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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6日至10月21日,中心一行六人来到西安，参加2013年第三届中

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 

6个人分成两个组，展会组和论坛组。17日，展会组在西安绿地比克国际会

展中心，布置中心的展位，论坛组在接待大厅，接待参加论坛的嘉宾们。 

18日，论坛组陪同各位嘉宾到蒲城机场观看飞行表演的开飞仪式以及第一

天的飞行表演。虽然有点雾蒙蒙的，但是表演很精彩。 

19日上午，在阎良格兰云天酒店参加高峰论坛。 

19日下午，在阎良格兰云天酒店研究中心承办了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

设全国论坛上半场，论坛很受欢迎，也成为通航大会期间最受关注的论坛。 

19日晚上在西安，各位参会嘉宾参加了美国威奇托市市长博尔举办的招待

晚宴。 

20日上午，在西安绿地比克酒店研究中心承办了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

设全国论坛下半场，反响很好，论坛发言的各位专家们，也给了大家很多新的政

策资讯。 

在2013年西安通用航空国际大会上参展的几天里，与众多参展或逛展的进

行了一些交流，其中有四家单位有可能与中心进行一些合作，其中江西东科投资

有限公司、宜昌三峡机场、喀什有可能在产业规划方面进行合作，澳大利亚贸易

委员会有意与中心建立一个平台，把澳大利亚的通用航空资源与国内的资源进行

对接。  

中心参加国际通航大会并参与承办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

设全国论坛（2013.10.16-2013.10.21） 

 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Research Center B e i h a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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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下午，2013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在陕西西安盛大开幕。来自国内外通航领域的700余名

行业主管部门代表、航空企业界人士及有关领域专家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携手在陕西西安描绘中国

通用航空发展的宏伟蓝图。 

大会开幕式由陕西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

宗科主持。西安市人民

政府市长董军向参加本

届通航大会的国内外贵

宾致欢迎词。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

记、董事长林左鸣、中

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夏

兴华、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副会长王锦珍

分别在大会开幕式上致

辞。陕西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庄长兴宣布 2013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正式开幕。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董军出席会议。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以下简称“通航大会”）是由国务院批准举办的、中国通用航空领域最

具影响力的国家级专业会展。大会永久会址设在陕西西安，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前两届大会成功举办

的基础上，2013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以“推动通用航空发展、加快航空产业聚集”为主题，以“大

规模、高水平、国际性、专业性”为方向，着力打造承载通航产业发展的广阔平台和开放窗口，积极

促进国内外通航业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本届通航大会分为“三大展区、三大活动”，于10月17日—21日在西安、阎良、渭南三地同期举

办飞行表演与飞机静态展、通用航空高峰论坛暨专业论坛、航空设备器材展及相关分支活动。来自中

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立陶宛、匈牙利、捷

克斯洛伐克、巴西、瑞典、瑞士、奥地利、泰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企业将齐聚古城西安，同享

飞行盛事，共商通航大计。  

大会开幕式、航空设备器材展、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会将在西安绿地笔克会展中心举办。航空设

备器材展共设置42个特装展位，259个标准展位，主要展示实用轻型无人机、直升机、航空发动机、航

空新材料、雷达导航系统、新型航电设备等高端航空器材及相关产品，为参展商和广大航空爱好者提

供通航领域的新产品与新技术。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会将为国内外航空企业和航空器材设备生产商搭

建交流与洽谈合作的平台。  

2013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在陕西西安盛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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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高峰论

坛暨专业论坛将在位

于中国航空城阎良的

中飞国际会议中心举

办。高峰论坛将重点

围绕低空空域管理改

革、通用航空市场发

展、通用航空应用前

景等社会各界密切关

注的焦点话题进行交

流，共同探寻中国通

用航空产业加快发展

的新路径。同时，还

将围绕通用航空机场

建设、航空人才培训、飞机融资租赁、航空法律法规以及航空企业跨国合作等业界热点话题展开深入探

讨。 

飞行表演、飞行器静态展、飞行体验及相关商务交流活动将在蒲城内府机场举办。从10月18号到20

号，为期三天的飞行表演将为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瑞典“斯堪的纳维

亚”、立陶宛“空中匪徒”等国际知名特技飞行表演队将继续亮相本届通航大会，5架特技飞机连续三

天表演“模拟空战”、“多机编队”、“单机特技”、“空中绘图”等精彩节目。此外，15架动力伞将

组成飞行编队，进行壮观的“蓝天巡游”。   

随着通航大会的品牌知名度持续升温，与上一届大会相比，本届通航大会的规模和水平进一步提

升。大会设置的展位总数增加了20%以上，意味着更多航空企业将在大会亮相；参展飞行器达到140架，

增长38.6%，其中28架飞行器将参加飞行表演，112架飞行器将参加静态展示，飞机类型近30种；通航业

界客商、专家到会将达到700余人，增加24%；预计三个会场的观众数量将突破30万人，参展人数有望再

创新记录。  

通用航空作为民航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人民

生活质量水平的重要标志。展望未来，我国通用航空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加快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的举办，将进

一步加强通用航空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通用航空产业跨越式进步，加速陕西航空产业的全

方位和多元化发展。可以预见，2013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对于陕西航空产业力量的昭示力、对于通用

航空科技知识的普及力、对于通航产业项目的吸引力、对于我国通航产业整体发展的推动力，必将带来

深远影响。    



10月19日上午，2013中国国际通

用航空大会高峰论坛在西安阎良成功

举办。作为本届通航大会期间召开的

重要活动之一，本次论坛吸引了700

余名政府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

航空企业界人士及有关领域专家出席

大会，围绕低空空域管理改革、通用

航空市场促进、通用航空应用前景等

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焦点话题进行交

流，为中国通用航空产业的更好更快

发展出谋献策。  

论坛开幕式由西安市人民政府咨

询员黄省身主持。西安市常务副市长岳华峰向广大来宾致欢迎词。随后，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的

代表分别就各自领域与行业同仁进行了深入探讨。西安航空基地管委会主任何亮在论坛上做了“深化

合作、共赢发展，建设通航产业发展新高地”的主题演讲，就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机遇、西安航空基

地在通航领域的主要做法和发展思路，同与会嘉宾进行了交流。  

何亮指出，西安航空基地作为中国第一家民用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目前唯一以航空产业为特色

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民用航空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也是中国航空产业最为聚集的

区域，将为通用航空企业提供完善的产业配套、强大的人才保障和专业的企业服务，欢迎广大通用航

空企业到西安航空基地投资兴业，共赢发展。  

通用航空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促

进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已迎来了加速发展的最好时期。然而，目前我国

通航整体产业链条尚未完全形成，相关政策法规和保障配套设施等都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种种因

素制约了通航产业的发展。围绕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新问题，与会嘉宾通过交流分

享，共同探寻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加快发展的新路径。此外，通用航空机场建设、航空人才培训、飞机

融资租赁、航空法律法规以及航空企业跨国合作等业界热点话题，也在此次论坛上进行了广泛研讨。

通用航空高峰论坛的举办，得到了国内外航空业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和关注。与会嘉宾一致表示，论坛

中所展开的讨论、达成的共识、描绘的愿景，对于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中影响深远。  

本次通用航空高峰论坛的举办地选择在中国航空城阎良。通用航空业界精英相聚中国航空产业发

展的“桥头堡”，共话通航产业发展，在我国通航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下意义重大。近年来，依托西安

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陕西西安力促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摸索出了“以飞行带市场，以市场

拉产业，以产业促发展”的特色模式，形成了集整机生产、飞机销售、通航运营、机务维修、会展旅

游、人才培训等于一体的通用航空全产业链，勾画了一幅清晰的通航发展蓝图。通用航空发展的“西

安模式”已受到了全国广泛关注，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无疑为陕西通用航空发展路径的推广提供了

绝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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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18日上午，在西安蒲城的内府机场举

行了飞行表演和飞机静态展，来自世界各

地的飞行好手和飞行爱好者，以及上万名

观众参加了今天的活动。有近100架飞机参

与了展示，国产各种通用飞机进行了飞行

表演，瑞典“斯堪的纳维亚”特技飞行

队，维京、大黄蜂、雅克50、雅克20、优

卡等飞机表演了特技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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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国通用国际航空大会飞行表演与飞机静态展 

精功通航跳伞表演 

立陶宛飞行队雅克50、52双机表演 

中飞俱乐部飞行表演 

瑞典飞行队双机特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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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设全国论坛成功举办 

在2013年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期间，作为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

产业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的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设全国论坛于10月19日~20日在西安举行。 

为了搭建资源交流共享平台，更好地促进各地区通用航空产业健康发展，在论坛上，来自民航

局、科研院校、通航企业以及各地通航产业基地的专业人士，对国内通用航空产业园以及机场规划建

设进程中最前沿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其中，关于我国通用机场的建设规范、“点—线—面”的

通航发展新路径以及国外通航机场与社区的建设实例等内容，为国内各地政府及企业提供了最新的行

业观点、管理经验与资讯信息。 

 

19日下午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设全国论坛上

半场在阎良格兰云天酒店开幕，由北航通用航空产业

研究中心高远洋教授做论坛开幕致辞，接着由西安阎

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杜崇壮做论

坛开幕发言。 

上半场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委员会总干

事王霞女士主持。 

接着中国民航报常务副总编辑董义昌就《中国民

航报》开展的“通用航空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的成

果进行了通报。“通用航空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旨在全面、深入地反映我国通

用航空发展的现状，研究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为政府部门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标准提供参

考。通过几个月的深入采访，从7月1日开始，中国民航报已经陆续刊登了来自12个省市区共17个版面

的报道，见报约13万字。本次大型系列报道预计到11月告一段落，总计约20万字的报道规模。根据

“通用航空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所掌握的资料，目前，低空目视航图、通航维修体系以及信息资源

共享监管平台是限制中国通用航空快速发展并亟待解决的3个重要问题；而“空场人油配，通航思促

成。军民协调好，通航万里行”则是未来中国通用航空的发展思路。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标准资质处处长高天对《通用机场建设规范》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通用航

空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的产业，与公共运输航空共同构成民用航空的两翼，是民航业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民航局《建设民航强国的战略构想》认识到，“蓬勃发展的通用航空有力地促进了运

输航空，对通用航空采取扶持政策是民航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并专门设置了“通用航空战略任

务”章节，对通用航空业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民航局《建设民航强国的战略构想》提出了“补充

并完善规章和技术标准，鼓励发展通勤航空”，以及

“加快通用机场建设”、“制定通勤机场建设及运行标

准”的要求。 

皮拉图斯飞机公司中国区副总蒋力先生，主要介绍

了国外通用航空机场与航空社区建设的实例，通过国外

的成熟的例子，对国内航空产业园的建设有很大的借鉴

作用。  

2013年第20期 共20期 

北航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高远洋做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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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AERO董事会成员Roland Bosch详细介绍了

欧洲通用航空发展与现状。 

 

北航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主

任高远洋教授，从点-线-面得角度

介绍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态势与

通用航空园区建设，从中国正成为

全球通用航空最为重要的新兴市

场，对当前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形势

的判断和认识，区域通用航空发展

与通用航空园区建设这三个方面对

中国通用航空市场和通用航空产业

园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国家科技支撑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吴仁彪总师，主要从低空开放背景下的通航飞行规划探讨，通

用航空飞行地面保障与服务构架，通用航空综合运行支持系统介绍，具体而详细的介绍了通用航空的

地面保障与服务。国家空管委、中国民航局规划，通用航空飞行服务体系采用国家飞行服务信息处理

中心、区域飞行服务信息处理中心和飞行服务站三级管理架构。 

德国AERO董事会成员Roland Bo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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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设全国论坛下半场在西安绿地比克会展中心继续举行，第一场

由中国民航报社副社长刘树国总编辑主持。 

 

第一位发言嘉宾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通用航空处副调研员王燕女士从发展优势包括区位

优势、资源优势、意识超前、特色突出、“四方”合作；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通

航发展的整体实力和管理水平偏低，基础设施无法满足通航快速发展的需求，产业资源整合度较低等

方面介绍了西北地区通航发展的环境，同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通航发展的思路和设想。 

 

CESSNA-AVIC Aircraft(Shijiazhuang)

Co..Ltd. David Howard 作为在中国的合资公司

塞斯纳公司的中国总部负责人，介绍了合资公司

的好处可以与合作伙伴费用/风险共享，可以利用

合作伙伴拥有的优势互补；可以更好地满足客户

的需求，构建关系，并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回应；

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开发有资质的员工，

面对不确定的市场。赛斯纳在中国也与很多公司

有合作关系，如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等。 

 

中国民航科技技术研究院民航发展研

究所通用航空研究室主任张兵进一步介绍

了通用机场的布局与建设，他介绍在美

国，通用机场一般是指不具备定期航班能

力的商业作业机场以及提供航空作业、

“空中的士”等民用机场。根据美国

《FAA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Act 

of 2012》的定义，公共通用机场是指不

提供定期航班或定期航班服务旅客每年少

于2500人的本地机场。通用机场设施主要

包括：飞行区或飞行场地、空中交通管制

及导航设施、服务及保障设施（办公区、

生活区、后勤保障设施、地面交通设施、

飞行区服务设备及其业务用房、安全保卫设施、航空地面服务设备或为通用航空企业提供经营服务场

所等）。 

 

本杰明先生给我们介绍了适航认证在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中的一些作用，从航空适航认证的历史，

适航认证在我国发展的挑战和机遇等方面给了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思路。 

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设全国论坛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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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石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常

博提出了通用航空产业园投融资模式与金融解决

方案，主要的合作架构为分别为为地方政府提供

资金、设计建设、运营管理服务，为各地建立机

场建设子基金，明石投资提供70%－90%资金，以

建设机场为依托，共同开发通航产业园区。提出

了基金募集渠道，基金退出渠道和资金筹措的方

式。 

博世航空技术总经理Erwin Weger《航空与汽

车相遇》从新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飞机与汽车的

区别，飞机结构与汽车结构的一些类比，同时也

对这个公司有了初步的了解。 

陕西渭南卤阳湖现代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蕾对渭南卤阳湖现代产业开发区发展情况进行了介

绍，分别从通航产业发展优势，通航产业发展现状及思路等方面介绍了卤阳湖现代产业开发区，同时

也推介了几个项目，比如关中通用航空观光旅游项目等。 

北京华戎冠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铭儒向我们展示了通用航空行业内一个比较新兴的领

域，退役飞机的拆解与改装，目前中

国的产业园很多，几乎每一个“三

线”以上的城市都有一座或者多座产

业园。尤其对于航空产业园，一架经

过个性化拆解改装后的真飞机，便是

理所当然的绝佳标志物。作为一个由

空军航空兵部队退役兵组成的团队，

已经为各大公司，政府及高校复原了

51个机种138架飞机。 

明石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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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细心的筹备，2013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设论坛成功在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期间举办。

本次论坛旨在对国内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设中最前沿热点的问题进行深度探讨，为国内各地政府

及企业提供最新的行业观点、管理经验与资讯信息，搭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资源交流共享平台，更好

地促进各地区通用航空产业健康发展。  

参与本次论坛的嘉宾有来自民航局的领导、地方管理局领导、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

究院民航发展研究所通用航空研究室、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委员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

空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株洲通用航空产业园、登封通用航空产业园、四川广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武

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蔡甸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办公室、喀

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庄河通用航空产业园······。 

10月19日下午论坛在高远洋主任的支持下顺利开幕，在论坛中，中国民航局机场司标准资质处处

长高天为与会人解答了有关《通用航空机场建设规范》的相关内容。高处长分别从规范的背景和任

务、编写原则、编写过程、条文释义四个方面深刻的分析了《规范》的内容。中国民航报常务副总编

辑董义昌就《中国民航报》开展的“通用航空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的成果进行了通报。“通用航空

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旨在全面、深入地反映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现状，研究其

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为政府部门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标准提供参考。北航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

心高远洋主任在会上提出：点-线-面中国通用航空发展路径。其中，在发展区域通用航空产业时，地

方政府必须要发挥重要作用，做好专业性的产业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应该积极的营造产

业发展环境，从地方政策、运营、文化三方面调整当地环境以适应通用航空发展。 

10月20日上午在西安绿地笔克会展中兴进行大会下半程的议程，中国民航报总编辑刘树国应邀参

与主持了论坛。下半程的议程以机场建设为主题，首先由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通航处王燕调研员介绍

了西北地区通用航空发展的环境和发展思路。接下来由石家庄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维介

绍了通用航空制造项目引进模式，讨论了在制造项目上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民航科学技

术研究院民航发展研究所通用航空研究室主任张兵在会上作为研究院所代表就通用机场的布局与建设

进行了详细介绍。张主任从通用机场的定义、通用机场布局、通用机场建设三个方面讲述了通用航空

机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做好机场布局后，接下来需要的具体实施过程。其中，机场的建设、管

理的投融资或许会成为困扰通航产业园

区的一个方面。因此，论坛有幸邀请到

明石通航机场投资基金合伙人常博先生

讲诉通航机场建设与金融结构设计。他

指出临空经济的核心是通用航空机场，

通过建设机场及良好的通航机场经营管

理才是通用航空发展的基础。因此，常

博先生正在积极筹建中国能建通用机场

投资控股公司，希望通过提供从机场建

设到运营管理的全产业链服务实现通用

航空的快速发展。 

中心承办通用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设论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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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晚上，美国威奇托市市长

博尔先生在西安中兴和泰酒店举行了招

待晚宴，欢迎各个航空产业园来西安参

加国际通航大会，同时也希望能够多与

中国的航空产业园多交流。 

美国威奇托（Wichita）市位于堪萨

斯州中东部，人口约三十七万人是该州

最大的城市。 

威奇托被誉为“世界通航之都”。

是美国通用航空制造业的心脏。有着90

年的通用航空发展史，2009年全球通用

航空飞机的交付比例高达47%，也就是说

2009年平均每两架通航飞机交付到用户手里，其中就有一架是在威奇托生产的。在威奇托30公里半径

内有八个大中型机场，十几个起降点。 

威奇托拥有全球最完善的通航产业集群和服务供应网络，是最大的通航人才基地。美国国家航空

培训中心（NCAT）、国家航空研究学院（NIAR）都在这里。 

威奇托市先进材料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中心，有超过25年的组合飞机部件的设计与研究，生产和

制造全球金属和复合材料制造的最专业的部分和设备。威奇托的公司直接生产或提供关键部件给超过

半数的通用、商用和军用飞机。 

根据一项米尔肯研究所的研究，威奇托具有全美国最集中的航空航天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和高技能

人才，大多数在中国市场畅销的公务机产自威奇托市，如赛斯纳、豪客比奇、李尔（庞巴迪），当然

还有SPIRIT。 

美国威奇托市市长博尔先生招待晚宴 

（接上页）本届论坛得到了渭南卤阳湖现代产业开发区及北京华戎冠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力

支持，渭南卤阳湖现代产业开发区拥有2B级内府通航机场，区内通用航空产业园是中国民用航空局批

准的通用航空试点园区并有多家通航企业入驻。北京华戎冠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可能大家对这家公司

比较陌生，但该公司在飞机拆装上却拥有很强的实力。公司由空军航空兵部队、中国民航一线机务及

机械加工熟练工组成。公司主要业务为退役飞机的拆装。这是一家在产业链末端的公司，但是作为这

样一个特殊的公司它的任务也特别特殊，以航空旅游为例。航空旅游是以航空为主体的旅行和游览的

总和，它不仅包括天空的旅行更包含地面的游览过程，一架具有象征意义的飞机标本、飞机餐厅比较

吸引许目光。作为专业的飞机拆解公司，北京华戎冠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其精湛的技术专业的服务

必将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20日12：30分论坛圆满结束，经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精心组织的策划、组

织、实施后顺利结束。感谢社会各界对论坛的大力支持，让我们相聚下一届通用

航空产业园与机场建设论坛。 研究中心：邹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是通用航空领域一

家专业权威的研究和咨询机构，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

民航局运输司、中国民航科普基金会、首都公务机公司、中

国民用航空杂志社等共同发起，旨在于建立“产、学、研、

政”合作平台，促进各方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通用航空产

业发展。中心主任为著名的通用航空产业专家高远洋博士。 

中心的研究与服务领域 

政策研究：通用航

空发展环境与政策

研究，为国家通用

航空相关政策法规

的制定提供研究支

持。 

产业研究：通用航

空产业结构、产业

链、产业发展模式

与商业机会研究，

产业经济分析，行

业发展趋势预测，

发布“行业研究报

告”及“行业发展

年度报告”。  

产业规划：通用航空产业区

域性发展研究、产业规划及

园区规划。承担了北京、云

南、陕西、武汉、珠海、渭

南、三沙、济源、鄂尔多

斯、庄河、营口、登封、溧

阳、广汉、平泉等30多地的

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规划及园

区规划项目 。 

咨询与资讯：通用航空投资

与运营管理专项研究，为通

航投资者、运营企业与消费

者提供专业咨询与资讯服

务，如行业管理、飞机选型

引进、商业运营模式、人力

资源管理培训、航空安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9号唯实大厦508室     邮编：100191 

电话：010-8233 9252 /13811801198                               Email：chnga@sina.com

审核：吴翔   编辑：陈婷 

网站：ga.buaa.edu.cn 

人才培养：汇集资

深教授、政府官

员、业内专家及实

战家，打造顶级师

资团队，培养中国

通用航空产业领军

人才/管理人才；开

展中美通用航空飞

行员培训国际合作

项目，培养飞行员

及空乘人员 。 

国际合作：利用中

心与国外通用航空

业界的广泛联系，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

作，为国际通用航

空技术、管理及项

目的引进建立渠道

与国际合作平台。  

http://gair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