需求，
据重庆市发改委预测，2025 年江南机场飞机起降将
达 2.4 万架次。江南机场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全市通
用机场布局，促进全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推动万盛
资源型枯竭城市转型发展。

摘录于《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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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机场第 23 座城市候机楼开通

今日，南京机场宿州城市候机楼投入运营。至此，
南京禄口机场异地城市候机楼增至 23 家。

宿州城市候机楼位于宿州市政务新区人民路公园道
1 号。目前，南京机场先行开通的每日往返宿州旅客班
车为 4 班。

我们总结了南京机场近十年来陆续开通的城市候机
楼的地理示意图如下：

可以看出，南京机场辐射的核心城市的候机楼布局
已完备，100 公里外的东、北、南等方向的城市候机楼
布局也基本完成，从覆盖面上看最缺西面更多的覆盖。

摘录于《微信》

青海首支通用航空产业基金正式运营

12 月 2 日，国泰中旺（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青海省通用航空集团在西宁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联
合投入 100 亿元，将助力青海省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
标志着以“立足青海，服务青海”为己任的青海省通航
产业基金正式运营。

据了解，这是国泰中旺和省通用航空集团发起的青
海省第一支通用航空产业基金，合作双方是“在国家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通用机场建设的旗帜下的一次大胆尝试
和突破”，双方将优势互补，全力以赴投资建设好青海
省境内所有通用机场项目，力争“十三五”未布局好全
省的通用机场建设，打造出具有青海地域特色的现代快
速物流和航空服务，为青海省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据青海省通用航空集团董事长关景武介绍，青海的
通航产业发展滞后，导致通航业在救援、应急维稳、勘探、
旅游观光、农业等方面难以发挥作用。随着青海经济的
发展，各个行业的航空需求将急速增长，未来十年，通
航产业将会是成为国民经济的重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摘录于《青海日报》

临汾着手打造通用航空产
业示范园区

12 月 5 日，临汾市政府重点项目推
荐会签约仪式在北京中国职工之家报告厅
举行。临汾市与北京华苏美航材科技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临汾正
式启动了打造通用航空产业建设示范园区
计划。

拟筹建的山西通用航空应用技术学
院，由临汾市政府主办，北京华苏美航材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兴办，为全国第一所以
培养通用航空应用技术人才为办学特色的
公办民助性质的地方高等职业院校，另同
时申报国家体育总局 ( 华北区 ) 航空职业
学院项目。建成后的山西通用航空应用技
术学院，既有列入统一招生计划的普通高
职教育学生，还承担国家体育总局系统内
航空运动专业人员培训任务，主要开设飞
行器制造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航空紧
急救援、航空器机电维修、空中管制、飞
行签派等市场急需的应用技术型专业。学
院预计总投资约 10 亿元人民币，目前已
完成项目论证和土地规划，明年初即可进
入项目审批和基础设施建设阶段。

据悉，除山西通用航空应用技术学
院，北京华苏美航材科技有限公司在临汾
的其他项目还包括二手飞机拆解、低空旅
游开发、通用航空作业等，概算总投资约
为 50 亿元人民币，争取通过三至五年的
时间，将临汾打造成山西乃至华北区域较
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通用航空产业建设示
范园区。

摘录于《《山西日报》

多彩航空水上迫降演示验证成功

12 月 6 日，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下

称多彩航空）在贵阳机场举行水上迫降演示

验证。民航贵州监管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朱

颂率监管局审定小组出席验证现场。多彩航

空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江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刘斌、陈臻，党委委员、安全总监

付令到场指导、观摩。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模拟水上迫降演示，

多彩航空公司顺利通过验证。此次水上迫降

演示验证成功，将确保后期多彩航空有能力

运行延伸跨水相关航线，为提升航空公司航

线运力提供运行资质，对多彩航空提高运行

能力，获得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多彩航空自 10 月份向民航贵州

监管局提交“延伸跨水补充运行合格审定”

申请以来，前期经过预先申请、正式申请、

文件审查等阶段。期间，公司领导班子高度

重视，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分管领导实地监

督指导，各业务部门通力合作，反复演练，

全体员工戮力同心，确保了多彩航空成功完

成此次水上迫降演示验证。

摘录于《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