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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航工业是航空工业忠实
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组建的
合资公司不仅创造了中巴飞机
工业合作的历史，更是南南合
作的典范。我们愿与航空工业携
手共进，续写中巴合作新篇章。

2000 年 5 月，巴航工业在
中国成立办事处，宣布正式进
入中国市场。在此之前，巴航
工业通过驻新加坡的机构针对
中国市场进行了调研，我们认
为中国市场发展到了重要阶段，
对支线航空的需求会有所突破，
将迎来较大发展。于是，巴航
工业将 ERJ145 带入了中国。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全 球 支
线 飞 机 市 场 迎 来 第 二 波 大 发
展——支线飞机喷气化的趋势
逐渐明显，市场要求支线飞机
运行的航程越来越长。巴航工
业适时推出了 ERJ145 喷气飞
机。那时，山东航空、武汉航空、
南航等诸多中国航司都在考虑
运营支线喷气式飞机，作为新兴
的地方航空公司所急需的机型，
支线飞机的需求非常大。为了
更好地运作 ERJ145 飞机在华
销售和市场工作，巴航工业在
中国先后成立了巴航工业北京
代表处和巴航（中国）飞机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进入中国后，巴航工业以
商用飞机业务为主不断开拓市
场，并且与中国航空产业链深
度合作，迄今已经 20 余年。总
结多年来的经验，巴航工业在
中国的成功关键，在于与中国航
空产业共同成长，并且坚持本
地化发展，不断拓展与航空工
业及国内航司的合作，尤其是
坚定促进中国支线航空的发展。

我是 2002 年进入巴航工业

任职，当时正值巴航工业与航
空工业进行合资企业的谈判工
作。双方的合作原则在一开始
就非常明确 ：共担风险、共享
成果和本地化发展。

2003 年 1 月， 巴航工业携
手航空工业共同投资组建了哈
尔滨安博威飞机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博威”），在中国
本土生产 50 座级的 ERJ145 喷
气式飞机。这一合作无论是深
度上、还是广度上均开创了中
外航空制造企业的先河——安
博威公司的飞机整装生产线、供
应链管理体系、交付和售后都
秉承本地化运营的理念和方式。
到后期，大部分飞机装配工作
都是由中国员工完成，基本实
现了飞机装配的本地化。安博
威不仅仅是中国与巴西之间高
科技领域南南合作的典范，更
是中巴友谊、文化的桥梁，体
现了中巴关系的互信与了解。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
国民航业长期保持着 10% 以上
的 增 长 ；至 2015 年， 中 国 已
跃升为全球第二大民航运输市
场……现在，在经历了长期的
高速发展后，中国正处于从航
空运输大国向航空运输强国的
转变阶段。

这期间，支线航空必然会
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对支线飞
机航路网络、机队结构建设也
提出了更大挑战。以前，比较
热门的支线飞机座级为 50 座左
右，而现在，支线飞机大型化
成为趋势，航司更需要百座级
的支线飞机。同时，全球各国
都在全力推动航空运输领域的
可持续发展。巴航工业全新一
代的机型能更好地帮助中国在
航空领域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的目标和承诺。

未来，巴航工业期待能通
过新的型号研发，与全球更多
机构开展合作，尤其是在经过
新冠疫情后，航空产业链一定
要报团取暖。巴航工业在科技创
新方面一直走在行业前沿，致
力于研究创新商业模式，发展
包括城市空中交通等一系列新
的航空市场。作为支线航空的
进一步延伸，巴航工业希望凭
借在商用航空领域丰富的经验
积累，为全球市场提供一个高
标准且符合民航适航要求、全
面的空中交通解决方案。

赛峰集团中国区总代表兼赛峰中国总经理白幻德

赛峰集团高度重视与航空工业
40 余年来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这巩固了中法两国在航空高科
技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愿与航空
工业携手共建中国航空业更光明的
未来！

1964 年中法两国建交，赛峰
集团是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国
企业之一。经过 40 余年的快速发
展，赛峰集团目前在中国已拥有
20 多家实体单位和约 2000 名员
工，业务涵盖所有航空细分领域。
赛峰集团积极参与中国主要飞机、
直升机和发动机项目，如 C919、
ARJ21、“新舟”系列飞机等。如
今在中国已经确立了强有力的市场
地位 ：在大中华区超过 70% 服役
和订购的窄体飞机正在或即将使用
CFM 或 LEAP 系列发动机 ；50%
在中国注册的直升机采用了赛峰生
产或授权生产的涡轴发动机 ；约
50% 在中国运营的商用飞机安装
了赛峰集团的起落架、机轮和刹

车 ；赛峰集团为中国 40 多家航空
公司的飞机配备了 20 万个旅客和
机组人员座椅 ；超过 25% 的中国
民用飞机都配备了赛峰短舱公司的
产品。

多年来，赛峰集团与中国民航
局、各大航司以及主要航空企业，
如航空工业、中国航发、中国商飞
建立了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为
成功立足于中国市场建立了坚实基
础。此外，在产品或客户支持服务
方面的创新是赛峰集团在中国市场
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一直以来，赛峰集团都是航空
工业在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航空工业旗下 10 多个工厂为赛峰
集团生产飞机设备零部件。事实上，
双方已密切合作 40 余年，赛峰集
团通过旗下子公司向航空工业授权
阿赫耶 1、阿赫耶 2C 直升机发动
机整机或部件的生产许可，以及直
9 / H425 直升机自动驾驶仪的生
产许可。此外，双方于 2011 年成
立的合资公司西安赛威短舱公司，
在未来将生产中国商飞 C919 集成
推进系统中的短舱组件。同时，赛
峰集团还是航空工业的主要供应商
之一。

对于中国航空市场的变化，让
我感受最深的是中国民航业的发

展，尤为触动的是快速增长的航空
旅客数量，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选
择搭乘飞机出行。在后疫情时代，
赛峰集团认为中国民航将继续引领
全球复苏。尤其是随着疫苗的出
现，越来越多的人们会认为搭乘飞
机出行是安全的。据预测，2021
年，中国地区在役机队将达到约
4100 架，其航线维修市值到 2022
年将增至 17 亿美元。赛峰集团的
发展重心之一，也是进一步强化在
中国的 MRO 业务和客户支持服
务。另外，面对疫情导致的旅行限
制，贴近客户也将成为赛峰集团在
未来几年保持市场份额与获取成功
的关键。目前，赛峰已分别与国航

和东航在成都和西安合作成立两家
MRO 修理厂，进行飞机发动机和
起落架的维护修理。还计划今年在
中国建立新的 MRO 项目。此外，
赛峰已在北京建立了首个专门为中
国客户服务的飞机起落架支援中
心。

另外，赛峰集团还将继续支持
飞机制造商客户的飞机和直升机项
目。C919 未来的取证和首架机交
付，将为中国蓝天开启新的篇章。
在“绿色发展、数字化和智能制造”
方面，赛峰集团在中国本地的发展
方向和承诺，恰与中国新的发展理
念相吻合。

波音中国总裁谢利嘉
对于波音而言，中国不仅仅

是宝贵的客户，更是重要的合作
伙伴。

波音与中国航空业已经携手
走过了近半个世纪。随着双方合
作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中国民
航业不断拓展航线、提升乘客服
务水平、完善现有规章、积极探
索新的措施，中国的航空监管机
构也站在了提升航空安全水平工
作的前沿。同时，合作还覆盖航
空制造领域，这让双方都受益匪
浅。目前，超过 10000 架波音飞
机安装了中国制造的世界级水平
的零部件。近年来，波音每生产
的 4 架民用飞机中就有一架交付
到中国。 

波音希望与中国航空业的合
作更加坚实并不断深化。具体领
域包括制造、维修、本地化服务，
以及研究与技术。其中一个很好
的例子便是航空工业—波音制造
创新中心的成立。2012 年 11 月，
航空工业—波音制造创新中心在
北京启动，旨在帮助提高航空工
业下属企业的能力和竞争力，为
航空工业员工提供波音民机项目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2015 年，波
音又在沈阳成立了制造创新中心
分部。迄今，制造创新中心已经
为约 8000 名航空工业下属企业员
工提供了培训。

面对近期所遇到的困难，波
音仍然认为前景可期。当前情况
下，我们积极拓展教育和培训项
目。 至 今， 近 10 万 名 中 国 航 空
业专业人士，包括飞行员、维修
人员和工程师接受过波音的培训。
同时，“放飞梦想”航空科普教育
项目覆盖了超过 12 万名学生和数
千名教师，以启发他们对航空的
兴趣。

另外，波音还将持续投资联
合研究项目，以推进降低碳排放
方面的技术突破，具体手段包括
实现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商业化和
改进空中交通管理效率等。这些
领域的合作不但能继续帮助双方
实现共同发展，还能成为两国拓
展未来机遇的强大推动力。 

在后疫情时代，波音也在积
极应对。作为中国航空业的合作
伙伴之一，波音下一步工作是理
解各方面的需求并提供优质的飞
机产品及服务，帮助航空业实现

业务目标及战略规划。同时，波
音还将继续与客户及合作伙伴携
手开展新业务和新产品的创新。 

对于中国航空业的发展，我
和同事们都感到惊叹。在成为波音
中国总裁之前，我曾担任波音民用
飞机集团的民用飞行服务副总裁，
我亲自参与了波音上海培训中心
的建设。这个培训中心于 2008 年
投入使用，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壮
大，已经成为波音全球培训服务
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设施
帮助波音的客户建设并扩大他们
的专业人员团队，以满足业务增
长的需求，并推进整个行业的整
体发展。 

目前，中国航空制造业已经
成为世界级供应商，以合理的成
本按时交付高质量的可靠产品。
如今，中国航空制造业在波音在
产民用飞机型号上发挥着重大的
作用，包括 737、747、767、777
和 787 飞机。

对于今后在中国的发展，波
音期望进一步加强这些领域的合
作。波音预测，未来 20 年中国将
需要价值 1.4 万亿美元的 8600 架
新民用飞机，以及价值 1.7 万亿美
元的民用航空服务来支持这一机
队的增长。这一巨大需求将使中
国成为波音最大的民用飞机客户。
另一方面，波音在中国航空业的
投资也将非常可观。 

在进入中国的近 50 年中，波
音历时 40 余年向中国交付了第一
批 1000 架飞机，而仅用 5 年就交
付了第二批 1000 架飞机，由此能
看出中国航空业的发展速度之快。
我期望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波
音能够在中国舟山 737 完工和交
付中心交付中国的第 3000 架波音
飞机，并且我们能通过最佳的产
品和服务来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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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航空产业
从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
产业，开放合作是这一
行业的重要基因。中国
航空工业唯有伸开双手、
张开怀抱，在全球舞台
上寻求合作共赢，才能
铸造强大的生命力。值
此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之际，本报记者
对长期与中国航空产业
保持深度合作的外企伙
伴进行了专访，他们的
代表纷纷回顾了与中国
航空工业的合作历程，
并讲述了其中令他们深
受触动的那些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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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在中国的战略是坚定不
移的，我们要成为中国坚实、可
靠、值得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
成为中国航空产业闭环中的紧密
核心成员。

1967 年， 空 客“ 云 雀 ”III
直升机首先进入中国市场。1985
年，随着空客 A310 飞机交付东
方航空的前身民航华东管理局，
标志着空客民用飞机正式进入中
国市场。2005 年，我与空客正
式结缘。当时，空客准备在欧洲
以外设立首条飞机总装线，中国
有 4 个城市参加了选址竞标。恰
巧我在天津滨海新区工作，有幸
深度参与了整个竞标过程。后
来，总装线项目落户天津，我们
作为地方政府和航空工业组成了
联合体，与空客共同设立了合资
公司。我由中方委派担任合资公
司的中方经理，与外方总经理共
同管理空客天津飞机总装线的运
营。截至目前，总装线已经成功
运营 12 年，并于 2020 年向客户
交付了在天津完成总装的第 500
架 A320 系列飞机。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航
空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
步。特别是 ARJ21 的产能提升、
国产大飞机 C919 即将取证以及
CR929 项目即将上马，这些里程
碑项目均彰显了中国发展航空制
造业的能力与决心。

过去 10 年，中国航空工业
的发展在全球占据了非常重要的
地位。后疫情时代，中国依然会
在全球航空业的发展中扮演重要
角色，甚至将占据更为重要的地
位。未来，中国以及全球航空市
场还有很多的发展机遇，航空工
业、中国商飞以及很多“小荷才
露尖尖角”的民营企业是其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空客见证了中
国航空业的发展历程。我们愿意
持续坚持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
发展道路，与中国航空业保持长
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
们也期待着与航空工业在质量成
本、提升竞争力、绿色环保等方
面进一步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中国航空市场潜力巨大。在
民用飞机领域，空客致力于为更
多的中国航空公司提供更安全、

更高效的飞机，以满足中国高质
量发展的新需求。我们将进一步
加强与中国的工业合作，在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的基础上，
拓展在机身段装配领域的合作 ；
在 A330 宽体机完成中心的基础
上，拓展 A350 宽体机的完成与
交付能力 ；计划于今年内在天津
交付首架 A350 飞机。在直升机
领域，我们相信随着中国低空空
域的逐渐开放，中国直升机市场
将迎来飞跃式发展。空客将与中
国的政府部门、运营商及行业伙
伴携手合作，提供全方位的产品、
服务和端到端的民用直升机解决
方案，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国内不
同地区、不同用户，满足中国民
众与社会对直升机的需求。

长远来看，空客一直致力于
推进航空业的去碳化和可持续发
展，如今我们所运行的飞机每座
千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50 年
前减少了 80%，噪音水平也降低
了 75%。空客将可持续发展及环
保理念贯穿于飞机全生命周期，
涵盖产品设计、生产制造、供应
链、交付后的运营以及飞机报废

后的回收。
空客一直是航空领域可持续

发展的引领者。我们希望可以结
合中国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与中
国合作伙伴共同为实现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和航空业去碳化发挥
积极作用。空客认为，氢是航空
去碳化的有效解决方案，并致力
于借助我们的优势与资源，开发
由氢驱动的“零排放”飞机，计
划于 2035 年推出。

展望未来，我对空客在中国
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未
来中国市场依旧是空客不可多
得、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市场。
我们将加强与中国全方位、多层
次的合作，与中国航空业共同成
长。

|| 本报记者   王兰   李居阳  武晨   惠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