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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与中国：明确方向 谋划全局

令我感到幸运的是，在过去17年里，我在波音的工作一直和中国密

切相关。波音与中国携手合作了35年，17年几乎是这个历程一半的时

间。前不久，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让我作为波音民用飞机集团的代表，

再次回到北京工作。 

回到北京，我不由得思索起波音和中国间特殊的联系以及双方的合

作前景。最新的数字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如今，我们在中国的航空公司客户运营着近650架波音飞机，大

约占中国机队的60％。放眼未来，我们预测中国在20年内将需要2880
架新飞机，成为波音在美国本土外最大的市场。我们深信我们贴近市场需求的产品与服务组合

将确保我们满足客户的需要，并保持我们市场领袖的地位。 

·中国成为波音最大的客户之一，与此同时，波音也是中国航空制造业最大的海外客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音从中国购买了价值超过7.3亿美元的航空硬件。所有的波音机型上都有

中国供应商伙伴生产的零部件，包括737、747、767和最新的787梦想飞机。在世界各地飞行

的4200架波音飞机使用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组件。未来，波音和中国间的有效合同价值已超

过16亿美元，更加证明中国在全球航空业中扮演着日益显著的角色。 

而数字还不能说明全部。波音网站上最近发布了波音2006年的年报，标题为“明确方向 

谋划全局”（详情见波音网站www.boeing.com）。这是我们对所有波音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展现

领导力的一项期望。同时我认为也可以用它来诠释波音和中国未来的关系。将中国庞大的市场

和出色的制造能力，与波音90年的民用航空业经验结合起来，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双方共同打造

全球航空业的美好未来。 

我们再来看一些实例：中国不仅是波音787梦想飞机的启动用户，还是该飞机项目的重要

供应商伙伴。今年晚些时候，787即将进行首飞。这款成功的飞机将为乘客带来舒适的飞行体

验，帮助航空公司大大削减成本，并将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之间开通新的点对点航班。上海波音

航空改装维修工程公司的建立使波音扩展了维修、保养及大修业务，而位于厦门太古的747-
400货机改装项目也标志着中国在波音货机改装业务中的领先地位，这些都为波音与中国进一

步发展携手合作的关系开辟了新的空间。 

作为中国航空业的合作伙伴，波音深感荣幸。我们将抓住这一机会，与中国携手“明确方

向，谋划全局”！ 

Boeing and China: Charting the Course 

I have been lucky enough to spend the past 17 years of my Boeing career working with 
China, which represents nearly half of our 35-year history of cooperation. It has been an 
exciting and fulfilling journey that has recently brought me back a second time to live in Beijing 
to represent Boeing Commercial Airplanes.  

My return to Beijing has caused me to reflect o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oeing enjoys 
with China and where we are headed together in the future. A look at the latest numbers tells 
us part of the story:  

Today, nearly 650 Boeing airplanes are operated by our Chinese airline customers - 
about 60% of the fleet. Looking forward, our forecast shows a requirement for 2,880 additional 
airplanes in the next 20 years - the largest market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confident that our market-leading portfolio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positions us well to meet 
the needs of our customers and to continue our market leadership in the future.  

Just as China represents one of Boeing largest customers, Boeing is the single largest 
foreign customer of China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ince the 1980, Boeing has 
purchased over US$730 million worth of aviation hardware from China. Our Chinese supplier-
partners produce parts for all Boeing models: 737, 747, 767, 777 and the new 787 
Dreamliner. Over 4,200 Boeing airplanes operate around the world with parts and assemblies 
built in China. Looking forward, Boeing has active contracts worth over US$1.6 billion 
indicative of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China is playing in the global aviation industry.  

But the numbers only tell part of the story. The title of Boeing recently released 2006 
annual report (available on our website: www.boeing.com) is harting the Course? This is one 
of the leadership attributes that Boeing employees are expected to exhibit in our daily work, 
but I believe this phrase also represents the future of the Boeing-China relationship. We are 
indeed charting the course of aviation together.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large market and 
excell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with Boeing 9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commercial 
aviation business, uniquely positions us to jointly shape the future state of this important 
global industry.  

Some examples of what the future holds include China role as a launch customer and 
important supplier-partner on the Boeing 787 Dreamliner, which will take flight for the first time 
later this year. The highly successful 787 will bring new levels of comfort to the passenger, 
and unprecedented cost savings to the airlines while opening up new point-to-point service 
connecting China to the world. Boeing's expansion into the maintenance, repair and overhaul 
(MRO) business with our Boeing Shanghai Aviation Services joint venture, as well as China 
lead role in freighter conversions as represented by our 747-400 BCF program at TAECO in 
Xiamen, represent important new dimensions to our relationship.  

We are deeply honored to be China aviation partner and we valu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arting the course?together!  



波音与中国供应商共同成长 
BOEING GROWS WITH CHINESE SUPPLIERS 

3月28日上午，在上海飞机制造厂宽敞的波音车间，在一阵阵绚烂的礼炮和热烈掌声中，

来自波音公司、上海飞机制造厂的众位嘉宾共同剪彩，庆祝上飞厂为波音生产的第1000架份波

音新一代737飞机水平安定面实现交付。 数百名参与此项目的上飞员工共同见证了这一双方合

作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上飞厂长王文斌与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副总裁兼项目总经理卡罗琳.科维在一起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副总裁兼飞机项目总经理卡罗琳·科维（Carolyn Corvi）说：“今天完

成的交付凸现了上海航空工业集团作为波音合作伙伴的价值。他们对产品质量及交付的坚定承

诺为737项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波音与上海航空工业集团间的合作关系在波音与中国35年来

的携手合作中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和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参与了波音所有民用飞机项目，包括

737、747、767、777以及新的787梦想飞机。我们的携手合作是互惠互利的，共同促进了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和中国航空业的成功。“

波音帮助中国供应商加入全球航空供应链网络 

自1972年至今，波音已与中国成功携手合作35年；波音与中国各航空公司，航空工业界，

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建立了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波音不仅仅为中国提供世界上最好的飞机，而

且致力于帮助中国发展安全、高效和盈利的航空体系，以紧跟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波音民机集团全球合作伙伴副总裁史蒂文.谢弗在上飞第1000架份737水平安定面交付仪式上致

词

在波音与中国的故事中，波音与中国供应商之间的携手合作是其中精彩的篇章。波音致力

于帮助中国供应商提高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发展核心竞争力；帮助他们获得国际认证，加入

全球航空和供应商网络。波音将最先进的生产体系和管理方式带入中国，运用精益工具，提升

整体制造质量和效率。波音新一代737飞机水平安定面项目是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波音公司的合作项目，合同总数为1500架，1999年6月交付首架。该集团是上海飞机制造厂

的母公司。上飞厂的交付速率从7架份/月至10架份/月、14架份/月、17架份/月再至现在实现最

高月交付速率21架份，显示了中国航空制造企业在波音的全球供应商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6年，上飞在波音全球5200多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获主要结构类的“年度优秀供应商”称

号。 



2006年中航二集团EDP项目

中国在全球民航制造业中具有日益重大的责任，参与了所有波音机型的制造，包括737、
747、767、777和787。中国为737制造水平尾翼、垂直尾翼、部分后机尾段、舱门、翼板和其

它部件。中国生产了所有747飞机后缘翼肋。在787梦想飞机的制造中，中国同样起着重要的作

用，负责制造方向舵、翼身整流罩面板和垂直尾翼前缘。新的747-400波音改装货机项目的第

一家改装中心位于中国，改装项目的很多零部件和组件在中国生产，在中国进行改装、测试和

认证，并从中国交付。 

培训是波音在中国最重要的投资 

波音从中国的采购大大高于业内其它任何公司。事实上波音是中国航空工业最大的海外客

户。而波音在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是对人员的培训，特别是在航空安全、质量管理、企业管理和

高管人员方面的培训及技术支持。迄今波音已为超过3.4万人次中国航空业人士提供专业培训。 

上飞波音车间:精益理念已经深入波音中国供应商日常生产

波音向中国的航空业提供有关航空安全、效率、可靠性和质量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国际运营

经验，确保安全优质的飞机硬件生产。从1993到2006年，波音向中国民航业提供了价值数亿美

元的基建发展和培训、工业培训和技术支持。自1980年与中国签订大型组件合同以来，来自波

音的众多制造、质量、工装、工程和计划方面的专家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他们向为波音生产部

件和组件的中国公司提供现场培训,旨在帮助波音在中国的供应商达到并保持世界级制造水准，

以保证飞机组件安全可靠，质量优良。波音从美国政府处获得了必要的出口准可证，以便与中

国合作并提供支持。 

自2001年以来，波音一直为中国航空业的制造商提供高级管理人员培训，涵盖多种主题，

如金融、公司战略、精益生产、供应商管理、最佳价值交付和战略规划等。波音的高管人员也

作为培训班讲师参加此项目，分享经验，以加强”携手合作“关系。 

作为一项对中国的长期承诺，波音将在2007年继续向中国的制造商合作伙伴提供这一培训

以提升他们的能力。今年将进行两次高级管理人员培训，一次为中国一航，另一次为中航二集

团提供。为中航二集团准备的关于波音生产系统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将于五月中旬在西雅图举

行，内容包括精益制造和价值流的最佳实践。此外，培训过程中还将参观工厂和做练习，以便

使参与者能更好地了解精益原则是怎样在工厂里得以实施，以及人们是怎样携手合作以持续改

进波音的生产。为中国一航准备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将于9月在北京举行。培训的形式将更为开

放和互动，这将为中国一航和波音提供更为深入的讨论以及共同学习的良机。 

生产波音零件的中国工厂

波音与中国制造商伙伴在精益改进方面的合作始于2001年启动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

波音与中国的合作伙伴通过这一项目共享波音的精益历程和经验。2002年，波音协助中国一航

建立了精益办公室，并提供了为期两周的精益制造培训。波音还将精益生产专家派往中国工厂

提供现场培训。此外，波音在各个工厂都举办了精益改进方面的研讨会，为中国的合作伙伴提

供相关培训及评估。在波音的努力下，一些工厂在降低成本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沈飞向波音交付首架787飞机垂直尾翼前缘 
SAC delivers first 787 vertical fin leading edge 

制造787垂直尾翼前缘的深飞以及中航技的代表和波音共同庆祝787垂直尾仪下线

1月12日，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波音公司交付了首架波音787飞机垂直尾翼前

缘。此次交付的垂尾前缘将用在波音787第一架试飞飞机上。这也是波音787第一个生产完成的

零部件。 

波音公司选择了沈飞作为该项目的唯一供应商，这也是波音公司首次将中国航空企业作为

新研机型大部件的全球唯一供应商。同时，沈飞还以风险合作伙伴的形式参与首架飞机的研制

工作。 

787项目中，中国的三家航空企业成为供应商，成飞是波音787方向舵的唯一供应商；哈飞

负责生产上部和下部翼身整流罩面板；沈飞负责生产垂直尾翼前缘。据波音估计，在波音787
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内，方向舵、翼身整流罩、垂直尾翼前缘工作的总价值可达数亿美元。 

沈飞与波音的合作开始于1985年，沈飞是波音757飞机货舱门的唯一供应商，现在为波音

737飞机生产零组件，并且加入到全新的787项目中。 

波音—中国航空工业最大海外客户 
Boeing is the largest foreign customer of China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音从中国购买了远远大于7.3亿美元的航空硬件； 

4200架在世界各地飞行的波音飞机使用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组件，在全世界共约

12000架飞机的波音机队中占35%；（这个数量几乎是空客的两倍，空客全球机队的飞

机总数仅为4400架） 

波音从美国政府处获得了必要的出口许可证，以便与中国合作；供应商合同符合美国和

中国的出口管理规定； 

中国供应商已经证明他们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按时交付优质产品； 

采购历史 

波音生产培训、原材料和部件（70年代中期）； 

MD-80/90机头部分、起落架舱门、水平尾翼（1979年签约，于1999年完成交付）； 

波音737、747的机加部件(1980-1992年)； 

波音737传统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前登机门在西安生产(1982-1999年)； 

35架MD-80飞机在上海组装(1985-1994年) ； 

2架MD-90在上海组装(1992年签约，2000年完工)； 

波音757尾翼部分（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和尾段）在成都生产(1995-2004年)； 

波音757货舱门在沈阳生产(1989-2004年)；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新一代波音737升降舵改装项目(2002-2003年)。 



客户需求决定一切 
—斯科特·卡森专访 

Leadership is defined through customer commitment  
- interview with Scott Carson 

“波音公司是一个让人振奋和充满活力的公司；这是一个在我有生之年已经若干次改变世界的

公司；这是一个至今仍孜孜不倦追求技术创新，改造自身以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的公司；她是

一个创新者，是一个关注客户、激发年轻人热情、创造机会的公司。这个公司是由充满梦想和

希望的人组成的。她制造伟大的产品，并信守对客户的承诺。这是一个让我激情澎湃的企

业。”

2007年4月初，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科特·卡森第二次访问中国，他此

行的目的是拜访中国的航空公司客户。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广

州、厦门和海口。百忙之中，他抽出时间，在上海召开了小型的媒体见面会，畅谈波音与中国

的携手合作以及他对中国研发大飞机项目的看法。波音民机集团大中华区销售高级副总裁罗伯

乐 (Rob Laird)、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以及波音民机集团中国事务副总裁庄博润（John Bruns）
也一同出席了这个见面会。 

问：请问中国在波音的全球化和营销战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卡森：在过去的35年当中，波音一直在发展其供应商制造网络，中国航空业在其中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在上周，上海飞机制造厂交付了第1000架份新一代波音737飞机水平尾

翼。除此以外，中国还参与了787和777机型垂直尾翼、后缘组件和前缘组件的生产制造。随着

中国航空供应商制造水平的提升，中国正在波音的供应网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问：波音和中国的航空工业合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中国的一些企业帮助波音生产零部

件，这种合作会不会在近期有新的发展？ 

卡森：正如你所说的，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至今已35年。实际上，我

们的这种合作关系也在变革。以前，中国只是我们的一个市场。而今天，我们不仅为中国客户

提供飞机产品，同时也提供售后支持。而且我们从中国的制造商那里采购了许多零部件。

迄今为止，全球飞行的4200多架波音飞机上都安装了中国制造的组件和零部件。与此同时，中

国制造商证明了他们能够按时交付高质量、高价值的产品。对于中国的合作伙伴来说，波音的

价值不在于仅仅在于中国采购组件和零部件，而在于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提升中国制造商的技术

能力和生产水平。在这样的理念下，波音可以在现有的工作包基础上扩大在中国的工作规模。

中国现在正在制造的ARJ21，其中包含的一些研发能力，就是与波音合作的成果。可以说是波

音在和中国的长期合作中，帮助中国提升了这些制造和研发能力，使中国政府在此基础上决定

研制大飞机。 

问：去年10月份，波音的第三家合资企业上海波音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奠基成立了，这

家公司最近的进展情况是怎样的呢？ 

卡森：我在上海参加了波音上海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奠基仪式。现在，这家合资公司的

员工大概有60名左右，其中有不到20名的维修人员。目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就一些业务许可的事项进行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正在考虑是否有做航线维修的可能性，并

与有关方面进行相关协议的讨论。 

问：美国政府允许波音向中国出口一些高科技的技术，波音在个方面有没有落实一些具体

的计划？打算向中国引进怎样的高科技技术？运用在怎样的产品上？什么时候实现呢？ 

卡森：我们在中国的工作包（转包项目）全部符合美国政府执行的出口规定，我们会继续

和美国政府一起拓宽贸易渠道。当然，我们面临一些限制，但是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我

们在中国的工作包都是名正言顺，有据可依的。针对787项目我们已经取得了两个美国政府的

许可，其中一个是关于复合材料生产的。 

问：前不久中国宣布了要研制大飞机，波音对此是怎样的看法？波音有没有兴趣和中国一

起研制中国的大飞机？如果有的话，您认为在哪些方面可以合作？ 

卡森：首先，波音对中国政府决定研制大飞机并宣布此消息并不感到惊讶。中国政府宣布

研制这个项目，无论对于波音公司的竞争力，还是对于整个行业的竞争力都有促进和提高。目

前，波音还没有收到来自中国航空业和中国政府关于参与这个项目的邀请，如果有这个机会的

话，我们会对这个项目进行评估，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届时飞机本身的特征、市场特征

以及其它因素对波音而言会更为明朗，我们到时再看波音是否有参与的可能性。 

问：您认为中国制造大飞机项目，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在设计上、总装上，还是

销售上？ 

卡森：这个问题非常有深度。大飞机的研制的确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飞机上有诸多子系

统，设计十分复杂，而且飞机的尺寸越大，研制的难度就越大。在我们看来，飞机的架构与设

计远比飞机的装配难度大。至于销售方面的困难，主要在于飞机设计商和制造商的信誉。信誉

主要基于该飞机制造商的行业经验。总之，制造商已交付产品的质量、产品预期生产进度的可

靠性、现役机型的性能以及飞机制造商对现役机型所提供的支持，都是影响飞机销售的因素。

这些实际上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问：波音是飞机制造行业的领导者，你认为现在的航空公司最看中的是什么？波音未来的

产品发展方向是什么？波音如何保证自己的产品有竞争力呢？ 

卡森：谢谢你把波音描述成行业的领袖，实际上领袖有很多的定义，可以以市场份额为标

准，也可能是以跨国公司对本土市场的技术承诺为标准。以波音为例，我们的标准是对客户的

承诺，对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的承诺，以及在售后为客户提供后续产品和服务的承诺。波音的

后续产品支持系统已经建立和逐渐完善，这是我们对中国和全世界客户的郑重承诺。我们的波

音上海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就是这个承诺的最有效的证明，它能够有效支持波音在中国

的产品，使他们继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问：您如何看待波音与空客间的竞争？空客是波音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么波音在中国



采取怎样的策略以应对来自空客的竞争呢？ 

卡森：空客是一家很好的公司，制造了很好的产品，在过去的30年中，他们的产品数量不

断增长，质量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两家公司在产品战略上有所不同。过去20年中，我们一直

致力于尺寸小但高效能的飞机，从研发777开始，一直到现在的787飞机。而市场的反应证实了

这一战略的正确性，即点对点的飞行方式，让人们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飞行。我们很高兴

的看到，空客也在向类似的方向发展，推出A350这样的机型，模仿我们在市场上大获成功的

777和787的模式。 

35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为中国的航空公司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我们坚信波音的全

系列机型很好地满足了中国客户的需求。同样，波音的全系列货机机型，从777，767到747也
都赢得了中国市场的认可，我们对此也非常自豪。 

现在，中国市场成为了787产品的启动客户市场。中国的很多制造商与波音合作，几乎参

与了波音所有机型的生产，成为我们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坚信今后他们仍将继续起到这么

重要的作用。 

问：中国占波音全球销售的10%。这个比例在未来5到10年会不会改变。 

卡森：根据20年预测的结果，我想这个数字会保持在10%-12%之间。 

问：您从1973年开始就一直在波音工作，你对波音有怎样的一种感情？有人把波音比喻成

一个飞行的大象，你认为呢？ 

卡森：实际上，我在波音的职业生涯分两次。第一次是68年进公司，70年离开，第二次是

73年一直到现在。我的父亲为波音公司工作了34年。我的一个女儿为波音公司工作的时间也超

过了10年。所以刚刚你问我对波音公司的感情，我可以这么描述，波音公司是一个让人振奋和

充满活力的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考察其必要性，而不是挑容易的事情去

做。这是一个在我有生之年已经若干次改变世界的公司；这是一个至今仍孜孜不倦追求技术创

新，改造自身以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的公司；所以我不会把她形容成为一个飞行的大象，她是

一个创新者，是一个关注客户、激发年轻人热情、创造机会的公司，她改变了世界，变得更好

了。这个公司是由充满梦想和希望的人组成的。它制造伟大的产品，并信守对客户的承诺。这

是一个让我激情澎湃的企业。 

747-8最适合中国市场 
Boeing highlights benefits of 747-8 to China  

2007年1月底，波音公司举办了第二次747-8中国媒体见面

会。在媒体见面会上，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负责747项目销售、市

场与现役产品支持的副总裁兰迪·廷塞思（Randy Tinseth）详

细介绍了747在超大型飞机市场的市场定位。廷塞思说：“我们

747项目的战略是服务于相差200座的777-300ER和A380之间的

市场。747-8洲际飞机可搭载467名乘客，是适合这一市场的理想

机型。”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在去年6月发布的当前市场展望（CMO）

中对747-8进行了介绍。根据当前市场展望，未来20年内，中国

将需要近2900架新飞机，价值2800亿美元。波音预计747和更大

型机在这些交付飞机中将占90架。 

波音于2005年11月启动了747-8项目，包括洲际客机和货机，启动用户卢森堡Cargolux货
运航空公司订购了10架747-8货机，全日空货运航空公司订购了另外8架747-8货机。自项目启

动以来，波音已经锁定了78架747-8的确认订单，包括54架747-8货机和24架747-8洲际飞机。 

廷塞思还说：“汉莎航空是第一家订购747-8洲际飞机的航空公司。波音会继续就467座的

洲际飞机与客运航空公司客户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

波音747-8项目将如期达到研发里程碑。波音已于2006年10月按计划完成了747-8货机的确

定构型。交付给卢森堡Cargolux货航的首架747-8货机预计将于2008年下线并进行首飞，于

2009年认证和投入运营。 

“我们将在2007年按计划完成747-8洲际飞机的确定构型。”廷塞思说，“它将于2010年
投入运营。”

747-8的客机和货机都能使运营商的赢利能力最大化。747-8洲际飞机的座英里成本比747-
400低9%，航段成本低2%。与A380相比，747-8洲际飞机每座重量更低12%，每客油耗低

11%。因此和A380相比，航段成本降低22%，座英里成本降低4%以上。 

波音747-8是唯一能融入机场目前的基础设施的大型机，使航空公司能灵活地飞往更多的目

的地。747-8可以在全球210个能起降目前747系列飞机的机场运营，使用相同的飞行员机型执

照和服务，大多数地面支持设备也相同。747-8洲际飞机的航程可达14815公里（8000海里），

几乎能连接世界上所有的城市。 

中国是747飞机的重要市场，已有五家中国航空公司订购了34架波音747的各型飞机，其中

包括6架747-400飞机。 

兰迪.廷塞思



波音747-8洲际飞机推出新内饰  
Boeing introduces new interior for 747-8 Intercontinental 

2007年1月, 波音公司向公众展示了实物尺寸的新型747-8洲际飞机的客舱内饰。展示分为

两层，呈现了747-8飞机独具特色的内部结构。747-8采用了许多787梦想飞机的内饰功能，如

新的弧形拱顶结构，既可以使乘客感觉更加宽敞舒适，又增加了个人物品的放置空间。配合内

饰结构的变化，747-8还采用了新的照明技术，为乘客创造出明亮通透的视觉效果，同时还可以

通过柔和的亮度调节系统来制造更宁静怡人的环境。该展示位于华盛顿州伦顿的波音客户体验

中心，占地1,750平方英尺（533平方米），重点突出了747-8飞机的二号舱门入口、楼梯和上

舱部分，以及入口通道前方的公务舱和入口通道后方的经济舱。 

头顶行李舱的双向锁可推拉两便,并且其大小足够乘客存放行李,使离机和登机更轻松

787-8二号舱门入口有个造型别致的弧行楼梯,一直延伸到上舱.新的入口十分吸引人,另人过目不

忘,同时可以在旅客上下飞机的时候疏导客流

787-8洲际飞机拥有比目前飞机更大的

舷窗

线条流畅的天花板和弧线旨在营造一个

恬静和私密的空间

波音与UPS签订767货机订单 
Boeing and UPS finalize major 767 freighter order 

波音公司于2月15日确认全球最大的包裹速递公司UPS订购了27架波音767-300货机。这些

飞机全部交付后将使UPS的767货机机队规模扩大将近一倍。这笔新订单还使767订单总量增至

1005架，其中包括货机77架。这27架新飞机将于2009年初开始交付，直至2012年交付完毕。

这是UPS的第三笔767货机订单,第一笔签订于1993年，UPS作为该机型的启动用户订购了30架
飞机;第二笔签订于2000年末，订购了2架。UPS同时还是MD-11货机的重要运营商，并拥有一

支囊括了727-100、 747-100/-200、757-200 和 DC-8-71/-73多种货机的波音机队。 



波音向中国联合航空公司交付新一代737 
Boeing delivers 737NG to China United Airlines 

波音公司于2007年1月24日向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交付了一架新一代737-800飞机，这是

中国联合航空首次接收新的波音737飞机。这架新飞机由国际租赁金融公司（ILFC）租赁给中

国联合航空公司，是中国联合航空公司机队中第三架新一代737飞机。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目前

运营着两架从上海航空公司租赁的波音737-700飞机。 

中国联合航空公司总部位于北京，由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

司（CASGC）合资组建，运营中国国内的航线网络。 

解密飞行世界 
—“飞机101”首次以中文授课 

Airplanes 101 offered in Chinese 

波音中国支援部专家兼“飞机101”项目认证讲师姜国权在“飞机101”课堂上授课。

三月的北京，尚是春寒料峭，而在波音“飞机101”的课堂里，学习的热情却让人感到暖

意融融。2007年3月15日，首次以中文授课的“飞机101”培训在波音北京办公室举行。来自中

国民航业各单位的32位工作在宣传、市场、国际合作岗位的航空界朋友参加了这次培训。波音

公司中国支援部的资深专家姜国权、丁林峰、唐睿，在全球第一次用非英语的语言讲授这门课

程，将听众带入奇妙的飞行世界。 

“飞机101”是波音公司面向新闻媒体、行业/管理机构以及航空公司公关人员开设的飞机

基本知识入门课程，内容包括飞行原理、飞机设计、飞机结构、航空安全、飞机生产和交付等

飞机基本知识，自1997年在西雅图开办首次课程以来，已经有数百名新闻记者参加，涵盖了路

透社、华盛顿邮报等全球最知名的新闻机构，受到普遍好评。 

为了在中国推广“飞机101”课程，使授课取得更好的效果，波音中国传播事务部和中国

支援部共同努力，开展了“飞机101”中国本土化的工作。尽管姜国权、丁林峰和唐睿都是经

常给飞行员和维修专家讲课的资深工程师，为了这个项目他们还是进行了认真准备，经过试

讲，得到“飞机101”项目小组的认证，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首个能够以非英语的本土语言进

行培训的国家。 

中文授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听众给予高度评价。来自中航二集团的陈路博说：“老师的

授课深入浅出，而直接用中文教学有效的利用了时间，我们学到了很多有用的飞机知识。”来

自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的李海说：“非常感谢波音提供了这么好的培训，希望今后能有

更多这样的学习机会。”课程结束后，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负责中国事务的副总裁庄博润（John 
Bruns）和波音国际传播事务亚太区总监胡柏文（Mark Hooper）向学员们颁发了成就证书。 

未来，波音公司将在中国举办多次“飞机101”培训，今年还计划在上海和广州举办。自

从1972年进入中国以来，波音公司一直致力于培训中国航空专业人员，自1993年以来，波音为

超过3.4万名中国航空从业人员提供了高级专业培训。今后，波音公司还将继续并扩大向政府部

门、航空公司和业内人士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同时，波音也将继续贯彻“制造安全、

高效、舒适的飞机”的波音哲学，将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飞机，制造出高效率、环境适应性强

并且舒适的飞机。 



平稳接地 
Touch Down  

达里尔·史蒂芬森（Daryl Stephenson） 

Commercial Airplanes and Phantom Works engineers are developing a technology for 
smooth and tailored airplane landings at congested airports that promises considerable cost 
savings for the airlines.  

在繁忙的终端空域很难高效地操控进场飞机，这一点并非只有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才

能理解。 

随着空中交通的增加，管制员必须经常指挥飞机飞离机场，进入等待航线，直到他们能够

着陆。结果，这些飞机需要消耗更多燃油，航班晚点，噪声增加。 

在上述情境中，飞机是在没有事先进行进场轨迹计划的条件下进场。随着飞行员与管制员

之间来回进行语音通信，以修正航线和确保正确的进近，他们的进近航线近似于矢量下降图。

此时，机组人员无法利用机载的用于自动平稳进近的飞机内置技术。 

波音鬼怪工程部和民用飞机集团的工程师，与政府机构、航空公司、导航服务提供商及其

他宇航公司一起合作，提出名为“定制进场”的这种新型空中交通管理理念。 

787机组运行高级工程师，布莱德·科内尔（Brad Cornell），正在西雅图的787快速驾驶舱模

拟机中。他身后从左到右是飞机驾驶舱部门的格雷厄姆·怀特郝思（Graham Whitehouse）
与航空电子部的戈登·桑德尔（Gordon Sandell）。他们正在模拟定制进场，帮助验证设计要

求。 

定制进场理念融合了地面的空中交通管制设施中的新型自动化技术与机载数据链技术，以

便有效地提前制订进近计划，为飞机着陆接地提供更高效的航线。在最近的定制进场试验中，

专家间采用了具备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开发的美国联邦航空局海洋21自动

化系统，并装配了FANS-1/A空-地综合数据链系统的波音飞机。装配了FANS-1/A的空客飞机同

样能适用定制进场理念。 

当距离目的地大约140英里时，飞机开始准备下降。此时，FANS-1/A数据链路在空中交通

管制设施与进近飞机的驾驶舱之间建立了四维飞行剖面图（三维空间与时间）。 

飞行机组使用自动加载功能将剖面图传输至飞机的飞行管理计算机(FMS)，供机组人员评

审。一旦飞行机组接受该剖面图，并确认按照剖面图中的航迹飞行，FMS将非常精确地按

照给定的轨迹飞行，直到着陆接地。与矢量下降进近不同的是，该剖面图给出了高效、可预测

的连续下降轨迹，在飞机从巡航高度下降至几乎接地的过程中，飞机发动机可在几乎怠速的条

件下运行。 

由于数据链系统向地面的空中交通管制设施传输诸如飞机位置、意图和天气之类的信息，

飞机机组与管制员之间几乎不需要进行语音通信。采用这种进近方式，不仅能减少燃油消耗、

排放和降低噪声，而且能减轻飞行员和管制员的工作负荷。 

“定制进场项目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从飞机的现有能力与地面系统的新兴能力中挖掘更多价

值，”鬼怪工程部高级空中交通管制空-地通信主管工程师罗布·米德（Rob Mead）说。“利

用能运行定制进场程序的、与地面工具相连的数据链路，我们会尽力让飞机充分利用内置的自

动化技术，按照设计的航迹飞行。我们认为，这样能提高飞行运作的效率，而航空公司与机场

都不必投入大量的改造资金。”

最近在澳大利亚、荷兰以及旧金山国际机场进行的定制进场试验表明，定制进场理念能让

飞机在进近着陆过程中节省大量燃油。每次飞行可节省燃油400-800磅或60-120加仑。 

凯文·埃尔默（Kevin Elmer），工程师，加州亨廷顿海滩定制进场团队成员。

“在全面实施定制进场程序之后，对于每架飞往主要机场的飞机，航空公司每年可节省燃

油费100,000美元，”米德说。“定制进场的真正优势是在拥塞空域的运作，这取决于每一空域

的特点。”

定制进场试验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实践证明它能增加空域容量，并维护航空公司航班时刻

表的准确度。该试验在全世界的三大地区进行，以确保“我们具备全球性解决方案，能满足区

域性需求，”米德说。第一套试验于2004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机场进行。 

最近的一套试验于2006年中期在旧金山进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由777-200飞机执飞的17
个航班参与了试验。波音与位于加州墨菲特菲尔德（Moffett Field）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艾姆

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共同进行了这些试验。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负责787飞行机组运作的高级工程师布莱德·科内尔，领导了2004年在

澳大利亚进行的试验。他认为，不同的试验中采用了不同的环境、技术与合作伙伴，这让定制

进场理念更接近现实。“我们正在增加复杂性，提高稳健性，并且寻求更多能够理解和提升该

技术的合作伙伴。”他说：“我们正全力加速根本性变革，为民用航空的未来增长打开市场。



只要你愿意协助我们完成这项使命，我们都表示欢迎。”

米德说，波音下一步将在拥塞的环境中演示定制进场方法的工作方式，它是波音与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后续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在更拥塞的区域进行试验，最好是在内陆地

区，以便我们能够更多地使用美国国内的数据链路，并对地面自动化技术进行升级，以应对拥

塞条件下的运作，”他说。 

“就技术本身而言，目前定制进场技术已经可用，”米德说。“航空公司将很快就能节省

大量的成本。”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波音子公司帮助波音快速拓展售后支持 

Thanks for your services How subsidiaries help expand Boeing reach in aftermarket support  

汤姆·布拉本特（Tom Brabant）
詹尼弗·弗里格（Jennifer Pfleeger） 

翱腾航训公司的训练中心提供驾驶仓模拟机,如图所示:翱腾是波音的主要子公司之一,帮助波音

拓展售后服务与产品范围.

通过与子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波音公司正日益拓展在世界范围内的售后支持。去年，波

音及其主要子公司继续增加产品与服务系列，帮助客户更有效地运营。 

波音旗下的两大主要子公司 —位于丹佛市的杰普逊公司（Jeppesen）与位于西雅图的翱

腾航训公司（Alteon Training）与母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由来已久。在此基础上，波音还于去

年九月收购了达拉斯的Aviall航空服务公司。Aviall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型航空零部件与服务供应

商之一。 

波音与子公司的合作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些子公司拥有行业内最博学、最富有经验

的人才，他们在并购后成为波音团队的新生力量。此外，子公司将他们忠诚的客户引入波音，

扩展了波音的客户群。被收购的公司同样是受益者。他们不仅能利用波音公司庞大的人才优

势，而且能获得更多资源。波音及其子公司在市场上都拥有很高的品牌认可度，这为双方的合

作锦上添花。 

这些子公司隶属于波音旗下的民用航空服务部（CAS）。为了扩展产品和服务范围，CAS
不断寻找增长点与赢利商机。 

“对客户细致入微的了解、全球化的运营与充满活力的团队，让我们为客户带来更高的可

靠性与盈利性，”波音副总裁兼民用航空服务部总经理卢·曼西尼（Lou Mancini）这样说道。 

波音子公司简介 



下面分别介绍波音公司民用航空服务部旗下的三大子公司。 

杰普逊公司（Jeppesen） 

通过一系列业务拓展和收购，杰普逊获得了行业领先的航空调度与优化能力，并长驱直入

航海市场……

杰普逊公司扎根于航空业，目前正在拓展业务，进军航空业外其它交通运输市场。今年意

大利C-Map导航公司的成功收购，使杰普逊长驱直入航海市场，成为头号数字导航数据解决方

案提供商。杰普逊公司的航海部门可在更为宽广的领域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航空业界

的标准服务，如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客户支持，但这一客户支持尚未应用于航海市场。 

2006年，杰普逊公司收购卡门系统公司，获得该公司行业领先的航空调度与优化能力。杰

普逊公司着眼于削减客户运营成本，提高客户运营效率，不断加大对技术和工具的投资力度，

收购卡门系统公司便是一个实例。杰普逊为航空公司提供各种运营服务，如航班计划、调度与

资源优化、完整的导航服务、单证物流管理。应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是杰普逊公司的发展战

略，Carmen公司的铁路和物流规划业务为实践这一战略提供了新的机遇。 

翱腾航训公司（Alteon Training） 

翱腾航训公司拥有遍布全球的航空训练中心网络,并针对波音787梦想飞机客户，推出了一

种颇具创意的获取训练资源的全新模式。 

翱腾航训公司拥有遍布全球的航空训练中心网络，有着与世界各地航空公司合作的悠久历

史，长期为航空公司提供有效的战略性解决方案。公司致力于通过执行严格的标准、提供最优

质的训练服务，来提高航空安全性。翱腾在世界范围内拥有20多家训练中心，其中包括1月份

开始营业的新加坡训练中心。这些训练中心共有80余架全动模拟机。 

翱腾公司放眼未来，着手解决未来航空市场的飞行员供求问题。公司与主要的行业伙伴开

展合作，率先针对国际民航组织的多人机组副驾驶飞行执照提供试验性训练项目。多人机组副

驾驶飞行执照训练项目是航空公司飞行员训练和获取执照的另一方式。这种能力本位训练项目

增加了模拟训练与以机组为导向的训练比率，能更高效地训练飞行员。 

翱腾航训公司为满足航空公司需求，针对波音787梦想飞机客户，推出了一种颇具创意的

获取训练资源的全新模式。购买波音787梦想飞机的客户将获得积分，并依据积分获得翱腾的

训练服务，用以取代标准训练包。这样，航空公司就能够根据本公司的训练需求来定制训练

包。 

Aviall公司 

良好的财务状况反映了Aviall公司在库存管理和高端航空零部件交易事务领域的专业领先地

位 

对Aviall公司的收购使波音的领先地位扩展至综合材料管理领域。通过此次交易，波音成功

进军市场价值达250亿美元的新型航空零部件及服务行业，获得了加速发展的机遇。 

Aviall公司为航空航天、国防工业和航海业提供售后供应链管理服务；为航空业提供新型航

空零部件及供应链管理服务，同时还经营电子市场，从事航空、国防和航海业的零部件、器材

和服务买卖交易。 

2006年，Aviall公司的年收入与利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良好的财务状况反映了公司在库存

管理和高端航空零部件交易事务领域的专业领先地位。 

节能，就在举手之间 
—波音埃弗雷特工厂通过ISO14001认证  

The power is in your hands Boeing Everett earns ISO14001 certification 

斯考特·莱芙伯（Scott Lefeber） 

想想去年你家里用了多少度电，然后用你家所用的电量乘以10,500,结果大约为3,100万
度—这正是位于华盛顿州的波音埃弗雷特工厂在过去六年中所节省的电量。 

诸如此类的节能行动，使波音的埃弗雷特工厂在去年11月获得了举世闻名的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波音埃弗雷特工厂环境事务经理弗兰克·米格欧罗（Frank Migaiolo）说。国际标准化组

织14001认证分部确认，波音埃弗雷特工厂具备有效的环境管理体系，可监控并持续改进公司

的环保绩效。波音埃弗雷特工厂是波音747、767、777和787项目、全球合作伙伴部、内饰中

心和电气系统中心所在地。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波音埃弗雷特工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被载入纪录。该工厂的部分

厂区已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尽管降低能耗只是防止环境污染的一方面，但它在ISO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中却起着重要

的作用，”米格欧罗说。“我们致力于缩减我们的环境足迹，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
便是针对该管理体系的认证。”

所有的波音工厂都采用了稳健的环境管理体系，而埃弗雷特工厂却更进一步：通过了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尽管此项认证并非强制性的行业标准。这一认证让公众和波音的

客户都确信：埃弗雷特工厂在为保护环境尽责尽力。“这一成就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成为优

秀的环境管理者，”卢斯·伯格（Ross Bogue）说。他是波音747/767/777项目副总裁兼埃弗

雷特工厂总经理。 

埃弗雷特工厂位于西雅图以北30英里处。它是波音公司最大的工厂，占地1,000余英亩，员

工超过24,000人。埃弗雷特工厂安全、卫生和环境部提供的2005年的资料表明，该工厂每年回

收超过56吨铝、460吨钢材和800吨木材。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的团队在降低我们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埃弗雷

特工厂厂区服务主任芭芭拉·考斯格拉夫（Barbara Cosgrove）说。 

2005年，波音埃弗雷特工厂的领导决定获得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



管理体系标准于1996年公布，旨在帮助企业建立、实施和维持有效的环境管理体系。 

在实施ISO标准仅仅两年之后，埃弗雷特工厂的领导便做好了接受第三方认证审核的准

备。为了准备认证，工厂要求每名员工都了解工厂的环境政策以及环境政策与他们的工作和他

们参与的各项活动之间的关系。 

“工厂的每一名员工都真切地直接面对这项挑战，”埃弗雷特工厂环境工程师斯蒂夫·卡

特（Steve Carter）说。“在ISO认证过程的审核面谈中，工厂员工有机会与他人分享自己工作

中的环保活动。”

节能工程实例： 

制订时间表，在低运转时段关闭或减少工厂不同区域的照明； 

在高棚灯使用区域，减弱灯光强度； 

为777飞机的Gemcor自动铆接机安装新型压缩机。在更换了6台压缩机之后，每年可节

约用电约400,000度； 

安装更省电的液晶显示器，取代旧式电脑显示器； 

建立回收站，对整个工厂的铝罐和塑料罐进行回收利用。 

“我们非常关心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对天空的影响、对地面的影响以及

对工厂内部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决定获得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伯格说道。“我

们会继续致力于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

载着梦想起飞 
—波音资助“社会创新基金”项目 
Boeing sponsors the ocial Innovation Fund program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量的农民工走出农村涌入城市。据统计，目前在城市的农民工

总数已经达到2亿人。同时，流动农民工群体出现了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暂时居住城市，而是

倾向于长期居住，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他们如何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完成从农民到城市主

体角色的转换，这已经不仅仅是单个社区或地区的问题，而成为关系到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社会问题。 

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和获得创业贷款的农民工朋友交谈。

2007年4月18日，由亚洲基金会发起、北京富平学校执行、波音公司赞助的“社会创新基

金”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社会创新基金”项目旨在通过小额创业借款的方式支持农民工创

业，并通过社会支持网络为他们提供创业所需的技能和相关信息，从而帮助他们实现职业发

展。波音公司向项目资助了首批人民币58万元。 

在启动仪式上，3位农民工共得到贷款12万元，他们的创业方案分别是：网上卡通服饰制

作销售、电脑配件销售、小型服饰加工坊。今年33岁的张瑞是其中的一位。张瑞来自内蒙古临

河市前旗明安乡，98年来到北京打工，经过经验和资金的积累，于2001年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他曾在中关村硅谷电脑城自己做柜台销售，也在中关村私人小公司做过电子产品销售和技术维

修等，而今张瑞和朋友一起，在中关村科贸大厦租下一间小办公室，主营电子批发、组装和维

修。随着创业的逐步深入，他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扩大创业规模，因此向社会创新基金项目提出

申请。现在，张瑞不仅通过申请得到5万元人民币借款，而且还将获得创业培训和社区支持。 

波音公司副总裁兼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王建民先生出席了启动仪式并向三位农民工

朋友发放了贷款。他表示：“波音公司具有在全世界支持慈善事业的悠久历史。回报为波音做

出巨大贡献的人们以及他们所在的社区，是波音的传统。优秀的企业公民理念始终是波音公司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公司使命中的一项重要价值观。通过捐赠现金、实物和盈余，并奉献

波音员工的专业知识，波音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作为优秀企业公民的承诺。35年来，波音和中

国一直是合作伙伴，是朋友。波音与中国建立了互利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波音为与中国人民



的友谊而自豪，并感谢中国人民对波音的信任和支持。”

亚洲基金会驻华代表周思哲（Jonathan Stromseth）先生表示：“由于波音公司的支持和

与富平学校的合作，亚洲基金会能够把过去七年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开展的外来女工服务项目

扩展到北京，并通过设立社会创新基金为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提供机会，推动他们实现自己的

目标。”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名农民工向社会创新基金项目小组申请了小额创业贷款，其中3名
农民工成功申请到了贷款。除了贷款外，项目还会通过培训或集中授课的方式支持他们接受所

需的技能培训，同时，还会邀请专家及志愿者，每月一次走访创业点，为他们提供持续的辅导

及咨询服务。 

梦想是一切成功的动力。在中国，随着经济发展，人们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努力奋斗。让

人们自由选择生存方法，通过自主创业满足需求，实现梦想，这是最实际的策略之一。波音公

司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帮助农民工朋友展开双翼，载着梦想起飞。 

第500架 
The 500 

过去几个月我们多次说过，787梦想飞机是民用航空

史上启动最成功的飞机。今天我们到达了一个里程碑，

使这种说法更加名副其实。 

来自日本航空公司的新订单使787项目订单总量突破

500架，此前从未有任何一个新飞机项目在同一阶段取得

过这样的成绩。 

虽然梦想飞机尚未首飞，而且距离首批交付还有一

年多的时间，然而总订单量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超过500
架—这款突破性的产品得到来自众多客户的大量订单，

787的受欢迎程度不言而喻。 

虽然梦想飞机尚未首飞，而且距离首批交付还有1年
多的时间，然而总定单量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超过

500架—这款突破性的产品得到来自众多客户的大量定单。787的受欢迎程度不言而喻。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科特·卡森（Scott Carson）今天说，787取得的成

功是前所未有的。还有三个月我们就将看到第一架梦想飞机完成组装。 

你可能已从新闻中得知我们将于7月8日在美国埃弗雷特举行首架787的下线仪式，按照美

国人书写日期的习惯就是在7/8/07这一天。 那将是个壮观的场面，我们计划让全世界的人们都

有机会参与其中。随着日期一天天临近，我们将宣布更多活动细节。 

图为梦想飞机与其他已启动的飞机项目在各个阶段定单对比

日航今天增购的5架787-8，使这家公司的787订单总量达到了35架。最近几天，另外几个

未公布身份的客户也确认订购了梦想飞机。因此，截至今天，我们共得到了来自43家客户的

514架飞机的确认订单。 

我们研发787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而全球的航空公司选择787飞机，无论是对环境、机

队、公司成本和人们对飞行的需求而言，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作者：兰迪·贝斯勒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副总裁—市场营销 

2007年3月7日



属于767的一年 
Year of the 767 

对于一个不久前已被许多观察家遗忘的飞机项目而言，过去的一年是急速变化的一年。 

我记得大约两年前，我告诉一些记者我们在决定是否要终止767生产线之前留出了6个月的

考虑时间。 

那么，来看看事情是否有新的进展。现在是2007年3月，今年我们的767已经拿到了36架飞

机的订单—几乎是去年全年订单的四倍。而去年的订单情况本身就不错。 

不过，还是有人问我们对767的生产线有何打算。很明显，787梦想飞机最终将归属于767
这一座级，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替换767。但这批新的订单表明767项目还会生存一段时间。事

实上，埃弗雷特工厂的员工开始称它为“了不起的767”。 

波音767将会有“超级棒”的一年。为全日空制造的一架新的767正在埃弗雷特进行总装。

2006年767客机赢得了10架飞机的订单。2007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UPS的27架767-
300ER货机的一笔大订单。如果你想一想这笔订单相当于2006全年我们所有新生产货机订单的

三分之一，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大数目，而2006年是我们的货机订单创纪录的一年。 

那些新货机将成为UPS提高其全球速递网络效率和速度的关键。此外，他们的机队本来就

包括767-300ER，所以具备运营这种机型的丰富经验。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该公司已然

具备基础设施，如维修和支持系统及飞行员的培训。 

因此，埃弗雷特的767生产线将会很忙碌——截至2月底，767尚有62架未交付的订单。 

波音767将会有"超级棒"的一年

人们可能不记得767是继747之后最受欢迎的宽体飞机,迄今我们以售出超过1000架767(是
竞争机型A300-200的三倍以上)

你知道，767是点到点方式最初的代表机型。它的尺寸在开辟新的不经停远程航线时仍然

备受亲睐。全球有131家运营商运营着767，占全球双通道机队的21%。767在跨大西洋航线上

是执飞航班最多的机型，在世界各国政府给予航空市场更多自由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受业界的欢

迎。 

波音767虽然不具备787梦想飞机的航程和效率，但它的重量与竞争机型相比要轻30吨。

767仍是具备诸多功能的、极为可靠的飞机—共有三种客机型号和一种货机型号。航空公司可

利用767卓越的航程能力和针对所有不同市场的经济性执飞中短程及远程航班。这是一款能满

足欧洲和美国的噪声及环保标准的先进机型。 

当然我还未提到作为军用加油机的767前程远大。意大利和日本已订购了767加油机。而且

我们也知道它是非常适合美国空军规划的机型，不过这一点我们留着以后再谈。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正在和更多的航空公司商讨订购767的意向书。我认为对767而言已经

不错的一年将会锦上添花。



成长点滴 
Grow at Boeing 

莫赤

波音民用航空服务部中国区销售 

记得是在1986年的秋天，我第一次看见停放在机坪上的波音飞机。那是一架波音707，巨

大的白色机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的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震撼。2003年，我真的有幸与波音

结缘，加入波音公司技术服务部，成为一名波音现场服务代表。来到波音，我最大的一个体会

就是公司非常重视对员工的培训，波音对产品的和服务的追求没有止境，每一个波音员工追随

着它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学习，提高。 

加入波音没多久，我就被派往西雅图进行入职学习。培训班里的同学来自巴西、印度和美

国，学习气氛十分活跃和宽松， 但学习任务不轻松。一开始，教员就告诉我们：“在这里的时

间是你们的公司为你们购买的，要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掌握知识，带着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来听

课，有问题要随时提，不要放过任何问题。”起初，我显然不习惯随时提问。我多年的习惯是

记下自己的问题，下课后去找老师答疑或者自己去找答案。后来发现，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大量

新知识的时候，这种方法根本不适用。因为前面不理解的概念或部件功能不及时澄清，很快会

影响你对后续内容的理解。另外，如果下课后你和老师无法休息，就可能会影响到后面课上的

效率。学会随时提问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 

开始的时候，我担心耽误大家的时间，担心自己的问题没有共性。教员好像明白我的心

思，经常在课堂上用：“有问题吗？嗨，好久没听到你的问题了！”等语言来鼓励我提问。我

开始试着及时将自己不清楚的地方提出来，这样一来，学习效率大大提高，自己也感觉到轻松

多了。要不然，每天下课以后再复习几百页的资料会非常辛苦。因此，当你学会了一种有效的

方法去学习时，其受益不仅仅在于培训课上了。 

要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波音工程师，除了接受基础培训，还要进行在岗培训。于是我很快

又被公司送到位于旧金山的波音驻美联航办公室，去接受近3个月的在岗培训。这种培训类似于

国内航空公司的岗位实习，但实习的强化程度比国内高许多。 

到波音办公室报到的第一天，我的“师傅”给我介绍了美联航的基本情况，带我拜访了相

关的几个部门；问我熟悉飞机的哪些部分，不熟悉哪些部分，自己想加强哪些部分等等。刚从

紧张的培训课上下来，感觉办公室上班真是轻松有序，再加上加州灿烂的阳光，我心想这一下

可以放松了，可以稍稍缓解前三个月紧张的学习生活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后来的三个

月里我一口气都能没歇下来过。 

第二天，“师傅”让我去参加美联航每天的生产例会。当时，美联航有600多架飞机，维

护站点遍布全世界，仅仅将重要事件和处理意见通报一遍就需要一个小时。在会议中间，我们

可以了解到航空公司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所需要的支持。会后，我们会进行内部讨

论，然后与总部联系，设法帮助航空公司解决这些困难，尽快使飞机投入正常营运。这个会议

的是波音驻美联航办公室每天工作中的开门大事。 

第三天，“师傅”告诉我：“明天开始，你代表波音参加生产例会， 并且主持会后的波音

内部讨论。”我急忙表示自己能力有限，怕影响到正常工作。“师傅”告诉我：“正是因为目

前你的能力有限，才派你来这里培训。开始多少要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是，我们可采取

其他方法补救。这是为了你回到中国以后，可以有效地支持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会影响到那里

的正常工作。在这里，就是让你充分暴露自己的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出洋相就出在美国，不要

出在你中国的客户面前， 你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职业形象出现在客户面前，因为你那时代表着

波音！”

从那一天起，我知道了我该做什么。尽管没有时间享受加州的阳光，没有享受圣诞节和春

节的假期，但是，通过努力我得到了同事们的肯定和美联航工程师的认可。返回国内的工作岗

位后，我深深感到这次培训对我有很大帮助。每当我的工作受到客户认可，我都会想起在加州

这段紧张而充实的日子。 

现在，我调到波音民用航空服务部，这个部门的工作是与航空公司共同保障飞机安全、高

效地运营，我的职责是负责在中国国内销售波音飞机整机寿命中几乎所有的服务项目。只要与

飞机安全和运营有关，都可以获得我们的服务支持。大家熟悉的业务包括：航材的供应保障，

技术改装的支持，所有文件资料的修订及改版，所有相关技术人员的培训，飞机的抢修，现场

技术支援等。 

我在波音的这三年，是学习与成长的三年。说不清是不是波音永为世界第一的精神，是不

是波音对员工的培养与尊重，总之，在这个集体中，有一种强烈的动力鼓励我不断学习、提

高。我喜欢接受挑战，我更为这个充满活力的集体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