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 67 号（100712）    社长 ：孙伟　总编 ：魏轶群　总编室主任 ：吴斌斌　58354180　广告 / 发行部 ：58354176　传真 ：58354167 　投稿邮箱 ：news@cannews.com.cn　每周二、五出版　全年定价 288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东工商广字第 0113 号　中国青年报印刷厂印刷

52
2021年4月17日　星期六

China Aviation News
�特刊

责任编辑：任旼
联系电话：010-58354190

美术编辑：韩晓红

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

霍尼韦尔有幸深度参与了中
国航空业的发展历程。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里
程碑等待我们去见证和实现。

自 1978 年以来，霍尼韦尔
就投身于中国航空业的进程当
中。过去 40 多年来，我们一直
积 极 参 与 其 中 ；未 来 的 40 年，
我们依然充满信心和期待。2004
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2016 年，
我们全家移居中国。在过去的
20 年中，我亲眼看到了中国航
空业的飞速发展。20 年前，中
国规模较大的航空公司最多拥有
两三百架飞机 ；而现在，这一数
字增长到五六百，甚至七百架。

霍尼韦尔在中国的业务涉
及航空业的多个方面。我们与国

内各航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其中不乏一些较小的低成本
航空公司。我们为其提供技术和
设备，例如，辅助动力系统到航
空电子设备，以及驾驶舱内设备
等。霍尼韦尔还提供了多种升级
和维护服务，解决机队遇到的问
题，保障平稳的飞行。此外，霍
尼韦尔与航空工业、中国商飞
和中国航发保持合作 ；为国产
大飞机 C919 提供了辅助动力系
统、机轮与刹车系统、飞行控制
系统及大气数据与导航工作包，
为 ARJ21 提供主飞行控制系统，
还为其他多个国产机型提供了解
决方案。回首过去多年与中国航
空业携手共进的经历，我们感到
非常骄傲。

新中国航空业走过了辉煌的
70 年，很荣幸霍尼韦尔能够参
与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为合
作伙伴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期待
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在众
多成功的合作之中，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 C919 首飞项目。2008
年，我们去拜访航空工业的项目
团队，并探讨了这款尚在计划中
的新机型。回望过去 13 年，与
航空工业、中国商飞的这一合
作是一段美好的经历。2017 年，
我们一同见证了 C919 首飞这个

值得庆祝的伟大时刻。从构想到
目标实现，霍尼韦尔团队积极深
入参与其中，并见证了这个里程
碑事件。

新冠疫情的暴发对整个航
空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
2020 年初，影响尤为严重。去
年二三月，中国旅游业急剧下降。
但有趣的是，几个月之后人们又
开始乘坐飞机在中国境内旅行。
鉴于中国政府对国际旅行采取了
一些严格的限制，国际航线的恢
复会慢一些。尽管依然存在一些
困难，但我们相信到今年底、明
年初，这一情况会有所恢复。在
全球范围内，每个国家的情况都
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欧洲、东南
亚及北亚的情况最终也会有所好
转。这取决于需要多长时间能实
现疫苗接种覆盖，让人们重拾出
行信心。我认为，2022 年中或
许会恢复到正常水平。

我们不断在世界各地看到
很多向好趋势，其中之一就是
技术升级创新。霍尼韦尔在客
运飞机技术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Honeywell Forge 软 件 解 决 方
案通过运用大数据使飞机降低油
耗、减少排放，帮助中国航司节
省成本，实现高效运营。其中，
霍尼韦尔互联维护解决方案也可

通过网络连接和数据分析，帮助
中国航司的维修团队在飞机落地
前确定潜在的机械风险，缩短
停飞时间，减少航班取消和延
误的几率。同时通过霍尼韦尔
Jetwave 卫星通信系统带来的机
上互联，我们还能帮助提升乘客
的飞行体验。预计今年内会在中
国推出相关产品。

霍尼韦尔还关注到不同类
型飞机的技术趋势，例如，无人
驾驶飞机和城市空中交通。这意
味着无需飞行员即可实现空中出
行，这一趋势令人非常振奋。此
外，我们在一些其他领域也看到

了前景，例如在中国迅猛增长的
通用航空市场等。而在这些方面，
霍尼韦尔都有相应的产品和技
术。

一直以来，中国都在持续发
展国产飞机和发动机，我们从中
看到了中国航空业的美好未来。
我们期待看到中国本土的飞机制
造商在大型飞机及通用航空领域
取得进展。通用航空的发展能够
帮助发展中地区人们更加便捷地
出行，较之过去的出行效率得以
大大提高。在日益拥堵的城市交
通条件下，直升机、城市空中交
通和自动驾驶飞行器的发展成为

新的趋势，这其中都有霍尼韦尔
的参与。我们专注于航电，也专
注于研究能让交通工具变得更高
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导航、通讯
及监控系统等。同时，霍尼韦尔
也在探索下一代能源，推动不同
类型发动机的运转，研究更加有
助于环境保护的方案。我们有理
由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过
去 20~40 年里，中国航空业以
一种良好的态势迅速发展，我们
相信未来也将如此。霍尼韦尔对
未来充满期待！

柯林斯宇航中国项目
与业务发展总监潘力辉

期待与中国客户和合作伙伴一起
重新定义航空业的未来！

柯林斯宇航于 1983 年正式进入
中国市场，并于上世纪 90 年代开设
了维护、修理和大修（MRO）公司，
但其产品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随“三
叉戟”飞机进入了中国。近 40 年来，
柯林斯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及过去建立
的牢固企业关系使其在中国的业务得
以不断增长。如今，柯林斯在全国的
15 个主要工作地点拥有约 1000 名员
工，10 家工厂，包括 8 家合资公司
和 2 家全资公司，专注于机载解决方
案的设计和开发、制造、服务、支持
和信息管理，以及全动飞行模拟器，
以支持中国业务并拓展到全球市场。

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柯林斯宇
航，早已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起互惠
互利的关系。从1985年运7飞机开始，
柯林斯宇航业已成为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飞机项目的供应商。运 7 是中国第
一架投入使用的国产航空运输机，也
是第一架采用柯林斯宇航的航电、环
境控制系统和螺旋桨的中国飞机。从
那时起，柯林斯宇航就一直在支持中
国的大型飞机项目。

搭载柯林斯宇航航电、电源等
10 多个关键系统的 ARJ21，目前已
经交付运营多年，拥有多个关键系统
的 C919 飞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取证
工作中。多年来，柯林斯多次获得中
国商飞和航空工业西飞民机的年度供
应商奖。未来，柯林斯还将用更好的
产品与技术携手中国客户共进共赢。

在众多与中国航空业展开的合作
之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2007
年底 ARJ21 的总装下线仪式，还有
2017 年 C919 的首飞仪式。作为中国
航空业的供应商——柯林斯宇航的一
员，我非常自豪柯林斯宇航能够成为

中国航空业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为中国
航空业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除了
这两个里程碑式的瞬间之外，在工作
中还有很多点点滴滴都值得纪念。比
如柯林斯与中国企业合作建立的合资
公司，从谈判到正式成立，再到产品
的开发与交付，我们一起从零到一实
现了很多个“第一次”和里程碑，每
一次目标节点的达成都很令人激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
航空业带来巨大挑战。在其持续影响
下，柯林斯开发并实施了一种多层次
的解决方案，将客机快速改装为货机，
使航空公司机队能够灵活运输关键医
疗物资、货物和其他物品。针对新的
旅行环境推出了“非接触式旅行”的
解决方案，如非接触式值机、托运、
支付系统等，通过生物识别技术、远
程乘客处理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减少
乘机过程中的接触。柯林斯宇航的环
境控制系统也可以通过空气的过滤及
分配，来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健
康的客舱空气。同时柯林斯也在探索

非接触的机上体验，并正在积极地与
航空公司合作，研究这些未来的概念。
但眼下最紧要的任务是帮助航空公司
做出必要的改变，通过一些卫生措施
以及无接触的方案，来确保乘客在当
前形势下的乘机安全。

今年，中国“十四五”规划中
明确指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
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这向柯林
斯及整个航空业发出了积极有利的信

号。紧跟中国航空业市场的快速增长
趋势，柯林斯宇航致力于维持在中国
的业务投资，并增强技术创新和人才
培养方面的能力。其首要任务是在面
向未来做准备的同时，兑现对客户的
承诺。

未来，柯林斯将为中国庞大的商
用机队提供卓越的系统、支持和服务，
先进的全动飞行模拟器正在为未来的
飞行员提供培训，与中国航空业的合

作 范 围 从 OEM、 售 后 市 场、MRO
拓展到整个供应链。柯林斯也将继续
在中国市场深化投入，深度参与到近
年来中国的新项目之中，保持并加强
与航空工业、中国商飞及各航空公司
的长期合作，来满足中国航空市场不
断增长的需求。

GE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GE航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向伟明
GE 航空集团将继续扎根中

国，秉持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
用可靠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为
中国航空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创
造价值。

自 1980 年，GE 航 空 集 团
以本土采购的形式进入中国以
来，我们已经与中国航空产业链
携手同行 40 余年，形成了全方
位、多元化的合作。如今，GE
航空集团在中国服务于 60 多家
航司，旗下约 6500 台装机发动
机活跃在中国各条民航航线上，

另外还有约 4000 台的待交付订
单。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市场，
我们也在中国建设了生产、工程、
大修、采购、客户支援、培训等
综合能力 ；联合中国航空产业链，
深度培育并发展中国本土航空力
量。

在 40 余年的发展历程之中，
我们与中国航空产业链上下游都
形成了深入合作。可以说，GE
航空集团与中国的缘分就始于航
空 工 业。1980 年，GE 向 航 空
航天部下属的黎明机械厂（即现
在的中国航发黎明）采购了用于
CJ610/CF700 发动机的二级低
压涡轮盘，由此开启了我们的在
华业务。目前 GE 航空集团在中
国有 30 多家本土供应商，还为
很多国内供应商提供加工技术、
工艺流程、低次品率管理等方面
的技术支持。通过承接 GE 航空
集团的零件生产工作，也使中国
航空制造企业的生产、加工工
艺、特别是供应链管理能力得到
提升。除此以外，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GE 航空集团就
不断在中国开展技术、管理和机
务维修等培训，参与培训人数达
26000 余人次 ；通过引入精益六
西格玛等管理体系，GE 为中国

航空产业链 10000 多人次的管理
人员提供了相关培训。

2009 年 11 月， 航 空 工 业
与 GE 达成协议，共同成立一家
专业提供民用航电产品和服务的
合资企业，这便是现在的昂际航
电。昂际航电为中国首个民用大
飞机项目 C919 机型提供了核心
航电系统、综合显示系统、机载
维护和飞行记录系统，以及航
电系统集成综合服务。2016 年，
GE 和航空工业也因此荣获了第
十一届航空航天月桂奖之“携手
合作奖”。如今，昂际航电在全
力支持 C919 项目之外，也正在
积极筹备 CR929 项目的投标工
作，期望为新一代宽体客机的研
制继续贡献力量。除了航电系统，
GE 的合资企业 CFM 还专门为
C919 设计了领先的集成推进系
统，组建了强大的技术、试飞和
现场支持团队，全方位支持商飞
开展高强度的 C919 试飞工作，
按目标完成取证和交付任务。

去年，中国自主研发的支线
客机 ARJ21 成功交付给中国三
大航，并启动运营，开始接受最
严苛的国际主流航司运营考验。
对此，我本人深感欣慰和感慨，
这不仅是中国商用飞机领域的重

要成就，也凝结了我的航空初心。
2001 年下半年，时任 GE 小型商
用发动机总经理的大卫·乔伊斯
了解到航空工业正在开展 ARJ21
项目，他坚定地认为 GE 应抓住
这一难得的机会，加入到 ARJ21
项目的竞标中。当大卫找到我，
希望我能作为商务团队负责人领
导 ARJ21 项目，我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这项任务既能体现公司
的价值，又能参与到中国自主研
发的商用飞机项目中，实现我的
航空初心！

那段时间，我和团队每天工
作十几个小时，一年内在中美间
往 返 11 次 …… 工 作 不 计 时 差、
不过周末、加班到凌晨 12 时之
后更是家常便饭。GE 最终获得
ARJ21 项目的合作订单，并于
2002 年珠海航展签约。经过这
么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非常欣
喜地看到 ARJ21 已经进入国际
主流航司，获得越来越多的客户
认可。

总结 GE 航空集团在中国成
功发展的秘诀，我认为首先要归
功于中国航空产业的腾飞，以及
GE 对于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 ；
其次是我们过硬的产品和技术，
完善的售后服务和客户支持。同

时，GE 航空集团不断推进人才
的本土化发展，以及与中国航空
产业的管理和文化交流，也是我
们能够深度参与并支持中国航
空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于
1992 年加入 GE 航空，当时整个
GE 航空在中国的员工不超过 10
人，连秘书在内只有 3 个中国人。
而现在，GE 航空集团在中国的
几百名雇员中本土化比例已高达
99%。

通过多年合作，GE 航空集
团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航空
产业的不断壮大。而未来，随着

“十四五”规划的落地，中国还
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包括 GE
在内的全球外资企业都对中国的
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今年是我
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
要性的一年，是推进行业恢复发
展的关键一年，依托国内大循环，
支线客机运营将不断加强，支线
飞机将发挥更大作用，拥有更广
阔的发展前景。GE 航空集团将
更充分、更深入地参与中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建设，助力“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加速构建，一如既
往地全力支持中国航空产业的发
展。

霍尼韦尔中国及航空航天集团亚太区总裁林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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