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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

|| 本报通讯员　席丹

从 1970 年首架国产运 7 飞机成
功首飞，到 90 年代初期一度成就中
国民航最大的机队 ；从 2000 年“新
舟”60 飞机首飞成功，到 2014 年第
100 架“新舟”飞机下线。在阎良这
块神奇的土地上，一代代民机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推动中国民机产业实现了长足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 年， 也 是“ 十 四 五 ” 开 局 之 年。

“十四五”期间，航空工业西飞民机
将坚持“新业态、新能力、新产品、
新机制与新地位”发展定位，通过实
施产品谱系发展、民机产业链重塑与
技术创新领先等八大工程，致力于成
为世界领先的中型固定翼商用飞机产
品和服务的提供商。

回顾历史，不忘初心，振奋精神，
牢记使命，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我
们将一同回望曾经走过的路。

我们的民机故事，就从这里
开始讲起……

中国第一款民用飞机——
运 7

中国航空人始终以航空报国为己
任，在民机发展的道路上探索、奋进，
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突破。运 7
飞机更是中国民机的开路先锋。为了
改变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不平衡的局
面，发展中国自己的民用航空事业，
1966 年经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
准，国家决定研制一种适合中国国内
支线运输的中短程客机，机型代号为

“运 7”，自此中国开启了国产客机的
研制之路。

1970 年， 运 7 飞 机 首 飞 成 功，
它的诞生开启了新中国民用航空产业
发展的篇章。1986 年，运 7 飞机在
安徽合肥机场正式投入客运航线，首
航“合肥—上海”，从此结束了中国
民航清一色使用外国飞机的历史，在
祖国的蓝天上有了一份属于民族的骄
傲。

运 7 飞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投入
民航运营的国产客机，构成了 20 世
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民
航最大的机队，近百架飞机在 100 多
条航线上飞行，占整个中国民航机队
的 24% ；国内每周航班的 25%，日
利用率最高达到 8 小时，平均日利用
率达到 3.6 小时 ；安全飞行了 60 万
小时、60 万起落，开辟了 170 多条
航线。

四川航空、长安航空、武汉航空
等航空公司最早以运 7 飞机起家，通
过执飞运 7 培养了大批空、地勤人员，
凭借运 7 一步步发展壮大。

运 7 飞机在中国民用航空史上起
到了其他任何飞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中国国民经济和民航事业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舟”的诞生与系列化发展

能够有资格运营的飞机型号无不
经过严格的适航标准检测。在取得型
号合格证和通过适航审定的道路上，

“新舟”60 飞机没有捷径可走。
1985 年，我国适航当局决定启

动编制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 CCAR25
部，实现与国际规范完全等效。为了
满足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CCAR-25、36 部 和 客 户 要 求， 在
研制“新舟”60 过程中完成了海量
的图纸、技术文件和计算报告等技
术资料编制，先后进行了大型专项
试验 89 项，试飞科目 156 项。其中
雷达罩雷击试验、风挡玻璃鸟撞试
验、内装饰材料阻燃及发烟特性试验、
ETOPS 功能试验等一系列试验均属
国内首次。

 “ 新 舟 ”60 是 国 内 首 个 按 照
CCAR-25 部开展研制和审定的国产
民机型号，在“新舟”60 飞机初具
规模、稳健发展的同时，航空工业按
照“新舟”60—“新舟”600—“新
舟”700 的发展路线，精心布局民机
产业的发展。先后推出“新舟”60/“新
舟”600 支线客机，“新舟”600F 民
用货机，以“新舟”飞机为平台研制
的人工增雨机等多用途飞机以及“新
舟”700 飞机，稳步推进涡桨支线飞
机系列化的发展。

最新一代的“新舟”700 飞机是
集合了全球领先技术资源全新研制的
一款高速涡桨支线飞机，它满足安全、
舒适、节能、环保等各方面使用需求。

“新舟”700 飞机的研制，标志着“新
舟”系列化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实
现了技术和商业上的突破。

围绕“新舟”系列飞机的发展，
航空工业同步确立了“系列化发展、
多用途开拓、国际化挺进、全球化支

援”的发展思路，逐步打开了新舟飞
机在世界范围涡桨支线飞机的市场。

中国民机走出国门

很多伟大的事业都会经历曲折发
展、螺旋式上升。从运 7 的起步到“新
舟”60 逐步进入市场，在这几十年
中，全球民机市场已形成几家独大的
局面。作为后来者，“新舟”飞机跻
身市场实属不易，它急需打开一个缺
口……

在充分分析国内外市场的基础
上，航空工业将目光投向非洲市场。
在这一正确抉择指引下，2004 年实
现销售“破冰”——与非洲国家津巴
布韦签署两架“新舟”60 购机合同。

非 洲 地 区 航 线 以 短 途 航 线 居
多，800 千 米 以 下 的 航 线 占 55%，
800~1200 千米的航线占 16%。执飞
800 千米以内的航线，能发挥出涡桨
飞机的经济性优势，特别适合涡桨飞
机运营。而非洲民航目前开通有支线
航班的 205 个机场都适合涡桨飞机起
降，“新舟”60 飞机所具有的机场适
应性强、维护平台简便与油耗低等特
点，非常适合非洲市场。

2005 年，“新舟”60 成功转场，
飞抵哈拉雷机场，受到津巴布韦政府
最高规格的欢迎，时任总统穆加贝亲
自为两架机命名为“向前”和“非洲
精神之父”。

鲁茹甘德此前是津巴布韦航空公
司“新舟”60 机组机长，驾驶“新舟”60
翱翔在津巴布韦国内外的多条航线
上，超过 2500 小时驾驶经历使他赢
得航空公司的尊敬与信任。在谈到对
飞机的感受时，他表示“新舟”60
卓越的经济性令人称道，中国的飞机
令人满意。

从飞机交付到航材备件支援，航
空工业不但派出最强服务阵容保障飞
机运营，帮助尚不具备运营能力的航
空公司筹建各管理部门，为各类人员
完备的服务组提供售后服务到为空勤

免费提供复训等。航空工业将市场和
客户决定企业存亡的认知贯穿其中，
在实际行动中践行“对客户的特别关
注”理念。

好风凭借力。津巴布韦良好的运
营保障使“新舟”60 飞机在全球市
场逐渐声名鹊起，从非洲破冰到今天
用户遍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与大
洋洲，先后获得了 16 个国家民航局
的适航认证。

同时，一些国家以“新舟”飞机
为平台，一边运营一边探索，逐步建
立了适航体系标准、完善了适航监管
能力，实现了从“中国产品”输出向
中国民机产品、中国适航标准、中国
民航管理理念的同步输出。

惠及民生的中国民机

伴随着“新舟”的飞翔，我们不
断前行。“新舟”飞机在十几年的发
展过程中，积极开拓国内支线航空市
场，探索适合国产支线飞机发展的运
营模式。

为了发展“新舟”飞机国内市场，
2008 年幸福航空成立，成为“新舟”
飞机最大的运营平台。幸福航空依托

“新舟”飞机，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
支线航空特点的运营模式，先后形成
了黑龙江区域支线、烟大快线、阿拉
善通勤等多种支线运营模式。幸福航
空目前运营的“新舟”60 飞机，在
全国 6 个运营基地运营着 18 条航线。

在黑龙江，“新舟”连接了漠河、
黑河、加格达奇、佳木斯、鸡西等支
线机场，成为遥远的边疆漠河到哈尔
滨的唯一生命通道，年输送旅客突破
10 万，促进地方机场集群同步发展。

在烟台与大连，“新舟”支线将
1000 多千米陆路、6 个多小时的水
陆运输缩短到只有 40 分钟。自开通
以来，累计飞行 18000 余航班，运
送了 80 余万乘客，架起了双城经济
互动的桥梁。

在内蒙古阿拉善，为盟内互通提

供了 28 万余座位、5500 多个航班，
通过左旗向外提供了 40 余万个座位、
7700 多个航班。“新舟”60 飞机力
促我国首个通勤航空试点成功运行，
让边远地区民众享受到航空发展的便
利，区域经济发展得到有力驱动。

在张家界、荔波、黎平、黄山与
井冈山，“新舟”支线搭建了极具特
色的旅游航线，让旅客便捷出行，饱
览风光。其中张家界至长沙航线开航
以来，提供 5700 多个航班运送超过
20 万乘客。

除了客机外，具有气象科研探测、
人工消雨、人工增雨、空地实时通讯
能力的“新舟”60 增雨机，在杭州
G20 峰会等国家重大活动保障，内蒙
古、东北、陕西、河南等地增雨作业
及大兴安岭森林灭火等领域，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新舟”飞机始终致力于推动我
国基本航空服务计划的实施，从产品
改进到体系建立，从产业发展到运营
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支线航空产业
发展之路逐步清晰。

服务创造价值

目标决定航向，思路决定出路。
依托“新舟”飞机的成长，客户服务
由技术保障提升到体系保障，完成了
以产品为中心的被动式服务，到以客
户运行为核心的主动式服务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西飞民机逐步建立了
既满足局方要求，更适应客户需求的
运营支持体系。

在业务领域，以培训、备件支持、
技术支援、技术出版物支持等基本服
务为基础，完善了飞行运营支持、维
修工程、数据服务等业务，更加有效
地支撑了各类客户的运营 ；在服务产
品方面，针对市场和客户特点，设计
了飞机维修打包服务、航线带飞打包
服务等个性化服务产品。这使西飞民
机搭建的运营支持体系在近两年民航
局认证考核中均名列第一。

在探索民机服务模式，健全“新
舟”飞机运营支持体系的发展过程中，
民机人始终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牵
引，不断搜集、分析和评估国内外用
户的使用需求和意见建议，一支对市
场和客户充分理解的专业化队伍逐渐
锻炼成熟。

航空工业作为中国最早的国产
民机制造商，提供高品质的专业人才
队伍，是确保用户安全、可靠运行的
坚实保障。西飞民机始终践行“以客
户为中心”理念，为国内外客户培养
专业人才 3100 余名，其中飞行人员
820 余名、维修人员 1500 余名、乘
务人员近 200 人、签派人员 100 余
名以及其他各类人员 500 多名。老联
航 飞 行 员 Chanoulla，2013 年 1 月
随老挝飞行员到西飞民机进行空勤初
始培训，1 个多月后完成了培训，每
年定期回“娘家”进行复训。依靠成
熟的培训体系，Chanoulla 现已成为
老联航飞行部总经理。

为实现“强根基，塑品牌，创价值”
的服务体系建设目标，西飞民机致力
构建由本部客服中心（包括维修、培
训、备件、技术支持）+ 紧密合作伙
伴 + 国际社会资源组成的、覆盖全球
的服务网络。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
价格管理，以打造满足全球运营需求
的运营支持体系。为打造“新舟”服
务品牌，创造服务价值，提供超出客
户预期的飞机全寿命周期的运行支持
服务，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

新时代民机的新发展

近年来，随着西飞民机坚定不移
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符合民用飞机产
业发展特点的发展模式不断完善，敏
捷高效的企业运营管理体系逐步建
成，市场化的民机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企业活力全面释放。与此同时，通过
多年的民用飞机研制及交付运营，西
飞民机建立了完整的市场销售、工程
设计、生产制造、客户服务的主价值
链体系；通过“新舟”700 飞机的研制，
健全了基于需求的正向设计流程和标
准，形成了完整的技术积累和项目管
理模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们开启新征程，西飞民机的发
展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和新挑战。

西飞民机在“航空报国、航空强
国”的使命推动下，坚守“成为世界
领先的中型固定翼商用飞机产品和服
务的提供商”的发展愿景，科学规划
布局“十四五”民机产业发展，聚焦“市
场营销、工程研发、总装集成、客户
服务”四大核心业务，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勾绘

“新产品、新能力、新机制、新业态、
新地位”的五新蓝图，提升价值创造
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完整的、
成熟的、竞争力强的民机产业链，促
进形成灵活的、健康的民机产业生态
圈，做优“新舟”产品，做强民机产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球民
用航空制造业重塑期。中国已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的日渐强
盛，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市场的充
分激活，国产民机制造业也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0 余年前，“新舟”60 飞向非
洲并从非洲飞向全世界，“新舟”亦
承载着服务国计民生与振兴民机产业
的期许，振翅前行。

10 余年后，西飞民机将按照“五
新蓝图”实现从初创向跨越式发展的
迈进，茁壮成长。

结合“十四五”规划的研讨，西
飞民机更加明确了企业的发展方向，
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持续提升
民机制造核心竞争力；聚焦战略任务，
集中力量和资源，统筹推进“八大工
程”，始终以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践
行“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与
使命。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
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70
年来，几代航空人不懈奋斗，新中国
终于有了向世界航空强国进发的底
气。我们深信，对初心的坚守、对使
命的担当，将不断赋予我们前行的无
限动力。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
交汇点，西飞民机将勇往直前！

航空强国的民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