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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EAA 中国馆缅怀历史

 EAA 飞来者大会今年也要举行仪式缅怀
纪念二战期间杜立徳将军（James Doolittle) 
所率领偷袭者“The Raiders" 偷袭轰炸日本
东京振奋中美军心的 75 周年， 这个故事在所
有轰炸机燃油耗尽在中国境内迫降，全部机组
人员被中国军民营救保护而结束， 是一个很
值得庆祝的历史历程。  

美国缅怀空军团队将聚集大量空军退役飞
机， 包括 C-47, B-17, A-26 以及 B-25 战机
和轰炸机等参加飞行表演， 千万不要错过这
个参与历史的机会。

我们诚挚的邀请你成为中国馆的一员，有关详情请浏览 http://www.uniworldchina.com/eaa.

民用机场“市市通” 2020 浙江至少有 20 个机场

浙江省发改委、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印发《浙
江省民用机场发展“十三五”规划》，目标是
建成国内领先、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运输机
场和通用机场体系。

规划提出，“十三五”末将实现每个地
级以上城市拥有 1 个以上运输机场或一类通用
机场，实现民用机场“市市通”，基本覆盖全
省各县（市）和重要海岛，航空服务覆盖全省
99% 的人口。

在规划中，浙江省提出要形成以杭州萧山
机场为核心，宁波栎社机场和温州龙湾机场为
骨干，义乌、台州、舟山、衢州、嘉兴、丽水
等支线机场为重要组成的运输机场体系，拥有
20 个以上一二类通用机场，初步形成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衔接紧密的通用机场网络。

实现全省空中 1 小时交通圈，是十三五浙
江空中交通的明确目标之一。这必然要推进民
用机场建设，具体来说，浙江将加快杭州萧山
机场改扩建工程，分阶段实施飞行区、航站区、
货运及陆侧交通等配套设施扩容建设，提高机
场容量和安全服务水平，着力打造区域性国际
门户机场、全国快件中心。

加快宁波机场三期扩建、温州龙湾国际机
场改扩建，推动两大干线机场进入千万级大型
机场行列，成为全国率先拥有 3 个千万级机场

的省份。推进杭甬温三大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建设，
完善机场集疏运体系。

加快义乌、台州、舟山支线机场扩容提升，
促进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空口岸开发开放。新建丽
水、嘉兴运输机场，提高机场保障能力。加快通
用机场建设，完成东阳横店、建德千岛湖、绍兴
滨海、宁海、德清等一类、二类通用机场建设，
优先发展水上机场，建设若干个临时起降点，初
步形成通用航空机场网络体系，为工农业生产、
飞行培训、应急救援、航空旅游、岛际交通等提
供服务。着力构建空中“1 小时交通圈”，实现
民航大省向民航强省跨越。

按初步计划，到十三五末，新增民用机场
旅客吞吐能力 2400 万人次、航站楼面积 31 万
平方米。到 2020 年旅客吞吐能力达到 7000 万
人次，航站楼面积达到 80 万平方米，一、二类
通用机场达到 20 个以上。

初步规划的建设重点项目有杭州萧山国际
机场改扩建、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温州
龙湾国际机场改扩建、义乌机场飞行区提升改造、
台州机场改扩建、舟山普陀山机场扩建工程，丽
水机场新建工程，嘉兴军民合用机场建设工程，
建德千岛湖等一类通用机场工程，温州文成等二
类通用机场工程。

摘录于《浙江在线》

（照片来自于 EAA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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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超 3 亿元 贵州平坝机场
大道一期 6 月建成

4 月 15 日从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从贵安大道
至王寨航站大楼的机场联接线工程征地工作已基本完
成，一期工程预计今年 6 月底建成通车。

据介绍，平坝机场大道项目总投资 3.767 亿元，
全长 8.74 公里，路基宽 24 米，是连接乐平小镇及通
用机场的主干道。目前，正在实施的为该项目的一期
工程，全长 5.76 公里，预计总投资 2.7 亿，起于贵安
大道天龙加油站处，经超限检查站，终于乐平新区路口。

据悉，整条联接线预计于明年 5 月完工。
摘录于《贵阳晚报》

北戴河机场二期工程顺利通过
行业验收

4 月 24 日 -25 日，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民航
河北安全监管局等相关审查单位对秦皇岛北戴河机场
公务机及应急救援机坪与安防工程进行行业验收。经
过验收组两天认真细致的检查，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公
务机及应急救援机坪与安防工程通过行业验收。

验收期间，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等相关审查单位
组成 5 个专业验收小组分别对飞行区、目视助航及供
电、空管工程、安保消防等项目进行全面验收，验收
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抽样和外观评定等
方式进行了全面检查，形成验收结果报告。

4 月 25 日，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在行业验收总结
大会上通报了验收意见，原则同意通过行业验收。

北戴河机场公务机及应急救援机坪与安防工程是
北戴河机场二期工程，于 2016 年 8 月 5 日开工建设，
11 月 12 日正式竣工，12 月 29 日通过竣工验收。该
项目通过行业验收后，北戴河机场机坪停机位由原来
的4个增加到8个，将进一步完善机场的服务保障功能，
全面提高了应急救援能力和安防能力。

摘录于《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陇南机场将于 2017 年年底投入运营

陇南成县机场坐落于成县东北方向石家沟村，是省
民航机场集团旗下正在建设并即将于年底投入运营的第 7
个机场公司，是国家民航“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设项目
和 2017 年省列重大项目及省“6873”交通突破行动重
点项目。

陇南机场建设工程项目飞行区工程中中道面Ⅰ、Ⅱ
标段完成砼浇筑 27000 平方米，占总量的 13.6%，附
属Ⅲ标段完成围界基础浇筑 1200 米，累计完成 43%，
扩建航站楼及相关设施配套工程项目航管楼屋面梁板砼
浇筑、塔台六层砼浇筑、中心变电站梁板柱模板完成
90%；甘肃民航机场公安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已完成主楼、
东副楼、西副楼地下室二次结构及地下室钢筋砼板浇筑，
抓紧推进水电气安装工作等。

该机场消防救援等级为 6 级，飞行区等级为 4C，
跑道长 2800 米、宽 45 米，拥有 2 条垂直联络滑行道，
站坪机位 7 个（6C1B），可满足波音 737、空客 A320
及以下机型起降；机场航站楼建筑面积 6632 ㎡，配备
2 部登机廊桥，候机保障流程为一层半式流程；按满足
2025 年旅客吞吐量 24 万人次设计了航站区，机场拥有
通信、导航、气象、供电、供水、供油、消防救援等完
备的辅助设施。

摘录于 《兰州机场公司》

4 月 23 日国产大飞机 C919 将
进行高滑抬前轮试验

根据民航局空中交通网的公告，4 月 23 日 08:30 至
11:00，C919 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进行高滑抬前轮试验，
受此影响，浦东机场通行能力预计下降 70% 左右。

目前 C919 大型客机首架机已经通过了首飞放飞评
审，并于近日完成了第 3 次高速滑行测试。在明天的高
滑抬前轮实验后，C919 很快将会迎来首飞。

C919 大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喷气式干线客
机，最大载客人数 174 人，最大航程超过 5000 公里，
2015 年首架机完成总装下线。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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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造”天空骑士机型直升机
有望 3 年后起飞

4 月 24 日，自贡市举行 2017 年第五批大华通用
飞机生产基地等 31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据悉，
全市集中开工项目 31 个，总投资 160.3 亿元，2017
年计划投资 54.8 亿元。其中，四川大华通用飞机生产
基地项目将于 2020 年建成。届时，“自贡造”直升
机等航空产品，将实现 12 亿元的年产值。

31 个项目开工贡井区总投资占比超五成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 31 个，总投资 160.3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55 亿元。”在开工仪式上，自贡市委副
书记、市长刘永湘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开
工项目 196 个，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20 个，5 ～ 10
亿元项目 25 个，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将有力支撑投
资增长、极大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生产基地开建“自贡造”直升机 3 年后起飞
“去年 9 月，‘自贡造’捷克 Skyleader600 型

轻型飞机首飞，实现了 320 万自贡人多年以来的‘飞
天梦’。再过几年，‘自贡造’直升机也将飞上蓝天，
太令人激动了！”

这次集中开工项目中，四川大华通用飞机生产基
地项目为本次集中开工代表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4.2 亿元。据介绍，该项目建设年限
2017 ～ 2020 年，占地 424 亩，分 2 期建设。

摘录于《华西都市报》

资料图：自贡造捷克 Skyleader600 型轻型飞机

福州机场二轮扩能 北站坪今起
投用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将再增一处 10 万多平方米
的停机坪。昨日，记者从福州空港获悉，福州机场
二轮扩能中的重点项目——北站坪工程已于近日完
工并通过验收，将于今日（4 月 28 日）起正式投用。

据了解，福州机场北站坪共 10.6 万平方米新建
道面，包含 15 个机位和 1 条 C 类滑行通道。投用后，
福州机场机位数量由二轮扩能前的 50 个增加至 76
个，保障能力实现质的飞越。

总投资 19.6 亿元的福州机场的二轮扩能，主要
分为航站楼与飞行区两部分，完工后，福州机场将
实现满足每年2500 万人次旅客吞吐量的需求。目前，
航站楼部分钢网架已顺利封顶，计划今年 7 月完成
国内远机位新候机厅改造，12 月底完成主楼北扩大
厅改造装修。飞行区工程中，南站坪 11 个机位已于
去年 7 月份投入使用。

摘录于《海峡都市报》

国产直升机成功试飞德令哈 海拔
4100 米成功起降

海拔高度在 2438 米以上的机场被称之为高高
原机场，运行环境比一般机场复杂得多。24 日，国
产直升机 AC311A 经受住了高海拔、空气稀薄、氧
气含量不足等恶劣气候条件的考验，在青海省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成功试飞。

“飞行高度最高达到了海拔 4700 米，并在海
拔 4100 米的哈拉湖旅游景区成功起降。”中国航
空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许伟表示，“这显示出这款直升机良好的高原性
能和它优异的状态。”

摘录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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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建设意见》发布！
推进通用飞机等发展

株洲通用机场雏形已现 预计
6 月投入使用

民航资源网 2017 年 4 月 25 日消息：

4 月 23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推进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

十三五时期更好更快发展作出具体要求。

其中，关于通航产业的意见如下：

构建协同互动的枢纽体系。发挥实验区

航空枢纽和高铁、城际枢纽综合优势，强化

与郑州东站、郑州站等枢纽及省内各支线、

通用机场的对接。

培育形成高端制造优势产业集群。突出

高端、智能、融合、绿色发展方向，推进以

精密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通用飞机

为重点的高端制造业发展，推进航材供应中

心和航空设备制造产业园建设，促进与全省

其他通用航空产业园联动发展。

搭建高水平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加强对

外交流合作，围绕航空货运、临空经济、电

子商务、智能终端、通用航空等领域，举办

专业化高峰论坛和展会，打造一批国际性和

区域性的专业会展品牌。

加强实验区与周边区域合作对接。推动

将实验区纳入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打造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核心支撑区，形成实验区、

郑东新区、经开区、高新区、上街通用航空

试验区等区域协调联动的发展格局。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4 月 19 日，株洲通用机场项目工地，
航站楼现代气派，跑道平坦宽阔，工人正在
施划标线，机场雏形已现。预计 6 月取得机
场运营许可证，并投入使用。

该项目总规划用地 639 亩，建设跑道、
机库、辅助用房等设施。其中，航站楼设计
为航站航管一体楼，分为航站区域、服务区
域、控制塔台等功能区。机库可同时停放 10
余台通用飞机。辅助用房主要停放消防车、
巡场车、医疗救护车等，用于消防保障和紧
急救援等。

“目前，航站楼、航站区主体结构完成，
即将进行精装施工，并着手通导、通信、气
象等专业设备安装及调试施工。”新芦淞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总图工程、航站区
工程、场道工程、通讯、供电、排水工程等
基本完工，将加快项目扫尾工作，预计 6 月
进行行业验收，验收工作通过并取得机场运
营许可证后即可投入使用。

摘录于《株洲网》

垂直起降电动飞机成功试飞 
的士价格还可拼乘

据英国《每日邮报》4 月 20 日报道称，德国
公司 Lilium Aviation 设计的两座垂直起降电动飞
机在德国上空成功试。该公司目前正在研制五座的
加大版电动飞机，未来可用于拼乘服务。

这 款 成 本 低、 能 效 高 的 两 座 纯 电 动 飞 机
Lilium Jet 在德国上空进行了一系列测试飞行，在
半空中成功从悬停模式切换至了前飞状态。Lilium 
Aviation 公司称，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能够进行
垂直起降并进行喷气式飞行的电动飞机，100% 的
纯电动设计，靠 36 台喷气式发动机驱动，这些发
动机通过 12 个可移动的襟翼安装在机翼上。这种
飞机只能在天气良好的白天飞行，能够以每小时超
过 180 英里（约 290 千米）的最大巡航速度飞行
近 200 英里（约 322 千米）。垂直起降的功能为
其节省了高昂的跑道建设成本，再加上其高效率的
电动设计和极低的基础设施需求，航班的价格甚至
可以低至普通出租车的水平，不过同等距离内汽车
要花费五倍于电动飞机的时间。

 Lilium Aviation 目前并未透露这款飞机的价
格，不过表示能够在 2018 年之前投入市场。欧洲
航天局对其高能效的设计及能够带来的环境与社会
效益表示了赞赏。该公司目前的工作重心将转移至
加大版五座电动飞机的设计和生产上，将来可用于
拼乘服务，并配以智能手机 APP。

摘录于《环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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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郑州航展首次迎来国产
民用直升机

2017 年 4 月 27 日，为期 5 天的 2017 郑州航
展暨世界编队特技飞行年度颁奖盛典于上街机场开
幕。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
班牙等 10 个国家的 14 支特技飞行表演队、40 余
架特技飞机参演，呈现了一场蓝天盛宴。

同时本次航展首次迎来了由中国自主研发生
产的民用直升机——AC311 型直升机参展。据悉
AC311 型直升机是由中国航空工业昌飞研发生产
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民用直升机，并且是
我国首架通过 AEG 审查的直升机产品。

本次参展是中国航空工业昌飞首次参加郑州航
展，并且同时到来的还有昌飞 AC 系列民机总经销
商——华夏九州通用航空公司。据了解，华夏九州
通航是昌飞公司为了加快国产直升机的市场开拓，
结合昌飞公司产能优势和民间资本的灵活性优势，
联合民间资本组建成立的走军民融合路线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华夏九州通航作为昌飞 AC 系列民机总
经销商，为加快国产民用直升机的发展速度，华夏
九州通航还不断创新销售模式，提供飞行小时出售、
飞机租赁等，业务全面覆盖直升机销售、运营、维修、
托管及航空产业园建设等通用直升机全产业链。

摘录于《华夏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菏泽：机场累计完成投资
7 亿元

菏泽机场项目位于定陶区孟海镇附近，
占地约 2298.3 亩，新建一条长 2600 米、
宽 45 米的跑道；航站楼面积 1 万平方米，
站坪机位 7 个；项目估算总投资 18 亿元。

目前，菏泽机场项目正式立项，预可
行性研究报告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批
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准备报批。机场公司
正在抓紧注册，飞行区土方回填等配套工
程稳步推进，累计完成投资 7 亿元。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旅客吞吐量 90
万人次、货物吞吐量 6500 吨、飞机起降
9184 架次，对于完善国家和省区域交通布
局，支持菏泽打造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巩
固国家二级交通枢纽城市地位、提升应急
救援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摘录于《齐鲁晚报》

江华通用机场和航空小镇建设项
目进入实质阶段

近日，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对拟机场选址江
渡一带的机场选址规划、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机
场红线控制区域、投资概算、环境影响、发展条件
等方面进行实地调研，标志着该县通用机场和航空
小镇建设项目进入实质阶段。

2016 年 12 月，江华被列为“永州市 - Ⅱ航空
护林站”和“通用航空小镇”建设项目以来，该县
从组织领导，设立通用机场项目的专门经费，制定
规划等方面积极推进通用机场和航空小镇建设，并
且结合涔天河水库生态景观区位优势，高起点谋划
航空护林站和通用航空小镇建设。据悉，该护林站
拟规划总投资 3 亿多元，建设用地 1200 亩，主跑
道长 1800 米，可起降运七、运八飞机，可停 20 架
飞机，常驻固定翼 2 架以上，直升机 4 架以上，填
补我省航空护林通用固定翼机场航站空白。

摘录于《永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