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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管理“ 意见箱” 的答复（ 第 １１ 期）
为真 情 服 务 行 业， 我 局 在 “ 通 用 航 空 管 理 系 统 ” （ ｈｔｔｐ： ／ ／ ｇａ．

ｃａａｃ． ｇｏｖ． ｃｎ） 设 置 了 “ 意 见 箱” ，面 向 行 业 征 集 以 下 ３ 个 方 面 的 咨
询、意见或建议：
１．涉及套用运输航空规章“ 过度监管” 的问题；
２．涉及规章执行不规范、不统一的问题；

３．对局方审批、监管行为存在质疑的问题。

本期（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 日） 征集意见 ４２ 条，经

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研究确认，现予答复。
附件：意见答复汇总表（ 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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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问题

答复

1

根据《公司法》第149条规第五项定“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
A通航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以及经营负责人、主管飞行和作业技术质量 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
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原则上A通航企业高管
负责人）能否兼任B通航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人员不得兼任B通航企业高管，除非B通航企业为A通航公司的分、
子公司或控股企业或其他直接控制关系。

2

飞机设计、制造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能否兼任通航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飞机设计、制造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能否兼任通航企业高级管理人
员，主要看两个企业是否开展“同类业务”。理由同上。

3

为了取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租赁两架航空器。在取得经营许可之后，是否可以
用一架飞机进行91部运行合格审定？或者在拿到91部运行合格证之后，退租一
架，只运营一架航空器是否可以？是否有文件依据？

依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许可证
持有人应当“持续符合经营许可条件”。经营许可条件之一为“租赁
或购买不少于两架民用航空器，航空器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
符合适航标准”，通用航空企业需至少运营两架航空器。

4

可否增加在一张备案表上填写多个经营活动项目的功能？
这样一张备案表就能反映某架飞机该月的信息，而不需要备案或翻阅多张备案表
。

根据《民用航空统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 年第78 号）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31
号）、《民航综合统计调查制度》（2018年1月）规定，按照经营
项目如实、及时填报生产经营活动信息为通航企业应履行的法定义
务，也能够真实体现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为完善优化行业政策、
修订法规提供依据。目前，民航局正统筹推进优化行业管理系统功
能，以提升系统用户使用的便利性。

5

取消通航人员流动限制，解决通航企业之间飞行人员流动管理过严问题，第八期
《通航意见箱》对于执照关系转移已经做了具体的回复，但是飞行员流动，体检
关系还是需要公司出具证明，航卫处才能给办理体检关系转移，体检过期要去体
检原单位肯定不会给提交申请。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体检关系应该是个人
的，原单位恶意拖延离职诉讼期，会变相的剥夺飞行员飞行的权力，建议在云执
照上增加申请栏或官方给予航卫处指导性意见，真正的解决好飞行人员的流动管
理问题。

通航飞行员可以以个人名义或由单位（如有）协助申请体检鉴定和
体检合格证。体检档案由体检机构保存。体检合格证过期后，可以
个人名义申请体检鉴定。下一步民航局将研究云执照中相关功能。

6

关于体检。现在通航飞行员的体检可以通过快捷通道实现了个人预约，但是，如
果是商照飞行学员，预约脑电图怎么自己预约呢？现在还是需要通过挂靠单位来
进行脑电图及平板这些特殊检查项目的预约。不知道，这些检查日后是否也可以
实现个人预约，而不需要通过挂靠单位？

脑电图、运动平板等检查项目由体检机构或体检机构委托的协议医
院完成，个人即可预约，无需挂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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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1部公司现役飞行人员，5.3号体检过期，向某二级体检队申请年度体检被告知：
公司通知体检队，因和公司有劳动纠纷未经同意不得安排体检鉴定。咨询过地区
管理局，现在的体检流程必须体检关系在哪儿哪儿同意后安排体检鉴定，所以去
其他机构个人名义申请体检也没有办法。问题：1.体检队在这样的情况不安排体
检鉴定是否合规？2.此种情况，又不是转移体检关系。怎么样才可以体检鉴定？
维持体检合格证的持续有效和劳动纠纷没有关联吧？

1.91部申请人可以以个人名义申请体检鉴定；体检机构应该给予安
排。
2.申请人可以以个人账户直接登录“体检合格证管理系统”进行体检
鉴定申请。
3.如有疑问，请询010-64092421民航局飞标司航卫处。

8

某公务机公司持有135和91K运行资质，有一托管客户的飞机，从国内A公司转至
我公司托管，飞机三证已变更至我公司，但还未加入我公司91部运行规范，请问
此期间，我公司能否使用该飞机开展调机或飞行员训练？

可以。

9

通航企业间的航材共享情况，是否需要企业具有航材分销商资质？按43部维修的
单位，自制工具是否也需要遵照AC-145-10?

关于通航企业间航材共享，民航局无规章要求。AC-145-10适用于
145维修单位。

10

CCAR135.155条b中要求：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为其按照本规则运行的航空器分别
安装一台独立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和一台独立的驾驶舱舱音记录器，或者选择装备
两台组合式记录器（包括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舱音记录器）。第一，请问该
要求时间节点是以该规则发布之日起吗，如果在此之前设计定型的飞机是否按原
取证状态仅安装一套组合式就可满足通航客运要求（19座（含）以下）；第二，
如果通航客运必须遵循该要求，那么安装一套组合式，一套驾驶舱因记录仪可认
为是满足要求的？

1.民航局正修订135.155条相应内容，拟删除b款要求。目前，修订
稿已上报。
2.关于要求时间节点，请参照91.433条；此外，91.433(a)(4)规定“
在符合所有记录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安装两套组合式飞行记录
器(飞行数据记录器/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方式，来分别替代独立的
飞行数据记录器和独立的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3.目前民航局正修订CCAR-135，已将建议内容纳入规章修订参
考，组合式飞行记录器的安装要求将按照航空器类型以及座位数量
不同进行分级分类规定。

11

第91.433条 飞行记录器
（c） 经局方批准，运营人可以实施下述运行：
（1） 飞行数据记录器或驾驶舱话音记录器不工作时，调机飞行到可以进行修理
或更换的地点；
（5） 飞行数据记录器或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失效和拆下修理的航空器可以进行不
超过15天的非商用取酬飞行，但在航空器维修记录中记录有失效的日期，并在驾
驶员的视野内放置一块标牌表明飞行数据记录器或驾驶舱话音记录器是不能工作
的。
若MMEL没有额外规定的情况下，针对91部托管航空器（非商用取酬飞行），是
否可以用（c）（5）来编制MEL？

可以，但运行限制需满足规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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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根据CCAR-135部的135.145条，便携式电子设备对航空器的影响，现在CCAR121部都已经放开，135部的135.145条是否也可以放开？另外，在一些航空器上
（比如贝尔407）装的是佳明1000的航电系统，可以显示两个地平仪和两个转弯
侧滑仪，但是只有一个信号源。是否能够满足AC-91-24上要求的机载设备的符合
性？

1. 目前，民航局正修订CCAR-135，已将建议内容纳入规章修订参
考；
2.对于按照91部运行的BELL 407，满足咨询通告《航空器机载设
备等效符合性方法指南》（AC-91-25）7.3相关要求。运营人同时
需按照该咨询通告相关要求上报相关信息和材料。

13

按照CCAR-135实施短途运输的通航，咨询问题如下：1.给飞机加油是否有必要按
1.可将AC-121-57作为参考材料使用，但不具备强制性。
照《AC-121-57飞机地面勤务》6.1（1）加（放）燃油由相应的油料工作人员进
2.不需要。
行？2.给飞机加油的人员是否需要进行相应机型的I类培训？

14

请问183部对商用驾驶员执照考试员的型别等级考试员资格的要求是按照什么标准
执行？
以下为我的理解，请指正：
1.AP-183-FS-2016-001R4中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条件第3.1.5条:“持有现行有效的
适用航空器等级的飞行人员执照，并具备相应的飞行教学资格；”。此条款只是针
对私商航线考试员的资格要求，还是应该理解为型别考试员须有相应型别教员等
级，才可有申请型别等级考试员资格？
2.AP-183-FS-2016-001R4中5.1.6 条——“担任商用驾驶考试员的委任代表在其驾
驶员执照上获得某个型别等级（不带限制）并在该型别等级机型上担任机长50小
商照驾驶员执照考试员申请型别等级考试员资格，需要其持有相应
时后，可申请该型别等级考试员资格；”。如果按此条款理解，则商照考试员不必
型别教员资格。对于AP-183-FS-2016-001R4中5.1.6 条要求的50小
为型别教员，只需在此型别等级累计50小时机长经历后即可申请此型别等级考试
时机长经历要求，适用于本机型。
员资格。
3.如果按我所述第1点理解，型别考试员资格需要型别教员等级的话，则61部
61.203条（d）（ii）中”直升机的型别教员等级申请人应其中在所申请型别的直升
机上担任机长的飞行经历时间至少100小时”，那么已经自动满足且大于了AP-183FS-2016-001R4中5.1.6 条中此型别50小时机长时间的要求。那么单独提出5.1.6
中这50小时的条款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4.综上，请问AP-183-FS-2016-001R4中第3.1.5条的资格要求是否只是针对私商航
线考试员资格要求？而具体到型别考试员资格是否按照5.1.6 条中商照考试员且此
型别50小时机长时间执行，不需要型别教员等级资格？

15

我公司为通航丁类运行单位，正接受91部运行合格审定，遇到如下问题：
按现行法规仪表适航要求，需配备便携式的高精度磁罗盘仪表，热气球只能顺气
流的方向漂流，无法按精确制导的航线飞行，该要求不符合热气球实际运行操作
流程，因此我公司申请热气球不配置磁罗盘，或以常规精度的户外指南针代替。
是否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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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系挂靠。只有私照培训资质的单位，甚至不是培训单位的通航公司，是否可以
实现私商照学员关系的挂靠？

为了便于飞行人员执照管理，通航公司仅需将本公司的飞行员和飞
行学员的执照关系列入执照管理系统中本公司名下。

17

学生驾驶员执照现在是由教员在云执照上进行申请，办证大厅不再受理纸质材
料，但是公司的飞行教员执照关系不在本公司，故而申请的学生驾驶员执照关系
也就不在本公司，有的执照关系可能不在本地区管理局，而且转执照关系会扣
分，对以后的管理和考试申请存在比较大的困难，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近期将在云执照中学生驾驶员执照申请模块上，增加归属管理局选
项，解决所提问题。

18

飞行人员在满足CCAR91维修责任人/CCAR145四大经理资质要求的条件下，能否 对于CCAR-91的维修责任人以及CCAR-145要求的相关管理人员，
兼任CCAR91维修责任人/CCAR145四大经理？
满足规章相应条款需求即可。与是否是飞行人员无关。

19

按照61.203（c）申请仪表教员的资质要求，不需要持有基础教员执照。那么可不
可以。
可以不申请基础教员而直接申请仪表教员呢？

20

咨询通告AC-61-FS-2018-003R6（2018年6月26日生效）中的第3.4.5条：教员等
级实践考试和更新检查，以及不能替代CCAR-61.59条的熟练检查。而CCAR-61- 由于教员等级实践考试和更新检查主要检查和评估教员教学能力和
R4中第61.59条（c）:下列检查或者考试可以代替本条要求的熟练检查：（1）按 水平是否胜任相应的教学工作，与熟练检查的检查内容并不完全相
照本规则实施的执照和等级实践考试；CCAR-61部法规性强，而AC-61-FS-2018- 同，所以其不能替代熟练检查。
003R6日期最新，究竟哪个是对的，按照哪个执行？

21

在局方批准只需要一名驾驶员的航空器，如果在运营中，有机长和副驾驶两人共
同执行任务，飞行时间是否每个人都可以累计？

请参见CCAR-61部第61.51条（c）（3）（ii）款。

22

本人之前已在121公司获得737机型签注并运行两年，后调入135公司飞行737两
年，现在拟转回121公司持有商照继续运行737，是否适用于编号：AC-121-FS2018-36R3的咨询通告，请问是否要重新参加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

您的情况不适用AC-121-FS-2018-36R3，需要参加相应考试。

23

我们注意到意见箱答复第8期第6项，关于适航检查收费问题，答复为：对于《关
于下发通航维修法规要求释义和改进监管方式要求的通知》（民航飞发〔2017〕5
监察员不再执行现场检查只进行文件审查，目的是为了解决通航企
号 ）简化了CCAR-91部、CCAR-135部运行航空器的适航性检查要求，已经在考
业反映的监察员时间安排与公司经营便利之间的困难。收费标准暂
虑制定相关费用变更的文件，对于局方未实施现场检查的情况，对应的收费标准
未进行调整。
将会变更。请问在未变更期间发生的局方未实施现场检查而收费情况，能否在文
件出台后给予费用退回？

24

《关于下发通航维修法规要求释义和改进监管方式要求的通知》
（民航飞发〔2017〕5号 ）简化了CCAR-91部、CCAR-135部运行
航空器的适航性检查要求，民航局已经在考虑调整局方未实施现场
检查情况的收费标准。

目前通航政策放宽，关于航空器年检，已交由公司开展，但还需继续向局方支付
年检费用。请问这种情况能否取消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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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通航意见箱》7期回复对于通航飞行员执照关系转移目前已完成只需提供新单位
劳动合同和文件申请即可办理，但体检合格证变更申请目前仍然需要提供原单位
同意转出证明方可办理，对于通航飞行员来说执照关系和体检合格证主要关系到
年度熟练检查与体检，只放开执照关系流转，未放开体检合格证变更流转，其实
对于通航飞行员流动等于完成一半，为将流转工作进行彻底，恳请考虑对于通航
飞行员体检合格证变更也不需要提供原单位同意证明。

通航飞行员可以以个人名义或由单位（如有）协助申请体检鉴定和
体检合格证。体检档案由体检机构保存。体检合格证过期后，可以
个人名义申请体检鉴定。无需办理“体检合格证变更申请”。目前民
航局正在调整信息系统相关功能。

26

公司在筹建阶段、取得91部运行合格审定之前，航空器的维修是否可以自己实
施？比如为了不油封发动机而进行的定期停放工作、AD/SB的执行、或按日历月
执行的定检等。

无论是否完成合格审定，航空器均可由满足规章要求的人员或单位
对航空器进行维修工作并放行。

27

在飞机交付公司和取得运行/维修资质前之间的这段时间，公司按照厂家提供的检
查大纲和技术手册进行相应维护工作，是否就说明已经保持了其适航性？在取得
运行/维修资质时，再按照最新政策要求，由公司进行投入运行前检查工作，局方
无论是否完成合格审定，航空器均可由满足规章要求的人员或单位
审查后签署运行规范，检查大纲进行备案。因为以前有地区局要求先将检查大纲
对航空器进行维修工作并放行。
备案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维修工作，飞机才保持适航性，目前通航以放为
主，不知直接使用符合43部要求的放行人员按照厂家技术文件进行维修工作是否
合适？

28

民航飞发〔2017〕2号“关于印发CCAR-91部航空器运营人实施维修管理工作外委
的相关要求的通知”中，适用范围为：按照CCAR-91部实施运行的商业非运输运营
人和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 以下简称运营人） 实施的维修管理工作外委。我们
对于托管的飞机（非自有或者租赁的飞机）不适用于民航飞发〔
想咨询的问题是：对于按91部运行的通航公司，是否可以把托管的飞机（按K章
2017〕2号文件，接受托管的运营人应具备维修能力。
运行）的维修管理工作外委给符合资质的145维修单位？即对于91部运行的通航公
司，对于托管的飞机（非自有或者租赁的飞机）是否适用于民航飞发〔2017〕2号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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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运动类航空器的维修经历：第9期意见箱第19条答复66部持照人员在运动类航
空器上的维修的经历不能用于66部执照续签，“吓”的不少已进入运动类维修的PA
人员想赶紧离开运动航空器维修，也“吓”的不少想进入运动航空器的66部维修人
员不敢进入了，否则以后66部执照都保不住了，毕竟66部执照含金量远大于运动
类维修执照，谁都不愿意放弃66部执照而转为运动执照。
在无人机维修经历方面情况也是类似的。运动类航空器和无人机是公认的今后通
航的2个风口方向，而目前这两方面的专业维修人员极少，如何鼓励已有的相对大
量且成熟的66部通航维修人员愿意进入这两个领域且无后顾之忧（维修经历不影
响到66部执照的续签），建议局方能考虑到维修人员的实际情况和顾虑，明确相
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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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务自由人”的维修经历：可以预见今后不依附于某个固定公司的通航“机务
自由人”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员可能今天给A公司的飞机维修，后天给B公司维
修，由于维修经历不是连续的，那么为了满足66部里“每2年内有累计至少6个月的
航空器维修经历”的续签要求，是否要按“天”来记录和计算经历（合计达到180
天）？而一些91或145部公司的机务，由于公司业务较少，也许2年里真正在从事
维修或相关工作的天数加起来还不一定有180天，但维修记录却是完整的2年。

31

关于通航维修人员兼职的疑问：
（1）一个人能同时兼任多家91部公司的“维修责任人”吗？
（2）一个人能同时在91部A公司和145部B公司任维修人员吗？（A公司的维修自 规章并未对此情况进行限制，但应考虑该人员是否与多家用人单位
行负责，并未委托给B公司）
均签订劳动合同且各单位均同意此做法，以避免劳动纠纷。
（3）一个人若在145部B公司任三大经理之一的职务，还能在91部A公司任“维修
责任人”吗？（A公司的维修自行负责，并未委托给B公司）

32

参见91.303规定
(a) 任何人（包括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和航空器代管人）使用的大型
航空器及其航空器部件的维修工作都应当由按照CCAR-145部获得
关于通航的重要改装执行资质：
相应批准的维修单位实施或者按照CCAR-43部第43.11条(e)由航空
91部通航（非145单位）的航空器想执行重要改装（VSTC项目），如果具体工作 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实施。
由厂家（VSTC持有人）人员执行，那么该通航公司是否可以由自己的机务人员放 (b) 除本条(a)款的情况外，其他航空器的维修可以按照下述规则进
行飞机？还是必须要该单位先自己取得145许可证（或委托其它145单位）才能放 行：
行该飞机？
(1) 航空器机体和部件的翻修应当由按照CCAR-145部获得相应批
准的维修单位实施或者按照CCAR-43部第43.11条(e)由航空器或者
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实施；
(2) 其他任何维修应当按照CCAR-43部实施。

1.已经持有66部执照但从事运动类航空器维修的人员，在续签时在
维修经历方面只要满足每2年内有6个月的非运动类维修经历，即可
正常续签执照。
2.目前民航局正在和体育总局研讨运动类和非运动类航空器维修经
历的替代性方法。

1.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我国还不存在“机务自由人”的情况。
2.对于维修经历，目前要求是精确到月份，不需要精确到天，申请
人如实填写即可。
3.维修经历的范围是比较宽泛的，包括生产、计划、航线、定检等
多种（详见AC-660-07民用航空器维修经历记录），即使公司业务
量再少，飞机也需要正常维护才能保证持续适航性，不会影响维修
经历的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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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直升机按照91部运行，直接认可飞机制造厂家、零部件制造
厂家或其授权维修单位颁发的适航批准标签，包括FAA 8130-3表
、EASA表1、履历本（仅针对俄罗斯飞机的零部件）或其他中国民
用航空局认可的等效文件，CCAR-91部运营人无需提交备案材料。
对于其他情况，CCAR-91部航空运营人在完成相关符合性评估并确
贝尔407直升机部分索赔修理件，具有FAA8130表，按照[2017]5号文精神，是否
认符合所有要求后，直接向各地管理局提交填写完整的评估单及相
应该直接认可使用，还是应按照偏离申请要求，向地区管理局报备或报批后方可
关支持材料备案，无需获得局方批准。
装机使用？
如果按照135部运行，CCAR-135部航空运营人在完成相关符合性
评估并确认符合所有要求后，向地区管理局提交填写完整的评估单
及相关支持材料进行申请，局方核实运营人所提交材料、信息的完
整性和适用性并确认符合要求后，地区管理局对运营人提出的申请
予以批复。

34

取消复杂飞机限制实践考试已经完成，并且已经提交局方办理更新执照，云执照
已更新，无复杂飞机限制，但是云执照签注页无考试签注信息。该如何解决？

35

CCAR135.189条（a）中要求“按照本规则实施运行的所有最大审定起飞全重超过
5700千克或者批准旅客座位数超过19座的涡轮发动机飞机，应当安装经批准的机 5700千克以下且座位数不超过19座的涡轮动力飞机，在按照
载防撞系统（ACAS II）。”请问5700千克以下，或者19座（含）以下不安装该系 CCAR135部运行时不需要安装。
统也可用于通航客运，还是有其他要求规定必须安装空中防撞系统？

36

我公司是西部通航集团，公司注册地在银川花博园通航机场。当前我公司从德国
引进一款D4轻型运动飞机，飞机曾在欧洲取得过TC，但是没有CAAC的VTC。公
轻型运动飞机无需AEG评审。
司已购买全部的专利和产权，已经得到西北局审定处的知晓，现申请CAAC TC，
涉及到AEG评审，现咨询局方对于LSA飞机是否有AEG评审？

37

1.经核实，此建议中反映的“每个项目最少需要一周才有人员来审
核”的意见并不属实。民航局今年5月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航空器国
局方适航检查人员以及国籍适航管理系统审核人员严重欠缺，导致公司每次提交
籍登记和适航证件管理系统后，机关人员办理相关申请事项基本可
审核项目，每个项目最少需要一周才有人员来审核，相比较之前的现场提交资
以做到当日完成项目审核，提出和反馈审核意见。有些项目使用了
料，严重浪费了我们通航公司的时间成本，我公司适航审查从5月31日系统提交申
较长时间通过审核，是因为审核时发现了有不符合的情况，返回申
请一直持续到至今还无法顺利安排监察员前往检查，建议局方规范系统审核人员
请人更正信息或补充提交数据。
审核时效，增加选拔运动类航空器的维修委任代表，参与运动类航空器的初始适
2.关于“无法顺利安排监察员前往检查”的问题，确系存在局方人力
航审定工作。
资源不足的情况，民航局已修订适航委任代表管理程序，将继续加
强委任代表制度的应用，逐渐解决局方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执照上已取消相应限制，无需任何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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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下关于新的子型号机型执照签署和放行方面的问题。最近空直公司EC135
P3H机型获得了CAAC的TC。该机型作为EC135最新的子型号，和之前的老型号
共用了一份TC。目前在局方执照签署系统里所有EC135机型及发动机不区分子型
号，统一显示为EC135（Arriel2）或EC135（PW206）之类。我们想了解下，在
P3H机型出现以前获得的CAAC EC135执照机型签署是否能够覆盖到该新机型？
以及局方对于执照签署能否覆盖新的子型号飞机的问题，是否有明确的标准可供
判断？

1.在P3H机型出现以前获得的CAAC EC135执照机型签署可以覆盖
这个机型。
2.EC135（Arriel2）、EC135（PW206）与EC135P3H均为同一
TC下的不同子机型，无需在执照上签注新机型。

39

关于“主管审定监察员”：各监管局维修处对各个通航公司都分配有固定的主管维
修监察员（PMI），监察员对管辖的公司情况熟悉，公司有适航维修方面的工作每
次也可以很方便的、持续的向同一个人汇报、请示和沟通。但审定处只有地区管
理局才有，通航公司对于审定业务相对来说不如对持续适航业务那么熟悉，有审
定方面的工作想和局方沟通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方便，要么找到哪位监察员就问
哪位，要么就找处长。是否可以借鉴类似PMI的做法，给每个公司指定一位审定监
察员作为固定的联络人，便于工作沟通，帮助通航公司熟悉审定相关的业务？

1.当前，包括各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在内的整个适航审定系统人
力资源紧张，无法为辖区内每家通航公司指定一位审定监察员作为
固定联络人。
2.根据民航局三定方案，目前，除天津、山东、江西、黑龙江监管
局外，其他监管局均没有适航审定职责。
3.根据《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程序》（AP-21-AA-2011-03R4)3.6段
规定，颁发航空产品设计批准后，责任管理局或审定中心要指定项
目工程师负责项目的证后管理。建议公司可以据此联系相关管理局
或审定中心，确定该项目工程师和相应开展项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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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R22和R44和R66的左跺和右跺，只是适合身高165cm以上的人群驾驶，而对
于身高在165cm以下的人不适合，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因为要加上靠垫，驾驶
感觉就不好了，因为靠垫会动的，有时候在空中飞行的时候，靠垫跑偏了，左手
要离开总距，去移动靠垫到合适位置，这样存大很大的安全问题，还有加了靠
垫，驾驶的感觉也不好。我建议R22和R44和R66的左跺和右跺效仿恩斯特龙
280FX的左跺和右跺，非常好，不用加靠垫，适合158cm以上的人群，而R22和
R44和R66的左跺和右跺，如果不加靠垫只适合165cm以上的人群，建议适航审定
处的领导尽快督促罗宾逊厂家改进缺陷。

罗宾逊直升机具有相似的操纵系统。以R66型直升机为例，“脚蹬
的使用要求”涉及到民航规章第27.777条“驾驶舱操纵器件”。其中
包括：“......使身高为158厘米至183厘米的驾驶员就座时，每个操
纵器件可无阻挡地作全行程运动......”中国民航认可的审定基础涉及
到该条款，申请人已经依据FAA适航要求对应的人体测量学标准进
行了验证，表明了该条款的符合性，所以无法从条款符合性方面要
求申请人进行设计更改。
民航局正审慎评估相关意见建议，研究解决方案。

41

关于到岸组装要求：
“AP-21-AA-2008-05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中4.1.1要求“（4）恢
复组装工作应满足下述要求：（a）由制造单位派人完成；或 （b）由制造单位授
权的单位或人员完成；或 （c）由经制造单位相同机型及等级培训合格的人员完
成。”其中（c）条应如何理解？接受过厂家或CCAR-147机构的该机型维护培训
的人员是否是符合（c）条的？

按照《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之4.1.1（4）（c）的要求，接受过厂家相同机型及等
级培训合格的人员可以完成相关航空器的恢复组装工作。依据该段
话的原则，如果CCAR-147机构相应机型和等级的培训得到了制造
厂家的授权或认可，经该机构培训合格的人员可以认为符合（c）
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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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总参和民航局就下发了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定，除了那九种情
况外，通用航空飞行任务不需要办理任务申请和审批手续。我公司进行空中游览 根据运行需要，华北地区空管局要求辖区内所有通用航空飞行计划
飞行，已获得空军临时空域批复，向内蒙空管分局申请飞行计划时要求有华北空 均由华北运管中心统一受理，通航运营人在取得军方空域批复后，
管局批复，我想问一下，飞行计划申请不是提前按规定报批吗？还要华北空管局 应向华北运管中心提交飞行计划申请。
的什么批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