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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0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简
称《统计公报》），《统计公报》显示，
2020 年全年交通运输主要指标稳
定恢复，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完善，
运输装备不断升级，运输结构持续
优化，基本完成交通运输脱贫攻坚
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

《统计公报》显示，自 2020 年
5 月起，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
速由负转正，基本补齐疫情造成的
缺口。全年完成投资 3.5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7.1%，增速为近 3 年
最高水平。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
资 2.6 万亿元，增长 10.4%。高速
公路投资带动作用明显，完成投资
1.3 万亿元，增长 17.2%，拉动整
个交通投资增长 6.1 个百分点。

根据《统计公报》，港口货物
吞吐量实现较快增长。全年全国
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45.50 亿吨，
比上年增长 4.3%，其中外贸完成
44.96 亿吨，增长 4.0%。分货类看，
完成煤炭及制品吞吐量25.56亿吨，

下降 2.7%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吞吐量 13.10 亿吨，增长 7.9% ；
金属矿石吞吐量 23.41 亿吨，增长
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64 亿
标箱，增长 1.2%。

货运规模已基本恢复至疫
情前水平。全年完成营业性货运
量 464.40 亿吨，恢复至上年的
99.5%。其中，铁路货物总发送
量比上年增长 3.2%，公路、水
路、民航货运量分别恢复至上年
的 99.7%、96.7% 和 89.8%。快递
实现逆势增长，完成快递业务量
833.6 亿件，比上年增长 31.2%，
快递业务收入 8795.4 亿元，增长
17.3%。

客运规模稳步恢复。全年完
成营业性客运量 96.65 亿人，恢复
至上年的 54.9%，其中铁路、公
路、水路、民航客运量分别恢复至
上 年 的 60.2%、53.0%、54.8% 和
63.3%。完成城市客运量 871.92 亿
人，恢复至上年的 68.2%，其中公
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巡游出租汽

车和轮渡客运量分别恢复至上年的
63.9%、73.7%、72.8% 和 52.9%。

便捷高效出行比重持续提高。
全年完成铁路旅客发送量 22.03 亿
人，占全社会营业性客运量比重
为 22.8%，比上年提高 2.0 个百分
点，其中动车组旅客发送量占铁路
旅客发送量比重超过 60%。完成民
航客运量 4.18 亿人，占全社会营
业性客运量比重为 4.3%，提高 0.6
个百分点。完成轨道交通客运量
175.90 亿人，占城市客运量比重为
20.2%，提高 1.5 个百分点。

货运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大
宗货物“公转铁”“公转水”深入
推进，全年完成铁路货物总发送量
45.52 亿吨，占全社会货运量比重
为 9.8%，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
点。完成水路货运量 76.16 亿吨，
占全社会货运量比重为 16.4%，提
高 0.2 个百分点。完成公路货运量
342.64 亿吨，占全社会货运量比重
为 73.8%，下降 0.5 个百分点。

� （任文）

2020年亚太地区公务机机队逆势增长1.8%

八部门印发指导意见推动配备交通医疗急救箱
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国

家卫健委、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
国家邮政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
铁集团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广
普及交通医疗急救箱伴行计划的指导
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决定共
同启动该计划。

据了解，推广普及交通医疗急救
箱伴行计划通过各相关部门建立联合
工作机制，结合部门职责和业务指导
优势共同推动，力争“十四五”期间
逐步在交通运输客运场站普及配备交
通医疗急救箱，推动交通运输从业人
员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显著提升，有
效提升交通运输行业保障人民安全出
行的应急救护能力。

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推广普及交

通医疗急救箱伴行计划是交通运输部
党组确定的 2021 年更贴近民生实事
之一，是八部门落实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工作
内容，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贯彻落
实健康中国建设的具体措施。《指导
意见》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分 3 个
阶段，坚持属地主导、行业推进，统
筹谋划、先行先试，完善政策、优化
环境，加强宣贯、形成共识等基本原
则，通过统一建设标准规范、统一标
识标志规范、建立人员培训制度、广
泛开展宣传教育、建立维护管理制度、
建设完善服务平台，逐步实现预期工
作目标。

《指导意见》明确，凝聚合力，
不断优化政策环境，致力推动完善相

关法律规定。鼓励具备急救知识技能
的公众在交通运输场站使用医疗急救
设施设备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
救护，并为救助人自愿实施紧急急救
行为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进而推动
营造学急救、会急救、用急救的社会
新风尚。

《指导意见》是交通运输部党组
立足“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贯彻
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将“人民满意”
贯穿交通运输发展始终，贯穿交通运
输发展各个领域的具体举措。

� （乔雪峰　赵鹏飞）

新中国通用航空发展70周年简要回顾
	| 程捷

据《中国民航报》报道，为纪念
新中国通用航空发展 70 周年，5 月 21
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在北京举行了
新中国通用航空发展 70 年纪念大会。

70 年前的 5 月 21 日，民航首次
使用 1 架 C-46 飞机，连续两天在广
州市区上空执行喷药防治蚊蝇作业任
务，这次飞行拉开了新中国通用航空
发展的序幕。

回顾过去 70 年，中国通用航空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服务社会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曾
拥有过短暂的辉煌历史，也经历过数
十年的困顿蛰伏。

直至 2010 年，国家相继发布促进
通用航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举措，确
立了通用航空的重要战略地位，内外
部环境逐步改善，通用航空进入了全
新的发展阶段。

重生：是新增长点也是“刚需”

纪念大会还发布了中国航协通航
分会主编的《中国通用航空年谱（1951
年 ~2021 年）》，它为通航 70 年的发
展历程简要地捋出一条历史线——第
一时期，1951 年 ~1979 年，实行计划
经济管理体制时期 ；第二时期，1980

年 ~2009 年，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管理
体制时期 ；第三时期，2010 年至今，
确立通用航空战略地位，通用航空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

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支通航“国
家队”，中国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下
称“中国通航公司”）的命运恰是这条
历史线的完整映照。从�“第二飞行总队”
到�“中国民航工业航空服务公司”，从
“东方通用航空公司”到“中国通用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它历经了军事化管
理、企业化管理、公司化运行、重组
整合各个历史阶段。中国通航公司党
委书记王晖在纪念大会上说 ：�“中国
通航公司的每一次更名、每一次改革，
都是民航改革、通航发展的见证和缩
影。”

尽管道路曲折，但 2010 年《关
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
的发布，开启了中国通用航空发展的
新阶段，作为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的重要支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重要抓手，很多省市一度掀起
了“通航热”。

来自民航局的资料显示，截至
2020 年，我国传统通航企业增加到
523 家 ；机队规模达到 2844 架，较五
年前净增 940 架 ；“十三五”期间累计
飞行 457.6 万小时，年均增长 13.7%，

高出运输航空 2.7 个百分点。通用机场
达到 339 个，数量超过运输机场 ；全
行业注册无人机共 52.36 万架，2020
年无人机经营性飞行活动 159.4 万飞行
小时。

与此同时，通用航空对改善民生
和稳定社会大局也起到了助力作用。
2020 年，通用航空在我国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工作中发挥了“尖兵”作
用，据统计，全国 141 家通用航空企
业使用 1002 架航空器执行了 378 次
疫情防控任务，累计飞行 2362.41 小
时、7189 架次，运送相关人员 89 人次，
运送各类药品和物资 90.9585 吨，充
分显现了通用航空快速、高效、灵活
等优势。

变革：构建现代化的通航生态体系

尽管目前我国通航产业的发展与
2016 年 5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
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
出的目标任务还有一定差距，但是，
通航发展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
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通航政
策越来越系统完善 ；改革措施越来越
精准有效 ；通航产业是促进我国经济
发展的新增长点，越来越成为全社会
的普遍共识 ；通航产业体系的建设，
越来越成为业界人士的共同责任。

现代化通航生态体系也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
将为包括通用航空培训、运营、维修
等相关产业提供可预期的、稳定的市
场需求增长。”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章文浩表示，
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完备的
产业链条、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通用
航空自身的商机，必将吸引大量资本
涌入其中。

而在这个生态体系中，企业才是
主体。产业要“活起来”，除经济发展、
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外，培育更多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通航企业才是关键。
南航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
航通航”）的改革之路或许可以成为一
个典型的样本。自 2018 年 8 月起，南
航通航先后被列为国务院国资委“双
百行动”改革试点企业和国家发改委
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按照“五
突破、一加强”的改革路径，南航通
航成功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发
挥国有企业、混改企业优势，激发出
全新的活力。

中国航协常务理事长潘亿新认为，
当前，通用航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
区”，要准确把握当前通用航空发展面
临的形势，深化通用航空管理改革，
提升通用航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

活力：立足创新拥抱新业态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实名登记无
人机达到 52.36 万架，年飞行量达到
159.4 万小时，同比增速达到 27.5% ；
开通低空旅游航线百余条，航空飞行
营地数量超过 400 个，参与空中游览
和跳伞服务的游客分别达到 75.6 万人
和 13.2 万人 ；10 家通航企业和 71 家
试点医疗机构在 12 个省市开展航空医
疗救护试点，36 个通用机场建设了应
急救援基地。

很多长期从事传统作业飞行的通
航企业也在努力拥抱新业态。“我们已
经形成了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业的
业务格局。”据国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下称“国网通航”）总经理杜贵和介绍，
国网通航正在加快发展无人机应用业
务，积极攻关中大型无人机防山火技
术，创新“一机中继、一机作业”方式，
规模化应用中大型无人机防山火防汛
巡查，深化直升机无人机协同巡检机
制，开展中大型无人机激光扫描规模
化应用。

国网通航、中国通航公司等企业
还在共同推动航空应急模式的创新，
探索政府、航空企业等机构共同参与
的新模式构建，同时积极拓展直升机

社会应急救援、消防灭火及通航资源
共享业务。

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也不
断拓展自己的作业领域和范围，从传
统的农林牧等作业飞行到应急救援、
飞行培训、短途运输，飞遍了全国 28
个省区和新疆各地、州、市及兵团 100
多个农牧团场。

在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鹏看来，要拓展和丰富通用
航空产业链，呵护新兴业态的成长，
还要立足科技创新，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人工智能、
5G、物联网、新能源等前沿技术。

作为通航产业的后来者，万丰航
空近年来进军通航全产业链，通过收
购兼并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引入
中国，万丰航空现有六大业务板块，
涵盖飞机制造、机场管理、通航运营、
航校培训、低空保障、航空运动等，
2018 年就已实现了通航板块的整体盈
利。

“回顾 70 年，中国通用航空练就
了过硬的作风，造就了过硬的翅膀，
一代代通用航空人不忘传承，不畏艰
难，不断向前，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
泣的历史篇章。”�中国航协秘书长刘树
国这样总结了通用航空曲折壮阔的发
展历程。

亚翔传媒日前发布的《2020 亚
太地区公务机机队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2020 年亚太地区机
队净增长 1.8%，超过了过往两年的
机队增幅，其中主要贡献来自大中华
地区，新增了 14 架飞机。

《报告》显示，亚太地区前 20 家
运营商的机队占总数额的 34%，其中
14 家是大中华地区的运营商。在去
年全球公务机市场受到极大冲击的情
况下，中国公务机市场保持着稳健增
长。

在 2020 年亚太地区公务机机队
排行榜中，来自中国的公务机公司
华龙航空，以 47 架飞机的规模连续
第二次登上亚太地区机队规模之首 ；
TAG�航空、亚联公务机分别以 43 架、
41 架飞机的规模位于亚太地区公务
机队规模第二、三名 ；另外，海航集

团旗下的金鹿公务以 40 架的飞机规
模位于亚太地区公务机队规模第四
名。

公开资料显示，位于 2020 年
亚太地区公务机队规模首位的华龙
航空，目前机队以“湾流”G650、

G550、“ 猎 鹰 ”8X、7X、 庞 巴 迪
“环球”6500、“环球”6000、空客
ACJ、波音BBJ、巴航工业“世袭”1000
等大型公务机为主，是业内大型公务
机占比最高的运营公司。

� （王真真）

首台“中国制造”
737MAX
全动飞行模拟机
通过过渡C级鉴定

5 月 12 日，海特高新与美国柯林斯宇航的
合资公司安胜（天津）飞行模拟系统有限公司
研发制造的首台“中国制造”波音 737MAX 全
动飞行模拟机通过中国民航局过渡 C 级鉴定。

737�MAX 飞机复飞问题备受关注，过渡
C 级是当前局方鉴定该机型全动飞行模拟机所
能批准的最高等级。该模拟机采用了波音公司
认可的满足 D�级鉴定标准的数据包，随着飞机
复飞的进展，安胜公司做好了进行 D 级鉴定的
准备，将充分配合局方最大限度地保障飞行安
全。安胜公司研发制造的 737�NG、A320ceo、
A320neo 全动飞行模拟机先后通过了中国民航
局 D 级鉴定并交付客户投入训练。

据悉，安胜公司坐落于天津自由贸易试验
区 ( 机场片区 )，是唯一一家能够同时为波音和
空客主流飞机平台设计、认证和交付全动飞行
模拟机解决方案的中国本土培训设备制造商。

航空产业是天津港保税区的重要支柱产业
之一。保税区着力聚焦和推进航空制造、航空
维修、航空物流和航空服务四大产业，并形成
飞机总装、研发、维修、服务等航空全产业链。

� （任文）

霍尼韦尔为货运无人机
提供关键导航和传感器技术

5 月 24 日，霍尼韦尔为蝙蝠飞机旗下 Nuuva�V300
货运无人机提供了新一代姿态航向基准系统和大气数据模
块。这些技术将与霍尼韦尔机载紧凑型电传飞控系统协同
工作，为飞行提供关键的导航和动态感应数据。

如果说电传飞控系统在飞行当中起到了“大脑”的作
用，那么姿态航向基准系统�AH-2000�及大气数据模块�
（ADM）�则是“心脏”，为所有航电系统和多个机械系统提
供关键的动态数据。AH-2000�和 ADM 是确保飞行安全
高效的关键因素，并有潜力为多种飞行应用提供服务，包
括城市空中交通、商用飞机、公务机和直升机。

“Nuuva�V300 无人机的突破性操作理念要求高精度、
可靠且坚固的导航传感器，AH-2000�和 ADM 是实现此
功能的关键因素。”蝙蝠飞机首席技术官表示 ：“该技术使
我们能简单直观地通过点击鼠标控制飞行，而无需对操作
员进行传统驾驶技能培训，从而帮助客户迅速扩大运营规
模。”

蝙蝠飞机 Nuuva�V300 是一款远程且大容量的自主无
人机。它利用电池电源垂直起降，这意味着它不需要跑道，
并且运营成本大大低于直升机。它可以负载 460 千克飞行
超过 300 千米。在以往只能通过直升机运送的区域，它无
疑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无人机，特别是用于包裹投递时，必须配备高性能的
惯性系统以确保为电传飞控系统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位置和
速度相关信息。”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中国首席技术官肖
进表示 ：“像 Nuuva�V300 这样的无人机将改变物流公司
包裹投递的方式。”

紧凑型姿态航向基准系统 AH-2000�采用霍尼韦尔新
一代业界领先的基于微机电系统（MEMS）的惯性传感器
来提供飞机姿态和速度信息。它通过提供安全相关的关键
姿态和速度数据驱动电传飞控系统，并为其提供导航数据。
这些数据能帮助实现常见于商用飞机的高安全等级，对于
电传飞控、导航及驾驶舱显示系统必不可少。

霍尼韦尔大气数据模块采用业内稳定的压力传感技术，
为安全性至关重要的航空电子设备提供准确的高度和空速
测量数据。

另悉，美国 DENSO 公司已与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
项长期合作协议，建立一个专注于电动推进装置的联盟，
开发和制造用于飞机的电动推进系统，以满足新的航空航
天需求，首先将城市空中交通（UAM）业务作为优先重点。

DENSO 和霍尼韦尔正在与现有的和潜在的客户进行
深入讨论，并计划在明年推出电动推进系统的飞行测试构
型。� （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