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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通航 13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未来两年通航机遇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
需潜力。
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
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
运行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消费稳定增长，
合理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城际交通、物
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
础设施投资力度。
创新项目融资方式，适当降低基础设
施等项目资本金比例，用好开发性金融工
具，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项目
建设。落实民间投资支持政策，有序推进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要带头讲诚
信守契约，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对拖
欠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偿一半以上，决
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
——摘自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

谢奕贤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今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调整为 6%—
6.5%，保持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
间，
体现了一定的审慎性。
通用航空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
既可拉动投资基建亦可培育新
型消费市场，
是国家开展应急救援
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
是发展航空
制造业、推动军民融合、储备国家
飞行人员的重要载体，更与无人
机、飞行汽车等新兴科技紧密相
关，承载着国家加大自主飞机制
造、推动低空开放、促进新兴消费
市场的决心和使命。
国家对通航发展寄予厚望，
随
着各项通航政策的有力出台，
通用
航空必将取得长足的发展。而在
这一过程中，通过创新商业模式，
培育通航文化、
旅游、
教育、
科技等
消费市场，释放内需潜力，通航企
业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一波的利好
不再是“狼来了”。这次，通航“甘
霖 ”即 将 到 来 ，中 国 通 航 有 望 在
2020 年前后迎来大的爆发。

突破一：
通航机场要到位了
2018 年全国新建的通用机场
比新中国成立到 2017 年为止的总
和还多。机场是通航业最重要的
基础建设 ，是通航的公路、高速公
路。正所谓要致富先修路，试想，
如果全国路网都建成了，
大家会不
买车吗？汽车能不火吗？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共有 81
个通用机场；2018 年 3 月，数字破
100 大关；2018 年 6 月，机场数 168
个；2019 年 1 月，通航机场总数突
破 200 大关。
这意味着政府看待通航，
已经
从方针性的政策支持，
转变为有目
标、
有紧迫感的全面行动了。这一
年，
民航局简政放权多措并举助推
通航发展，
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制定
机场规划和通航发展奖励办法，
资
本市场也嗅到商机，
投入全产业链
布局。
2018 年这张漂亮的成绩单还
有个深远意义，
就是民航
“十三五”
目标，
到 2020 年建成 500 个以上通
用机场有望顺利达成。如果能够

继续保持 2018 年的势头，2020 年
的目标指日可待。
为什么民航局把目标定在
500 个呢? 因为我国有 300 多个地
级行政区和百来个知名旅游景
点。500 个机场意味着每个地级
市都拥有自己机场，
形成
“地市通”
格局。这样的地级市机场网络能
为消费者带来巨大便利。
畅想一下，
你是一位湖北宜昌
的市民，
端午假期打算去湘西张家
界旅游。虽然两地相距不过 200
公里，
但因为隔着大山又没有高铁
非常不方便。坐火车?最快的火车
也要 5 个小时。开车?百度一下，
发现绕弯弯的公路也要 400 公里。
如果你是在
“地市通”
时代，
拥
有轻型飞机的宜昌市民呢？开车
到离家不远的通用机场，
验证一下
身份就可以飞了。小飞机的速度
大约每小时 200—280 公里，不到 1
小时抵达张家界，
是多么便利。
500 座地级市机场，任意两地
级市可以直线互通，
实现交通上的
去中心化。这个愿景有望在 2020
年尾实现。
我们再来看看国家的中期规
划。根据民航局编制的《通用机场
布局规划》，2030 年通用机场总量
将超过 2000 个，实现前局长李家
祥说的
“县县通”
愿景。
每个县都有一个机场是何其
方便。只要你有一架私人飞机，
你
可以直线飞往全国任何一个县城，
再也不用和别人挤着搭高铁，
不用
转大巴。这样的自由和乐趣，
绝对
带得起私人飞机消费市场。

突破二：
空域有望大幅开放
天空能开放到哪，
通航就能发
展到哪。2018 年中以前，低空开
放都没有突破性进展。在我国，
通
航公司想要飞起来，
必须向有关部
门申请
“临时空域”
。
申请空域不是很欢畅的体
验。2015 年，笔者作为某飞机制
造项目取证负责人，
花了三个月准
备试飞相关工作。准备好后，
满心
欢喜以为再花一两周跑跑空域申
请便可飞行。殊不知，
这一申请就
是半年，半年期间，接洽了以下九
个单位——民航系：管理局机场
处、
地区空管局、
总局运输司、
民航

调度中心、
近进管制中心；
军航系：
军区作战处、
航管处、
运行中心、
空
师管制室。
一切只是为了在厂区半径 5
公里的范围进行试飞而已。这样
的情况不限一时一地，
是全国通航
单位普遍的遭遇。
然而这一切到了 2018 下半年
有了转机，一个重磅消息横空出
世——
2018 年 12 月 20 日，国家空管
委批准的四川省低空空域试点方
案开飞。第一批开放的是成都市
外围空域，
并预告下一步会将现有
空域连片成环，
第三步复制经验到
全省了，
形成全省低空网。
为何这次独具重大意义呢？
以往试点，
是针对通航的单一技术
进行验证，
这次四川试点则是集其
大成。很明显国家的目的就是要
四川做个示范，
然后在各省推广。

空域试点之四川样本
空域要能称之为开放，
必需要
符合几个便利指标。这些在历年
的空域试点都没有做到，
不过这次
四川全部做到了。我们一一介绍：
1. 首次空域对所有用户开放
这次空域不用申请，
对所有通
航用户开放。不用再跑 10 个单位
了，甚至一般大众个人都有权使
用。
2. 首次飞行计划由审批制转
为报备制
你能想象吗？明天你想开车
去超市买菜，
今天得先把买菜计划
传真到交管大队，
而且他们可以不
批。这是通航飞行当前现况。四
川新规中只要飞行前一小时报备
即可。 注意 ，是“报备”而非“报
批”，原则上运行单位没有权力拒
绝你。
3. 首次目视自主飞行取代管
制飞行
这句话的潜台词：
允许同一空
域、
空间中同时有多架飞机。你说
这有啥？朝阳群众表示朝阳门外
大街还有几百辆车呢！不不不，
在
四川试点前，别说朝阳门大街了，
整个朝阳区只能有一辆车。
原本的管制飞行可以这么理
解：把飞行员当盲人，无法感知周
遭其它飞机的存在。因此指导怎
么飞才不会相撞，是空管的责任。

飞机果真撞一起，
空管的饭碗可不
保了。
于是乎空管会趋向最保守的
做法：
一定范围空域内只允许有一
架航空器。你能想象吗？北京交
管宣布，朝阳区只能有一辆车上
路，
因为官方担忧两辆车会发生对
撞——这就是通航现状。
目视飞行就是让驾驶像开车
一样自行负责安全，
不由空管管制
飞行。因此，空域利用率大幅提
升。
4. 首次成立军民地协同管理
的低空空域运行中心
从前面申请空域跑 10 关就知
道通航是多么爹不疼娘不爱了，
或
者说牵扯了太多单位，
注定效率低
下。
这次四川省牵头，
将军民地三
方整合在一起，
可说是不改变现有
体制下的创举。成立了低空空域
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运行机构，
掌握
了足够资源，专心搞好低空空域。
增设两个机构可兴一省之通航，
绝
对值得。
综合以上，
四川经验将解决空
域开放所有的管理问题。
对于评估 2020 年通航是否爆
发的我们来说，下一个问题是，这
样的经验多久能在全国扩展开来？
要评估这点我们可以从另一
份重要文件中寻找答案：民航局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ADS- B 实 施 计
划》。ADS-B ，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
视系统，是新一代民航监视系统，
在此不做技术介绍。只要知道
ADS-B 系统覆盖的地方，可以实
现实时低空空域监视。ADS-B 系
统可以说是低空空域开放的技术
前提。
民航局《中国民用航空 ADSB 实施计划》中表明，
2020 年底，
将
实现通航活动全面 ADS-B 全面
运行，实现 ADS-B 地面站在管制
空域、
监视空域的全面覆盖。虽然
本文件只是单一技术的实施规划，
但从中可一窥上层在空域开放一
事内心的时间表。
2020 年时 ，ADS-B 到位，500
个机场到位，空域管理技术到位，
没有道理空域不大幅开放。通用
机场和当前通航繁荣区域将会开
放，
并且连成一片。
笔 者 认 为 2020 年 是 个 关 键
点，
空域改革可能用接下来两三年

的时间，先扩及四川全省，紧接着
中部省份，
然后是沿海省份。通航
活动特别密集的某些沿海地区也
可能先行开放。
所以这次，
空域真的会迎来大
开放。

2020 年是个关键时
刻，
布局趁现在
2016 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是
“十三五”
期间通航发展的最
顶层设计文件。文中明确要求
2020 年通用航空器达到 5000 架，
飞行时数超过 200 万小时，通航经
济规模达 1 万亿元以上。无怪乎
当前所有建设和目标都是以 2020
年为期限而努力。
基建到位和空域稳健开放，
是
未来两年各级政府、
军民航为我们
行业准备的沃土。随着中央将通
航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地方政
府积极投入，以及大型资本的看
好，中国通航爆发态势不是问题，
能爆发到什么程度才是饶有兴味。
我们还是从机场数据来切入
吧。2030 年将建成 2000 个机场，
2000 个机场能带动多大的市场呢?
让我们以美国数据来推理：
美国当
前约 2 万个机场，
通用飞机 20 多万
架，
机场飞机比约 1：
10。那么我国
2030年通用飞机保有量也将来到2
万架，
是此时此刻10倍规模。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我国一个
机场怎么可能只停 10 架飞机？想
想中国火车站那壮观人潮，
外国火
车站能比吗？我们只要有万分之
一的人口买飞机，数量就有 14 万
了。因此，2030 年飞机保有量有
可能来到 4 万架甚至更多。 于是
未来 10 年，每年新增航空器可达
2000—4000 架左右，这对本国飞
机制造业、运营业、维修业来说都
是庞大商机。
畅想完了，我们拉回到 2020
年。
2020 年是个关键时刻，倒计
时也已经不多了。对于想在通航
业站稳脚跟的投资人、
企业主们而
言，必需尽早布局，并且担当起摸
索中国特色通航模式的领路角色；
对于通航从业人员也是利好，
行业
前景是明亮的，未来必有发展空
间。 （本文摘编自通航资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