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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只是做钢结构的生意，陈
少昌或许不会像今天这样“出名”。

陈少昌的声名远扬源于他创办
的私人飞机 4S 店。该店为国内首家
私人飞机 4S店，隶属于珠海西锐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陈少昌即是西锐
公司的老板，而在此之前他主要在
辽宁从事钢结构的生产与销售，是
辽宁鞍特彩板钢结构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

3月 16日，陈少昌的私人飞机 4S
店在珠海成立，为中国私人飞机用户
提供飞机加油、维修、托管、航行等一
系列服务。

在低空空域开放改革逐步深化
与日益庞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下，陈少
昌成为私人飞机 4S 店的第一个尝鲜
者。

而在老板陈少昌的规划中，今年
还将在沈阳投资建设第二家私人飞
机 4S店。未来几年，自己的 4S店将达
到 40家。
首家 4S店已售出 14架飞机

你可以如同在汽车 4S店买汽车
一样，买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这就
是私人飞机 4S店。陈少昌的私人飞
机 4S店，让怀抱私人飞行梦的人离
梦想又近了一步。

私人飞机 4S店的出现引起了业
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来自全国各地
咨询购买飞机的电话络绎不绝，而且
还有不少投资人士打来电话询问如
何合作开建私人飞机 4S店。

4S店只是通俗称呼，其专业名称
是通用航空企业。

所谓“通用航空”，是指除公共运
输和军用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机种
包括私人飞机、公务机、医疗机和抢
险机等。

珠海西锐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
下称“西锐公司”）的前身是珠海商用
航空中心，是中国首家私人飞机运营
服务中心(FBO)。该中心建立于 2010
年 11月 17 日，完全引入美国 FBO管
理模式，是一家为中国私人飞机用户
提供飞机加油、维修、托管、航行等服
务的航空运营商。

陈少昌涉足私人飞机生意缘始
于 2005年。一次他看到头顶一架双
人动力伞掠过，便喜欢上了飞翔。之
后，他开始玩滑翔伞，并迷上了飞机，
并于 2010年取得私人飞机驾照。

这一年，国家开始对低空解禁，
他便与朋友拿出自己钢结构生意里
的一些闲钱，在珠海投资开设了这家
飞机 4S店。

在国内，由于通用航空仍受诸多
管制，要成立这样的一家公司并不容
易。

据陈少昌介绍，为了拿到运营许
可证，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期间经
过了引进飞机、办理飞机三证以及中
国民航局检查、经营许可审定等相关
手续，并完成十余万字运营手册编
撰。最终在今年 3月中旬获得由中国
民航局中南地区管理局颁发的运营
许可证。

运营许可证显示，珠海西锐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被核准的经营范围为
“航空器代管业务、私用飞行驾驶执
照培训、个人娱乐飞行”。

据悉，目前这家私人飞机 4S店
已售出 14 架西锐 S22和 S20两款型
号的飞机，客户来自深圳、大连、黑龙

江等地区。
目前，珠海西锐私人飞机运营服

务中心的飞机托管能力是 30 架，预
计到今年年底将会有 10架私人飞机
在此托管。

私人飞机服务缺乏

刘家学是一位煤老板，他在山
西、新疆、内蒙古等国内多个地方有
30多个煤矿。来回奔波于这些矿区颇
让刘家学苦恼。

这些矿基本都在经济不繁荣的
地方，交通很不方便。“很多时候都要
倒好几次航班，并且还要坐车才能到
达自己的矿区。”刘家学表示，如果有
自己的飞机的话就会方便很多。

确实，乘坐私人飞机可以指定起
降时间、地点，乘机简单。客舱内还可
配置先进的卫星电话、电脑网络接
口、传真等完善的办公设施，是真正
的“空中办公室”。这些都是民航所不
具备的优势。

向刘家学一样，国内经济的快速
发展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由于
业务需要，这些企业家对私人飞机的
需求日益强烈。
“中国具备购买私人飞机实力的

企业家及富豪越来越多，但是私人航
空服务站却极其缺乏。”中国豪客商
务机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伊维大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分析，私人飞机运营
服务中心的建设很有必要。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一直在推进
低空的开放，并且力度越来越大，这

让私人飞行成为可能。
2010年 11月 14日，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我国低
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要求“适
时、有序地推进和深化低空空域管理
改革”。并提出我国低空空域将在未
来 5—10年内开放，最大限度盘活低
空空域资源，允许私人飞机等小型飞
机飞行。

一年后，“十二五”规划又明确提
出，积极推动通用航空发展，改革空
域管理体制，提高空域资源配置使用
效率，并把建设新型国产干支线飞
机、通用航空飞机、直升机产业平台，
列入战略新型产业创新发展工程。这
是第一次将发展通用航空列为国家
发展战略。
中信证券的报告分析显示，2015

年内通用航空飞机将新增 3230 架，
按单架飞机平均价格 500万元，产业
拉动比例 110估算，整个产业年均
市场需求为 320亿元。

曾有人预测未来 10年中国私人
飞机和商务飞机规模，将会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中国私人飞机的拥
有量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
一。

机场建设仍需政府推进

也正是看好了这一潜力巨大的
通用航空市场，陈少昌才决定将私人
飞机 4S店这个盘子做大做强。

陈少昌已经着手在沈阳、丹东、
吉林、大庆等地选点筹备更多私人

飞机 4S店，以后计划在全国成立 40
家私人飞机 4S 店。然而，与在公路
上行驶的汽车相比，私人飞行要复
杂得多。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私人驾
机飞行有三个硬性指标：一是所驾飞
机须获得民航局核发的“飞机适航许
可证”；二是飞行员须有合法有效的
飞行驾照；三是须向军民航空管理部
门申请飞行区域和飞行计划，批准后
方可飞行。

其中，最难获批的是飞行区域和
飞行计划的申请。这也是“有飞机飞
不起来”、“黑飞”屡禁不止的主要原
因。
“低空的开放虽然一直在进行，

市场增速也很快，但要真正成熟起来
还要再等几年的时间。”欧直商贸（上
海）有限公司中国区代表富龙威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飞行员等从业的专业技术人员

严重缺失，用于通用航空的专用机场
缺乏。”陈少昌表示，这些都是目前制
约通用航空发展的瓶颈。

为了解决飞行员稀缺这个难题，
西锐公司今年将招 20 名飞行员，解
决买主购买了飞机却飞不起来的后
顾之忧，目前对于飞行员进行培训的
前期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计划近期
启动社会招聘。

美国目前约有 5000个通用飞机
机场，而中国只有 70多个通用航空
机场。“通用航空机场等配套基础设
施的建设则要看国家和地方的推进
力度了。”陈少昌表示。

本报记者 李志豹

私人飞机能“飞”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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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图书馆联盟
通借通还

在校生当教授
并奖 100万

事件

2012年 3月，首都图书馆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由位于北
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图书馆、党校系统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
馆、高等院校图书馆以及医院部队、中小学图书馆和北京市公
共图书馆共 110余家图书馆自愿联合发起成立，并推出 10项
惠民举措。市民可仅凭一张读者卡，在北京市 60家图书馆通
借通还，并且可以实时收看其他图书馆举办的讲座转播等。

优点及价值

这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创新案例，通过联盟内的通借通还
让图书馆内的图书流动起来，这等于增加了每个图书馆的藏
书量。在理想的全流动状态下，相当于每家图书馆都有了联盟
内 60家图书馆的藏书，大大提高了图书馆的公共服务效能和
效率。

解析

通借通还的商业模式在其他行业中早有存在，比如，银行
业的通存通兑、自行车出租业的通借通还等。和上述行业的通
借通还仅仅是方便了客户不同，首都图书馆联盟的创新还在
于其利用读者的力量实现图书的流转。

也许是一个故事启示了这个创新。相传大英图书馆因年久
失修，于是建了一个新馆。雨季马上就要到来，必须赶在雨季之
前将书搬到新馆，此时馆长万分焦急，因为搬到新馆需要一大笔
经费———350万英镑。这时一个职员说可以用 150万英镑搬完
这些书。条件是将 150万经费中剩余部分全部交给这个职员。馆
长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他将书搬到了新馆，而
150万，连它的零头都没花掉。他是这么做得———他在报纸上登
了这样一则广告：自即日起，大英图书馆的所有图书均免费外
借，条件只有一个，在旧馆借书，必须在新馆还书……

缺点及问题

和现金、自行车等同质产品不同，图书是异质产品的通借
通还。简单说，就是无论是哪个客户的钱都是一样的，都可以
用同样的存放方式，存放在同样的地点；但图书存放是要有分
类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图书要存放在不同的地方。这也就是
说，一个图书馆要能够存放读者在其他图书馆借到的书，必须
增加图书馆的面积和藏书能力。而且非本馆图书的保存和借
阅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分捡工作量。尽管信息化管理手段的
发展为图书分类、分拣工作提供了条件和便利，但其中的现实
困难仍不能够忽视。

事件

3月 20日，中南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破格聘请 22
岁的该校 2008级本科生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原因是刘路
攻克了“在数理逻辑学中沉寂了 20年的难题”———“西塔潘猜
想”。中南大学同时决定为刘路颁发 100万元奖金，其中 50万
元用于改善科研条件，50万元用于改善生活条件。此外，学校
还将推荐他参加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评选，有望在将来享
受各种创业科研优惠政策和资金。

优点及价值

尽管社会各界对于中南大学让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直
接担任正教授级研究员并给予 100 万元现金的奖励评说不
一，但刘路和中南大学却因此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众多媒
体对此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报道，这个价值远远超过了 100
万元。更重要的是中南大学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宣扬了重视人
才、重视科研、重视成果的价值主张。

解析

在当今这样一个碎片化阅读的朝代，只有极端性的事件
才能引起关注。一个在校大学生能够攻克“在数理逻辑学中沉
寂了 20年的难题”———“西塔潘猜想”是一个极端事件，而中
南大学又在这一极端事件上叠加了另外一个极端事件———正
教授职位和 100万元资金，两个极端性事件的偶合产生了巨
大的传播能量，让中南大学和刘路在转瞬之间名满天下。

如果说刘路攻克“西塔潘猜想”是一个偶然产生的极端事
件，那么中南大学正教授职位和 100万元资金则显然是一个精
心策划的极端事件。这个策划对于两个重要的关键点把握的非
常到位：第一是价值导向。现在很多策划只是为了争夺眼球，制
造知名度和事件影响力，对于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全然不
顾，典型的有凤姐、木子美等。而“中南大学重奖刘路”则传达了
一个大学所应有的重视人才、重视科研的主流价值主张。第二
是锁定投入。如果中南大学奖励的一种容易达到的成果，那么，
在营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后，就不得不对所有类似的成果
都进行奖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奖励标的物（包括职位和资
金）数量的不可控性，从而带来一定投入风险或声誉风险。正因
为“刘路的研究成果”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极端事件，这样就使奖
励投入的总量已经被锁定，资金投入的风险也同时被锁定。

缺点及问题

也正是由于中南大学奖励的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极端案
例，那么其对于学校及社会是否能够真正形成重视科研、重视
人才的风气，很难产生实质性的激励作用。同时，刘路作为一
个年仅 20多岁的青年学生，其发展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如果其个人不能很好地把握人生方向，则有可能给中南大
学带来一定的舆论风险。

（主持人：丁明豪）

外边

国外是如何治理垃圾短信的
本报记者 李岷

有人戏言：垃圾短信可谓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但其生命力也像老鼠
一样顽强———百姓怨声载道、媒体
不断曝光、无数人出谋划策、众多高
深专利和论文诞生、厂家提供 N 多
解决方案，都无法对其有效“截杀”，
只能眼见其“越打越多”。

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如何处置这
块“鸡肋”的呢？纵观一下，基本上大
同小异。那就是，通过立法，将运营
商的义务和责任明确化，将个人信
息披露和信息接收过程由被动变为
主动，对垃圾短信由喊杀阵阵的围
堵变成因势利导的疏通。

美国：2003 年 6 月，美国联邦贸
易委员会正式开通“全美不接受电
话推销名单”。紧接着在 2003 年 12
月，美国联邦政府通过首部全国性
反垃圾邮件法案。该法案规定，电话
和手机用户可以通过热线或政府网

站，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免费列入“全
美不接受电话推销名单”中，之后即
可合法避免垃圾广告信息的骚扰。

德国：国会在 2003年通过了《联
邦反垃圾邮件法案》，该法案规定，
向用户推销商品和服务的广告短信
必须要征得手机用户的书面同意，
而且每天 21 时至次日 8 时发送的广
告需要再次征得用户同意。德国对
于滥发垃圾短信者，会处以最高 5
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 55 万元 ) 的罚
款。

日本：早在 2000年，日本政府就
制定和颁布了《关于特别商务交易
的法律》、《特定电子邮件法》两个重
要法规。日本法律规定，手机用户有
权拒绝接收不需要的短信，而一旦
这些短信遭到用户拒绝，则禁止再
次发送，否则将以妨碍电子邮件通
信罪论处。

香港：将垃圾短信称之为非应邀
电子讯息。先后制订了《非应邀电子

讯息条例》、《非应邀电子讯息规
例》。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公众应该：
（1）如不想再收到发送人发出的商
业电子讯息，应向发送人发出取消
接收要求；（2）如不想接收所有发送
人的商业电子讯息 (已获得你同意而
发送的讯息除外 )，应在拒收讯息登
记册加入你的传真和电话号码；（3）
如发送人不遵照你的取消接收要求
或拒收讯息登记册，应向电讯管理
局举报违反个案。讯息发送商应该：
（1）在讯息内提供准确的发送人数
据；（2）以清楚显明的方式提供有效
的取消接收选项和取消接收选项陈
述；（3）尊重收讯人的取消接收要
求。不应该：（1）向列于拒收讯息登
记册的任何电话、传真号码发送讯
息，除非取得有关电话、传真号码登
记使用者的同意；（2）使用具有误导
性的电邮讯息标题；（3）当由传真、
电话号码发送讯息时，隐藏来电线
路识别资料。

纵观这些规定，可以发现一个共
同点，那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将处
置垃圾短信的主动权交到了手机用
户手里，如果接收人对垃圾短信一
概拒之，并将手机号报给国家备案；
如果接收人并非一概拒之，发送人
每次发布信息前必须先征求客户同
意，否则视为违法。另外，值得一提
的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手机用户
也从旁观者的位置被拉入到利益链
条中，成了利益受惠者。比如美国，
手机用户接到商业短信后会被扣除
相应的咨询费用。或许因为上了利
益的贼船，底气不足，这些地方针对
垃圾短信的怨气的确不算多。

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保护手
机客户隐私权的同时，对垃圾短信
采取了一种客观而务实的态度，不
少专家认为这不失为一种上策。中
国打假垃圾短信 N 多年了，为什么
电信立法还是无法走进人们的生活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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