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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市场空间巨大
盈利难题是发展掣肘，专家建议企业加快技术创新
本报记者 钟文

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已经进入
了一个高速发展期。根据国家发
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6 年
底，
全国通用航空企业达 322 家，
在
册通用航空器 2088 架，全年飞行
76.1 万小时，同比分别增长 14.6%、
11.4%、4.0%。全国各类通用航空
产业园区达 140 余个。专家指出，
我国通航产业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至 2020 年将形成超万亿元的新兴
市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
目前我国通航产业规模较小，诸多
发展难题有待破解。

未来市场将超万亿元
“我国通航产业经历了二次
浪潮。”中研普华研究员周斌鸿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第一次浪
潮以制造业为核心，表现为通用
飞机制造热和各地通用航空产业
园区的爆发式增长。在这一波浪
潮中，大型国企如中航通飞、重庆
直投（后更名为“重庆通航”
）等成
为行业的“领头羊”。一些地产、
能源等领域的民企则以研制轻小
型、个性化产品为切入点，开始涉
足通航产业。
第二次浪潮表现为消费类通
用航空的兴起，私人飞机、飞行员
培训、飞行咨询、航空小镇、低空旅
游等成为热捧的焦点。这一阶段，
新注册的通用航空器和通航企业
年增速近 25%。然而，从概念到落
地实施并没有经过一定时间“消
化”的航空小镇，真正开工的寥寥
无几。由于限飞行、客源少、投入
大、盈利难等问题困扰，低空旅游
也成为昙花一现。
尽管如此，我国通用航空产业

然而，目前我国通用航空发展
总体规模较小，运营规模仅为巴西
的 1/3，机队规模为南非的 1/6、墨
西哥的 1/3。周斌鸿对记者表示，
低空空域依然是制约通用航空发
展的重要瓶颈，飞行服务站建设缓
慢，航空情报、气象服务、告警服务
等功能缺失。航空汽油储运配送
体 系 仍 未 建 立 ，FBO、MRO 等 保
障能力发展滞后，高层次管理人
员、通用航空驾驶员、维修人员等
仍然紧缺，通用航空基础保障能力
亟待提升。
记者注意到，
“ 十二五”时期，
我国通用航空运营总体处于盈亏
平衡，在持续性的行业补贴条件
下，仍然有 60%左右的企业处于亏
损，少量盈利性较好的企业主要来
自门槛较高，比如具有垄断效应、
较大市场占有率、较好盈利模式的

小众行业。而大部分企业小而全、
规模效应缺失，没有形成高效集约
的发展模式，外来扰动影响明显，
整体抗风险能力弱、自我发展能力
较差，行业发展内生动力不强。
近 几 年 ，我 国 通 用 航 空 产 业
在生产技术、科技创新等方面加
快了发展。周斌鸿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机体部分的机翼、机
身、尾翼以及机体和发动机的一
些机加工零部件，国内可以达到
制造水平，但大部分原材料和高
端数控加工设备需要进口。在机
电系统和航电系统方面，我国有
自己的产品，但较难达到民用设
备的市场取证要求。要打入民用
设备市场，主要途径是和国外企
业合资，目前我国借助 C919 重大
专项的契机，成立了昂际航电、汉
盛等一系列平股合资公司。中航
动力集成了我国航空动力装置主
机业务的几乎全部型谱，将成为
中航工业集团航空发动机整机业
务的龙头，在未来大飞机发动机
国产化替代过程中担纲主力。
周斌鸿认为，要想缩短与国外
通用航空产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
的差距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要
加快企业创新发展，提高自主研制
创新能力；要加强通用航空产品质
量和品牌建设，使重点型号和产品
的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环境
适应性、使用寿命等指标达到国际
同类产品水平；要提高产业集聚水
平，促进通用航空业集聚发展；要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提高国际竞争
力；要加强行业协作，参与通用航
空研制生产技术和产品标准、适航
认证标准制定，积极组建通用航空
产业协会或产业联盟，打造信息交
流和发布平台，推动通用航空制造
业持续健康发展。

通航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民
航中南管理局批准成立的一家企
业，主业还有国家航空局的运动赛
事训练、
早期青少年航空教育、
培养
航空运动人才。通航领域主要是利
用国有的资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
盈利并不是公司最主要的目标，
这就让蓝翔通航成为一家典型又非
典型的通航企业。
”
尽管所涉及的业务重心有所
不同，但是在整个通航大环境下，
中国通航企业所面临的难题是普

遍性的。
“ 比如说资金、人才、法规
等资源的限制。通航方面目前没
有对应的管理部门，还是按照运输
行业法规来管理，这些都亟待完
善。
”
“ 未 来 ，中 国 通 航 是 朝 阳 产
业。目前中国通航的经济增长点
还没有被开发出来，空域的应用主
要还是军用与民航。未来，一旦行
业潜力发掘出来，中国通航将是继
房地产之后的又一经济增长点。”
牛安林预测。

王利博制图

还是出现了较为优秀的营运者。记
者获悉，国网通航公司已建成 5 个
作业基地、2 个保障中心，成为国内
通用航空领域最大的直升机电力作
业公司；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是目前国内作业项目最多、作业
范围最广、运营资质最全的通用航
空公司，年平均飞行作业 12000 余
小时；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正重点培育和打造“无人机+
农业信息化、微型电动车、智能电
源”
三大新业务，
构建精准农业运营
服务平台。
通用航空产业的空间非常
大，至 2020 年，中国通航产业将成
为撬动高达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兴
市场。中国 AOPA 协会理事李晨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中国民
航总局预测，到 2020 年，中国通航
飞 机 将 新 增 1 万 架 ，民 机 销 售 额
每增长 1%，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拉
动为 0.714%。一个航空项目发展
10 年后给当地带来的效益产出比
为 180，技术转移比为 116，就业
带动比为 112，航空高科技企业及

其核心技术衍射到相关产业可以
达到 115 的带动效应。

亟待加快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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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翔通航：深挖行业增长点
本报记者 王星平

作为河南省首家通用航空公
司，河南省蓝翔通用航空公司（以
下简称“蓝翔通航”
）经历 20 年风雨
洗礼，如今在蓝天下展翅翱翔时，
显得要比其他很多通航企业“飞”
得更快更稳。
“通用航空分为甲乙丙三类，
蓝翔通航目前主要经营乙类及丙
类，包括飞播造林、农业灭虫、航
测、航空摄影、资源勘探、航空选

线、空中广告等项目。”蓝翔通航总
经理牛安林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说，跟大多数通航企业
不同的是，蓝翔通航伴随着体育改
革应运而生，涉及跳伞表演、航空
模型表演、动力伞表演以及航空科
技辅导、模型制作等多项服务。除
此之外，公司还修建了机库、油库、
塔楼及综合训练楼，改善基础设
施，完善各项制度，实行规范化管
理。
同时，牛安林强调：
“由于蓝翔

万丰奥特：打造
通航业“航空母舰”
本报记者 钟文

拥有多个“单打冠军”
称号的万丰奥特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不仅在铝轮毂和
镁合金项目实现了全球领
跑，如今在新崛起的通航
产业又崭露头角。
万丰奥特掌门人陈爱
莲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的采访时表示，万丰奥特
的发展战略非常清晰，那
就是通过整合成为大交通
领域的行业领先者。她
说，前 20 年万丰选择了汽
车行业，未来 20 年万丰定
位大交通领域。
事 实 上 ，万 丰 奥 特 的
通航产业已经走在全国前
列。其选择进入通航产业
的支点是飞机制造，而实
现这个领域最有效快捷的
路径是海外并购。万丰奥
特先后成功并购了美国
Paslin 机器人公司、捷克 3
个飞机制造项目以及加拿
大钻石飞机工业公司。与
此同时，其还在浙江的新
昌、建德等地布局建设和
管理机场项目，加上在加
拿大并购的航空培训学
校，现已形成飞机整机制
造、机场建设管理、通航运
营、航校培训、飞行服务五
大业务板块。
据 陈 爱 莲 介 绍 ，在 万
丰奥特的大航空布局中，
加拿大、捷克是通用飞机
研发、制造中心，加拿大还
将是飞行培训中心之一，
新昌则作为大本营建设航
空小镇，汇集整机制造、机
场建设管理、通航运营、航
校培训、飞行服务以及配
套生活社区，一个万丰奥
特风格的航空小镇成为万
丰航空战略最大的载体。
“很多中国企业进入
通航领域选择的路径比较
单一，多数从事的是简单
的飞机零部件配套生产制
造，而万丰奥特不一样，我
们希望能够形成以飞机制
造为核心，构建全产业链
运营体系，通过建设航空
小镇，成为通航产业的‘航
空母舰’。”陈爱莲如此表
示。
据悉，
万丰奥特航空小
镇去年 5 月正式开工建设，
占地总面积 2500 亩，总投
资达 75 亿元。万丰航空小
镇是以飞机研发制造为核
心，
形成产业、
文化、
旅游三
位一体，
宜业、
宜居、
宜游的
美丽生态小镇。按照计划，
明年第一架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
以
“万丰”
命名的飞机
将从航空小镇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