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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扩大在华投资

波音预测中国市场增速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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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四川特大地震后中国人民和政府在救

灾中所展现的巨大凝聚力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救援，举世瞩目的

2008北京奥运会及其引发的“中国热”，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以及各

国政府的协作救市，都无可置疑地表明了一个现实：在这个日益狭小

的地球村里，在这个距离日渐缩短的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

们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息息相关。这是全球化的结

果，也是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它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寻求更加紧密的

合作。

波音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拉近人们的距离，促进全球化的进程，

自然也将促进国际合作视为自己的使命。在中国，36年来，波音矢志

不渝地与各方伙伴携手进步：作为公认的美国工业界促进中美双边贸

易的领头人，波音与中国航空业的合作不断深化和扩大；作为中国航

空制造业最大的海外客户，波音还推动了其供应商网络与中国合作伙

伴之间广泛而深远的合作。

今年波音在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要举措：7月，

波音增持了在天津波海中的股份成为控股方并将其更名为天津波音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波音斥资2100万美元用于其扩建，并于11月举行了

新厂的奠基仪式。8月和9月，波音先后与江西昌河航空工业公司（昌

河）和陕西飞机工业集团（陕飞）签署了零部件转包合同，将主要供

应商的规模从5家扩大到了7家，进一步深化了与中国业界的合作。

在中国努力成为优秀企业公民，与社区积极展开合作，也是波音

中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四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波音公司和

员工共同捐赠710万元人民币。波音还发起与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国慈

善组织的合作，开通“希望航班”，利用新交付的波音飞机将医疗物

资运往地震灾区。此外，一项科普教育项目“放飞梦想”已在北京启

动，波音提供350万人民币资金，与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为北

京市小学生普及航空知识。

回顾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008年，波音与中国各方伙伴的合作有了

长足的进展；展望2009，我们与客户和供应商伙伴无疑都面临着全

球性经济衰退带来的巨大挑战。然而，波音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是一项长期的承诺，我们对于合作的前景依然乐观。波音将与中国

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使这种双赢的合作更进一步，与中国航空业

携手飞翔！

携手飞翔

John Bruns,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Operations, 
Boeing Commercial Airplanes

庄博润   波音民机集团中国事务副总裁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们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
与共、息息相关。这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带来的挑
战，它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寻求更加紧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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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has been unusual. It witnessed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its people throughout the disaster relief following the Sichuan earthquak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rom across the world. It witnessed the world-
acclaimed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China’s popular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Olympic Games. It witnessed the worldwide financial tsunami 
and collaborative rescue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of various nations. All 
those have clearly shown that the destinies of all the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s 
have never been so closely linked as today in this increasingly smaller global 
village, a world with constantly decreasing distance. It is the result of and 
challenge brought by globalization. It requires all the stakeholders to seek 
closer cooperation. 

Boeing, in its own way, has been shorten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by facilitating globalization; it has naturally deemed it as 
a mission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36 years, Boeing has 
been consistently working together with various Chinese partners here. As a 
recognized industrial leader in promoting US-China bilateral trade, Boeing has 
been constantly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s aviation 
industry. As the largest overseas customer of China’s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oeing has driven extensive and far-reaching cooperation between 
its supplier network and the Chinese partners.  

Boeing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key initiatives in enhanc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is year. In July, Boeing increased its share in BHA, becoming the 
majority shareholder, and then renamed BHA to Boeing Tianjin Composite Co., 
Ltd, furthermore, Boeing has invested USD 21 million to expand the facility 
and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of the new plant was held in November.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Boeing signed parts production contracts with Jiangxi 
Changhe Aviation Industries Corporation (Changhe) and Shaanxi Aircraft 
Industry (Group) Co., Ltd. (SAC) respectively, thu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hinese suppliers from 5 to 7 and further deepening partnership with China’s 
aviation industry.  

It is integral to Boeing’s China strategy to strive to excel in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partner with community stakeholders. After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 struck Sichuan, Boeing and its employees made a donation of 
RMB 7.1 million. Boeing has also worked with the Chinese airlines and US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to launch “Flight of Hope”, which made use of the 
newly delivered aircraft to send medical supplies to the earthquake-hit areas. 
In addition, “Soaring with Your Dream”, a science and education program, 
has been initiated in Beijing. Boeing will provide RMB 3.5 million to work with 
Beijing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n the program to popularize the 
knowledge about aviation science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Beijing.

Looking back, 2008 was full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Boeing has 
achieved great progres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partners. Looking 
ahead to 2009, Boeing, our airline customers and our supplier partners will no 
doubt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as a resul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However, Boeing’s commitment to our partnership with China is enduring 
and we remain optimistic about the long-term prospects of our cooperation.  
Boeing will make joint efforts with the Chinese partners to further our win-win 
cooperation and soar together with China’s aviation industry!

Soaring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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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已入深秋的天津滨海

新区充满寒意，而天津波音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厂区内却热气腾腾：波音公

司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AVIC）

的合资新厂在这里举行奠基仪式，应

邀出席的有天津市市长黄兴国、中航

工业副总经理李方勇、波音民机集团副

总裁兼飞机项目总经理卡罗琳·科维、

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以及来自政府和媒

体的代表等共百余人。新厂的建成将使

天津波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规模扩大

一倍，从而在全球供应链和中国航空工

业的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08年7月，波音增持了在天津

波海中的股份成为控股方，并于11月

初将天津波海航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更名为天津波音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波音）。

波音斥资2100万美元用于公司扩

建，同时获得了毗邻天津滨海新

区其现有设施的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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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

中方伙伴携手合作，波音在中国

的业务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参观厂区的过程中，车间

内的整洁有序令人印象深刻，

而天津波音新厂在施工、运营

和认证过程中，更将依据美国

绿色建筑协会（USGBC）开发

的节能和环保设计（LEED）

这一等级系统。施工将于2010

年年初结束。届时，新厂将开

巩固这种伙伴关系，与中国航空业一

道携手飞翔。”

天津波音的前身波海航空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世

界级的复合材料制造公司。它以最先进

的设备、技术和精益制造理念，为航空

制造业生产优质的复合材料零部件。该

公司于2002年投产，客户包括波音、

赫氏、费希尔、上飞、西飞、古德里

奇、韩国宇航以及沃特飞机工业公司。

波音与中国航空业的双赢互利合

作已有36年之久。自上世纪80年代

以来，波音从中国采购的航空硬件和

服务价值超过15亿美元。在未来若干

年，这个数字将至少翻一番。波音及

其供应商合作伙伴与中国航空工业现

行有效的合同价值已超过25亿美元。 

在过去的36年内，波音为中国建立一

个安全、可靠和高效的航空运输系统

提供了支持。此外，波音还为中国供

应商提供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和特殊的

技术培训，旨在确保波音民用飞机产

品拥有高质量的部件。

通过扩建，到2013年，天津波音的产能将提高60%，工作岗位从
目前的600个增加到大约1000个。扩建后，天津波音将有能力为中国
航空工业下属的工厂提供更多的支持，这些工厂已经成为波音民用飞
机供应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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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波音新厂奠基继续扩大在华投资

始初期生产，并最迟于2013年全面投

入运营。 

通过扩建，到2013年，天津波

音的产能将提高60%，工作岗位从目

前的600个增加到大约1000个。扩建

后，天津波音将有能力为中国航空工

业下属的工厂提供更多的支持，这些

工厂已经成为波音民用飞机供应链的

一部分。

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Dav id 

Wang）表示：“波音和中国有着36年

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波音致力于中

国航空公司与航空业的发展，并为中

国构筑安全、高效、赢利的航空系统

做出了贡献。随着天津波音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的扩建，我们期待着进一步

Boeing continu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China

天津波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二期工程奠基仪式

波音管理整个客改货流程—从签订合

同到交付改装货机，以确保波音改装

机能按计划和预算取证并投入使用。

波音的质量和一致性标准能确保波音

改装货机与现有波音机队顺利整合。日

本的全日空航空公司是767－300改装货

机的启动客户。目前，世界各地运营的

波音767－300客机接近600架。

改装货机的顺利生产提供了可能。”

波音启动767－300改装货机项

目的宗旨是帮助767－300客机所有

者实现价值最大化。作为主承包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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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扩大在华供应链

—波音与昌河、陕飞签署转包合同

作为与中国航空业36年来合作不

断扩大和深化的又一里程碑，波音在

今年8月和9月先后与江西昌河航空工

业公司（昌河）和陕西飞机工业集团

（陕飞）签署了零部件转包合同，从

而将波音在华的主要供应商从此前的5

家扩大到了7家。

这两项协议分别是昌河与陕飞作

为波音供应商所承接的第一笔合同，

均为767－300波音改装货机项目零部

件转包合同。根据合同，昌河将为其

提供超过500个零部件并预计于明年年

底交付；陕飞将为其生产387个零件于

今年12月底交付。

在波音的指导与协助下，昌河与

陕飞获得了AS9100航空航天质量体系

认证、NADCAP认证以及波音特殊

流程认证，标志着两家的质量体系

均已升级完毕并达到波音的标准。

凭借重建基础上优化的工作流程及

提高的质量体系，两家的项目管理

水平均获提升。

波音民用航空服务供应商管理总

监里克·芒西（Rick Munsey）表示：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种的双赢

的合作模式下，我们的供应商拥有了

更为先进的系统和流程使其产品能够

达到最严格的标准，这也为我们波音

波音在今年8月和9月先后与江西昌河航空工业公司（昌河）和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陕飞）签署了零部件转包合同，从而将波音在
华的主要供应商从此前的5家扩大到了7家。

Boeing enlarges supplier base in China

日本的全日空航空公司是767－300改装货机的启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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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履行企业公民责任

作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波音

公司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经营业务，

包括在中国，都致力于成为优秀的企

业公民。这一直是波音公司发展战略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公司

的一个重要价值观。继近年来一系列

履行企业公民职责的捐助活动之后，

11月27日，“波音中国企业公民在

行动”以波音公司全球企业公民副总

裁安妮·罗斯福（Anne Roosevelt）

访华新闻发布会拉开了序幕。在新闻

发布会上罗斯福女士代表波音公司宣

布，在十年来与中国多家社区组织合

作的基础上，将继续实施一系列促进

中国社会积极健康发展的企业公民行

动计划。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主题为

“放飞梦想”的科普教育项目，旨在

提高中国青少年对航空学的兴趣和想

象力。

波音董事长、总裁及首席执行

官吉姆·迈克纳尼此次也专程通过安

妮·罗斯福女士带来了对中国的问

候：“波音与中国历时36年的合作关

系将基于三个要素继续发展，即：积

极促进美中贸易合作关系，扩大和深

化与中方伙伴的合作，以及继续为提

高中国航空运输体系的安全、运力与

效率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非常幸运

的是，波音与中国之间既拥有长久的

合作传统，又具有广阔的未来，为了

使所有人享有更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福

利而携手合作，这就是企业公民的意

义所在。”

在向参会媒体介绍波音全球企业

公民活动的理念时，安妮·罗斯福表

Boeing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ship

示：“波音全球企业公民部的职能主

要在五个重要的领域：早期教育、医

疗健康、文化艺术、社会环保和公共事

业。我们通过战略性慈善活动来支持世

界各地的社区组织，发现需求和挑战，

然后我们与社区团体联合起来为长期有

待解决的问题寻求共同的、可行的解决

方案。”

在回答媒体对于波音怎样将企

业公民行动与公司战略结合在一起的

问题时，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以“放

飞梦想”项目的实施为例，介绍说：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倡导‘科学发

展观’，因而在决策时我们就将科教

项目作为首选项目之一。由于波音公

司在航空航天领域具有这样的技术实

力，而中国现在又处于希望提高自己

在这个领域实力的阶段，因此我们觉

得如果由波音来帮助中国发展在这方

面的科普教育是符合中国现阶段需求

的。  而对于安妮·罗斯福女士，她

最关注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这个项

目是否符合公司的大的决策、大的战

略，其二，这个项目是否符合中国的

“波音中国企业公民在行动”新闻发布会

波音董事长、总裁及首席执行官吉姆·迈克纳尼：非常幸运的
是，波音与中国之间既拥有长久的合作传统，又具有广阔的未来，
为了使所有人享有更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福利而携手合作，这就是企
业公民的意义所在。

安妮·罗斯福接受媒体专访

需求。我们很高兴在这两

个问题上我们给出了令她

满意的答案。”

当日下午，罗斯福女

士还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

“全球参与，全球责任”的

主题演讲。

2007年，波音在全球

企业公民领域提供了超过

5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全球各地区的教育项目、

救灾行动、环保行动、艺

术与文化推广活动以及推

动医疗和公共事业发展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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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罗斯福在清华大学演讲

波音将提供350万人民币资

金，与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合作启动“放飞梦想”系列活

动，以支持北京市小学生的航

空科普教育项目。包括大学教

授在内的专家将受邀设计课程

材料，并为来自北京100所小学

的教师提供培训，巩固他们的

航空知识。而后这些教师将为

他们所在学校的同学提供培训

并辅导他们进行相关的实践课

程。此外，师生们将通过参加

夏令营以及参观北京天文馆和

北京航天城等活动，进一步增

长知识。在此基础上，波音公

司还计划将此项目推广至北京

市其它小学，进而扩展到其它

城市。 

放飞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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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2006至2008年，波音共计捐赠人民币80万元支

持特奥会滚球、足球等项目。

2002年至2005年，波音共为陕西金钥匙工程捐款84万元人

民币以帮助中国西部视障儿童接受教育。

 2004至2007年，波音

与国际青年成就组织中国分

部合作，除提供245万元人民

币赞助在北京、上海、广州

开展的“学生公司”项目，

还多次在波音中国公司举办

针对中学生的“职业见习

日”活动，旨在为同学们提

供近距离观察商业环境的机

会，并帮助他们理解如何将

课堂知识学以致用。

波音通过美国红十字会向中国捐

助了175万人民币用于抗震救灾。此

外，波音公司在公司内部设立了一个

专项募捐项目，公司在在职员工和退

休员工的捐款总额上追加数额相同的

捐款，捐款总额（含员工捐款和公司

追加捐赠）超过535万人民币。除了

现金捐赠以外，波音还发起与航空公

司和非盈利组织的合作，利用波音

新交付的飞机将医疗物资运往中国

的地震灾区，这一行动被称为“希

望航班”。

波音中国企业公民行动掠影

量，对新货机的需求总量将达到3360

架飞机，其中将有超过75％，约2500

架飞机为客改货飞机，另外860架为新

生产的货机。

亚洲航空货运市场的增长将继续

在遍布全球的货运航线上独占鳌头。

中国国内及亚洲内部市场将分别以每

年9.9％和8.1％的速度增长。与亚洲

相关的市场其增长率将超过全球平均

水平。

目前，全球共有300多架现役747货机，占全世界货机运力的一
半左右。

波音公司和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

限公司11月4日宣布，国货航货机机

队将新增3架747-400波音改装型货机

（BCF），其原型机为B747-400客

货两用型飞机（COMBI），改装工作

将在厦门太古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TAECO）进行。

国货航总裁姚军说：“我们期

待着这些747-400波音改装型货机与

波音工厂生产的货机一样质量优异，

并相信这些飞机将得到波音一如既往

的、卓越的客户支持服务。”

国货航成立于2003年底，为全

球27个国家的36个城市提供货运

服务。正在运营的八架货机中有三

架是747-400型货机，三架B747-

200型货机，以及两架租赁的747-

400型货机。

波音747为全球航空货运业设立了

标准，并利用自身的工程和认证专业

技术以及准时的交付，为客户提供低

国货航订购747-400波音改装货机
风险、高价值的改装服务。此外，波

音改装货机客户与新货机客户一样享

受同等的客户支持服务。

波音客改货工作包括增加一个侧

主货舱门，加固主货舱地板，安装完

整的主货舱内衬，为一套新的货物装

卸系统进行预留并完成飞机系统的改

装。747-400波音改装型货机的主舱

可容纳30个货板—相当于747-400型

全货机的容积。此外，在客改货的过

程中还可加入多种多样极具价值的支

持包，包括航电与驾驶舱的升级、定

制化的维修方案以及运营优化方面的

产品和服务，如飞机健况监测和维修

性能工具包。

目前，全球共有300多架现役747

货机，占全世界货机运力的一半左右。      

根据波音的预测，全球货运机队

规模在20年内将由1950架增至3890

架。大型货机，如波音747和777飞

机在整个机队所占的比例将由目前

的26％增至35％，并提供总运力的

74％。考虑到在此期间退役货机的数

Air China Cargo orders three 747- 400 BCF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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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MPL？ 
在民用航空运输中，多人制机组

驾驶员执照允许驾驶员在多人制机组

飞机上行使副驾驶员的权利。这使航

空界可以直接按照副驾驶员的职能需

要训练驾驶员。这是除了国际民航组

织ANNEX1—《人员执照的颁发》所

定义的现有驾驶员执照以外的一种新

执照。

该执照着重于航空公司飞行学员

的培训。MPL的相关培训与评估均以

能力资格为基础，从起始就涉及多人

制机组环境以及威胁与差错管理。它

提高了模拟机训练的比重，并且包括

飞机非正常状况下的培训。

新型飞行员培训市场潜力巨大
作为波音公司致力于航空培训的

子公司，翱腾自2005年10月以来一

直与主要的行业合作伙伴密切携手合

作，来开发和实施这种新的飞行员训

练项目，为航空公司提供完成训练后

能立即上岗的合格飞行员。波音当

前市场展望中的数据显示，全球机

队规模在未来20年内将扩大一倍，

这将使航空公司在为新机队的运营

寻找训练有素的合格飞行员方面面

临更大压力。

国内航空飞行员供需严重失衡，

每年有大量的飞行员缺口。为了摆脱

飞行员短缺和无法流动的困境，国内

航空公司开始纷纷尝试国际上通行的

自费培养飞行员的模式。翱腾正与中

国航空公司洽谈以合作的方式培养民

航飞行员，所采用的新培养方式可

使学员缩短观察期，更快的投入商

业运营，预计可缓解国内飞行员紧

缺的供需现状，并提供更多训练有

素的飞行员。

国际民航组织之所以开发这种

新型执照，是为了响应行业的关注焦

点：传统的授予执照的模式中未考虑

航空公司的现实需要，因而未能利用

模拟技术高效率地训练飞行员去适应

他们未来在航空公司中的职责。而多

人制机组驾驶员执照则采用以能力为

本的途径开展训练，训练重点不再

是先前的飞行小时数积累，而是展

示作为航空公司机组成员完成任务

的能力。

经验重要，能力更重要
翱腾多人制机组驾驶员执照beta

试点项目的核心是开发机组成员完成

他们航空公司中的飞行职责所必须具

有的技能、知识和能力。从一开始，

翱腾多人制机组驾驶员执照训练项目

就在多人制机组环境中训练学员，让

他们在飞机和模拟机中将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进行训练，以便他们能在完成

为期15个月左右的训练后胜任副驾驶

职位。

在整个过程中，翱腾对学员进

行严格的分阶段考核，以确保他们达

到了能力目标，并按照翱腾及其合作

伙伴跟踪学员在试点项目中的进展状

况，对训练项目进行相应的调整。一

旦学员完成MPL训练课目，并在本场

进行12次飞行起落后，他们就能立即

前往各自的航空公司执行飞行任务。

他们在航空公司中的飞行表现将被监

控，并与通过传统训练方式获得执照

的其他飞行员进行对比。我们将总结

这一试点项目的经验教训，将翱腾今

后多人制机组驾驶员执照训练项目加

以完善，不断为航空公司探求效率更

高、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翱腾提供的培训课程不仅仅涉及

基本的飞机驾驶和维护，还包括提高

波音公司民用航空培训机构翱腾日前宣布，MPL（多人制机组驾
驶员执照）首期学员现已毕业。这六名学员分别来自中国东方航空公
司与厦门航空公司。

翱腾MPL项目以全新方式培养未来飞行员
Alteon MPL trains future pilots with new approach

MPL首批学员与项目协调主管在一起：（左起）杨洁、孙崟、刘铮、Bernie Duperron（项
目协调主管）、刘建、刘畅、李亮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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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效率的部分，例如使机长和副驾

驶的配合更加协调，并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快速的作出正确决策，这些都与

飞行安全密切相关。在MPL课程中，

波音邀请全世界各地的专家参与其

中，包括多家航空公司的总飞行师、

教员以及运营管理者。MPL的科学方

法主要是使飞行员在培训中积累有效

经验，提高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而这些都不是在普通环境中通

过累计飞行时间就能够做到的。

传统的飞行员培训更偏重飞行时

间的累积，而新的MPL培训则侧重飞

行员能力的提升。这种转变的原因是

翱腾在实践中发现一个飞行员优秀与

否，取决于他在飞行经历中做出过哪

些关键决策，而并不一定是飞行小时

的累计数量。

新培养方式招收的学员对象主要

是大学毕业生，这些学员在经过15—

16个月的培训后，可获得民航局认证

并进入航空公司担任副驾驶。而在传

统的培养方式中，学员从飞行学校毕

业后还要在航空公司机组担任1—2年

的观察员以积累实际操作经验。 

翱腾所提供的培训课程内容和时间

并不比传统方式少，培养费用也不会降

低，但不同的是由于新方式更注重学员

的实际操作和应变能力，以及与机组的

沟通，同时为飞行员量身定制特定机型

的副机长课程。因此学员毕业即可实际

操作，而无须漫长的“观察期”，实际

上提高了效率。 

中国市场反响强烈
在2008年11月毕业的首期学员

中，有6名来自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与厦

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这六名中国学

员在翱腾的布里斯班培训中心完成了

新一代波音737的机型执照考试，并将

在真实飞机里完成本场训练及民航总

局要求的12次起落后开始为各自的航

空公司服务。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中国及东亚销

售高级副总裁罗伯乐（Rob Laird）

说：“所有学员的飞行都有较高的水

准，航空公司、中国民航总局和澳大

利亚民航安全局对这样的高水准表示

满意。学员们给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

的克里夫·亚当斯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在毕业典礼上为6名学员颁发了

MPL执照。这些学员在考核中仅作了

9次起落，就达到甚至超过了很多飞

行员在传统培训中30次起落所能达到

的水平。翱腾的下一项工作是修订课

程，依据从试点项目中学到的经验开

始把一套执照项目推向市场。”

翱腾航训的客户总监罗伊•甘扎斯

基（Roei Ganzarski）在于布里斯班航

训基地举行的典礼上说：“从多人制

机组驾驶员执照 beta测试中获得的最

重要的经验是，从未有过任何航空或

飞行经验的学员可以经过培训达到世

界级水准的熟练度和能力，并在新一

代波音737这样先进的飞机上担任副

驾驶。”

来自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孙崟在获得驾照后说：“我个人很荣

幸成为MPL项目的首批学员之一，在

学习期间，翱腾和中澳双方民航局都

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我们从训练大

纲和教员那里学到了不仅仅是飞行的

技术，更有对于安全和有效飞行概念

新的理解，事实证明我们应对飞行的

能力和信心经过此次培训达到了一个

更高的水平。我个人认为MPL将会是

民航改革的趋势，它不仅是一个新的

思路，更可以是一个新的标准，将为

包括东航在内的航空公司培养优秀飞

行员更新更优质的途径。”

来自厦门航空公司的学员刘铮说 ：

“培训完以后，感受很不一样，减少

了学习的弯路，尤其在从小飞机到大

飞机的转变中能更好过渡。培训的目

的是‘更好’地培训飞行员，‘快’

不是主要目标，最终目的是一名合格

优秀的飞行员。这一次培训因为首次

测验，加上一些客观的原因，培训周

期比原来预期的延长了，但澳洲民航

局也在根据需要调整培训课程，相信

今后会更完善。”

波音翱腾公司在开发和提供创新

性航空培训产品及服务方面位居业

界领先地位，为全世界400多家客户

服务。在翱腾的全球网络中，共有

1400多名专业人员分布在20个培训

地点，为100多架全动模拟机提供支

持，其中还包括新的、世界级的787

培训设施。

 MPL学员孙崟（中）和MPL教员Peter Share（左一）及MPL项目负责人Ray Heiniger（右一）



波音，作为中国航空业长达36年之久的合作伙伴，见

证并推动了美中贸易的发展—波音被公认为工业界促进中

美双边贸易的领头人，在促成美国政府和国会同意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以及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的过程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波音都以作为中美关

系的促进者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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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波音：见证中美建交30年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

报》，决定从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

系。中美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着不断改善和向

前发展的良好势头，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双赢，给中美两国

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实际上，早在中美建交前的1972年2月21号，美国总

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从被命名为“空军一号”的波音707

飞机上率先走下，与周恩来总理握手，从此为中美关系翻

开了全新的一页。

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在访美期间造访了位于西雅图

的波音公司。自此，波音公司经常荣幸地被访美的中国领

导人光顾。

Boeing witn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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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眸

在新增飞机中，单通道飞机占

70%。在增长迅速的国内航空市场的

带动下，诸如新一代波音737这样的

单通道机型将以

2600架的总需求

成为需求量最多

的新飞机类别。

对波音787梦想飞机和777这类中型双

通道飞机的需求量大约为780架左右。

按交付美元值计算，单通道和中型双

通道两类飞机占中国对新增飞机需求

的91%。

市场需求还包括少数用于联接中

国与世界其他枢纽机场的大型机（747

及更大型飞机）。根据市场预测，中

国对这类飞机的需求量约为100架。

由于中国货运市场引领着全球的

航空货运业，截至2027年，中国的航

空公司将新增约370架货机。中国货机

机队的规模将增至目前的4倍。

波音在2008市场预测中融合了

目前的市场环境与长期的观点，即怎

样看待航空运输在未来20年内将会发

生的演变。当前市场展望表明，持续

强劲的基本要素推动着对新飞机的需

求，这些要素包括经济增长、世界贸

易、航空市场的自由化以及新飞机的

能力。

这项内容详尽的研究使波音能更

好地与航空公司合作，支持其机队规

划和实现航空公司未来的经济增长。

当前市场展望有利于波音推动新机型

研发与现有机型改进的战略规划。

在全球范围，波音预测未来20年

内，世界将投资3.2万亿美元购买29400

架新民用飞机。欲了解预测报告的全

部内容，请登录波音网站www.boeing.

com/commercial/cmo/index.html。

波音预测中国市场增速最快

10月29日，波音公司发布了中国

地区2008年当前市场展望（CMO）的

详细内容。根据预测，未来20年内，

市场将需要3710架新飞机，价值约

3900亿美元。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负责市场营

销的副总裁兰迪·廷塞思（Randy 

Tinseth）说：“中国仍将是增速最快

的世界航空中心，飞机需求量占整个

亚太区的41%。这使中国成为除美国

以外最大的新增民用飞机市场。”

中国航空旅

行市场与航空货

运市场的增长将

使机队规模增

至原有的三倍

以上，即在2027年之前达到4560架飞

机—相当于欧洲目前的飞机保有量。

“波音2008中国市场展望”新闻发布会

Boeing projects China as world’s fastest growing aviation market

未来20年内，市场将需要3710
架新飞机，价值约39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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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波音获FAA认证

波音助力中资银行参与全球飞机融资

—中国未来的维修和大修服务提供商

波音10月15日宣布，上海波音航

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上海

波音）已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维修

站资格认证。这项认证使该公司能够

按照美国联邦航空规章第145部的规定

开展运营。

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

公司最初的业务是新一代波音737飞机

的重度维修。东亚地区目前运营着235

架新一代737飞机，此外尚有260架等

日前，作为与中国及中国航空工

业长期合作关系的一项最新举措，波

音与中国领先的四家银行签署合作协

议，以提高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在飞机

融资领域的参与程度。

波音金融公司主管飞机融资的业

务部门高层领导于上周和四家中方银

行的官员进行了会晤，它们分别是中

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

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波音与每一家

银行分别签署了协议。这些协议旨在

加强双方高管之间的联系、与中国及

国际上的航空公司一道寻求新飞机的

融资机遇以及改进中国飞机融资和法

规方面的基础设施。

新近签署的协议基于波音和中国

36年以来结成的互惠互利的伙伴关

系，致力于中国航空公司和航空工业

的发展以及在中国构筑一个安全、高

效和赢利的航空系统。

波音金融公司总裁沃尔特·斯考

隆斯基（Walt Skowronski）说：“中

国拥有目前全世界增速最快的航空市

场。在支持航空业空前的增长方面，

中国的银行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我们与中方的同仁都认识到波音

与中国之间强有力的紧密纽带，并深

信波音与中国彼此深化合作和关系的

时机已到，双方将通力合作，使中国

在更大的全球飞机融资市场上获得更

多参与的机会。

波音于2005年开始启动研习班

项目，目的在于将其租赁方面的专

业知识与学员分享，使中国航空融

资和租赁业以及中国银监会的成员

机构受益。研习班涵盖了租赁基础

学科，如飞机资产管理、航空公司

信贷、法规、合同事宜以及税务相

关事宜。

根据波音最新发布的20年市场展

待交付。上海波音将进行无损探伤检

测并提供其他维修服务。公司未来的

计划是从767-300开始，将服务拓展

到双通道飞机上，最终进入客机改货

机的业务领域。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负责中国运营

的副总裁庄博润（John Bruns）说：

“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认证标志着我

们为航空公司客户提供服务的工作又

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提供的服务将

帮助这些客户安全、高效地扩大运营

规模，让他们能跟上未来20年中国民

用航空业大幅增长的步伐。”

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

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是波音与上海

机场集团和上海航空公司组建的合资

企业。该公司将为国际性、区域性及

中国本土的航空公司提供以维修和大

修为主的服务。

望，中国将成为美国以外最大的新的

民用飞机市场。这意味着截至2027

年，中国将需要3710架新飞机（价值

3900亿美元）。中国同时也是波音民

用飞机最大的海外市场。

波音金融公司亚太及大中华区副

总裁福斯特·阿拉塔（Foster Arata）

说：“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动荡中，波

音在亚洲的金融市场、尤其是中国，

看到了希望，这里的融资机构做好了

充分准备，抓住眼下的飞机投资机会

并从中获益。他们计划继续在飞机领

域进行投资，并将选择合适时机审慎

地扩大他们的飞机投资组合。”

中方银行一直在积极地支持中国

的飞机融资需求，到200 9年，这

一需求预计将达到45亿美元。中国

的投资商在为机队扩张确保飞机融

资的同时，也为波音在中国宝贵的

航空公司客户提供了支持。波音希

望，新签订的合作协议能帮助这些

投资商取得成功。

Boeing Shanghai Aviation Services receives FAA certification

这些协议旨在加强双方高管之间的联系、与中国及国际上的航空
公司一道寻求新飞机的融资机遇以及改进中国飞机融资和法规方面的
基础设施。

Boeing to help expand Chinese banks’ involvement in aircraft financing



珠海航展上的波音展台

波音亮相珠海航展

11月4日至9日，波音公司在两年一度在珠海举行的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珠海航展）上向公众展示波

音系列机型和产品，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波音公司的高层还在航展期间与合作伙伴、客户及媒介进行了深

入交流，共同探讨进一步加深波音与中国航空工业的合作。共有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空业厂商参加了此次航展。

Boeing shines at Zhuhai Air Show

11月12至14日，波音在京召开了为期三天的飞行运行

研讨会，这是该研讨会首次在京举行，吸引了100余名来

自航空公司和局方的飞行运行管理人员、飞行员和技术专

家的参与。

研讨会的发言人主要是来自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技术专

家和飞行员，讨论的议题围绕航空安全和波音公司节油新

举措展开，同时回顾了一系列事故征候/事故。会上涉及的

议题有：基于性能的导航、减少进近和着陆事故以及连续下

降最后进近，即用于减少CFIT（可控飞行撞地事故）的新型

非精密进近程序等等。此外，现任国航飞行技术管理部部长的

金宜斌机长获邀介绍了中国RNP（所需导航性能）的运行情况。

2008年，波音首次将飞行运行研讨会拓展成区域性会

议，在包括北京和曼谷在内的8个地区分别举办，旨在有针对

首届中国飞行运行研讨会在京召开
China regional flight operations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性地向各区域航空公司和局方提供技术信息，吸引更多航空专

业人士的参与并促进航空公司与波音专家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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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与中国民用航空局以及中国

的航空公司携手合作，已经在中国的

拉萨、林芝和丽江成功地论证了所需

导航性能技术。尽管波音在与航空公

司合作在收益运营中引入所需导航性

能方面拥有相当多的经验，但参与中

国的基于性能导航团队，还是波音首

次与一个国家的局方携手合作，帮助

他们开发一个全国性的计划。

占据了一半，成为国航和南航在紧急

时刻的不二之选，这与波音777极为

出色的性能密不可分。波音777作为

市场领先机型，深受全世界乘客和航

空公司的青睐，是航空公司、乘客以

及投资者心中的第一：航程最远、可

靠性最高、交付速度最快、最受乘客

欢迎、最早获得FAA180分钟延程

飞行资格等。波音777拥有大量稳

固的客户群，截至2008年10月，

已获得1096架确认订单，已交付

739架。

波音与CAAC携手开发基于性能导航计划

最近，波音被中国民用航空局

（CAAC）选入中国的基于性能导航

团队，帮助中国

建立基于性能导

航（PBN）路线

图。这一路线图

将定义截至2025年期间中国基于性能

导航（PBN）实施计划。基于性能导航

是界定可适用于空中交通航线、仪表程

序或定义的空域的导航性能要求框架。

随着中国继续在实施先进的导航技术中

展示领导地位，基于性能导航路线图项

目将是一项重要

举措。

基于性能导

航包括区域导航

（RNAV）和所需导航性能（RNP）。

这两种技术使用全球定位卫星和机载

飞行管理系统，引导飞机沿精确的航

迹飞行，实现了极高的精度。

航空公司施援手，波音777显身手

11月底泰国示威者包围了曼谷两

大国际机场，导致大量外国游客滞留

曼谷。11月29日至12月3日，国航、

南航、东航、上航四家航空公司在接

到中国政府下达接回滞泰同胞的任务

后，共派出12架紧急救援包机，将被

迫滞留泰国的3400多名中国游客成

功接回。在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

规模的海外游客撤离行动中，中国的

航空公司在紧急时刻不约而同地选择

了波音777，作为紧急救援包机的首

选机型。

“11月29日上午，南航第一时

间紧急选派适航状况良好的1架波音

777大型飞机执行任务，该型号飞机

可以乘坐380名左右旅客；同日，国

航决定由B2059和B2064两架B777

型客机执行此次包机任务；

11月29日晚，南航再次紧急调

配一架波音777大型飞机，准备第二

次前往曼谷；

12月1日凌晨，南航飞赴泰国的

波音777大型救援包机CZ004满载

379名中国公民平稳降落广州； 

12月1日下午，国航由波音777执

行的第四班包机CA959又踏上了征途；

12月2日凌晨3:30，执行CA960

任务的国航波音777飞机安全降落在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圆满完成这次紧

急飞行任务；

12月2日凌晨3:32，南航波音

777大型救援包机CZ006把包括50名

香港同胞在内的375名中国公民安全

送回祖国。”

在这次大规模海外撤离行动的

12架救援包机中，波音777机型至少

Boeing and CAAC to develop Performance Based Navigation plan

基于性能导航路线图项目将
是一项重要举措。

Airlines deploy Boeing 777 to retrieve stranded Chinese passengers in Bangkok

19

Highlights



787项目最新进展

9月27日，波音在埃弗雷特工厂

成功地在787梦想飞机静力测试机身

上完成了一项客舱加压测试。在历

时四小时的测试过程中，机身内部

压力达到实际运营中预计将出现的最

大压力值的150%—14.9磅/平方英尺

（psig），加压过程缓慢以确保飞机

的完整性。这是首飞之前必须完成的

三项静力测试之一。

11月17日，波音完成了787梦想

飞机全尺寸复合材料翼盒的破坏性试

验，这是波音首次为民用飞机制造全

复合材料的翼盒。为了达到认证要

求，机翼必须能承受相当于最大气动

载荷1.5倍，即150%的载荷（最大气

动载荷指787飞机在全寿命周期内有

可能承受的最大载荷值）。作为飞机

认证流程的一部分，结构测试还将在

两架787全尺寸机身上继续进行。

787再获美利坚航空订单

日前，AMR公司旗下的全资子

公司美利坚航空公司宣布意向订购42

架波音787梦想飞机，这些飞机将于

2012-2018年间交付。此外，协议中

还包含另外58架波音787飞机的购买

权，这些飞机可能于2015-2020年间

交付。迄今为止，波音已收到来自全

世界超过55名客户的近900架787梦

想飞机的订单。

AMR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

拉德·阿佩（Gerard Arpey）说，

订购787梦想飞机是公司应对当前航

空业面临的诸多挑战，同时致力于打

造有持续竞争力的航空公司的重要举

措。它将支持美利坚航空更新换代，

并促进其国际业务的增长。

“多年来，美利坚航空一直是备

受波音重视的持久合作伙伴。在燃油

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对环保飞机的需求

日益迫切之际，选择波音787梦想飞

机更替机队，代表美利坚航空对787

的先进技术和优越运营经济性的充分

认可。”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销售副总

裁雷·康纳（Ray Conner）说道。

787设计可最多搭载290名乘客，

航程可达到8500海里。预计787不仅

适合在当前美利坚航空运营的每一条

航线，还将能适应其新辟航线。

American Airlines announces intent to purchase 42 Boeing 787

根据与波音公司签订的购买协议，美利坚航空公司计划购买42架
燃油效率极佳的波音787梦想飞机，同时包含另外58架787飞机的购
买权。尽管美利坚航空公司正在应对近期的挑战，但他们的投资将着
眼于长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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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燃料加工方法，航空业的燃油供应

将实现多样化。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资深律师

丽兹·巴拉特-布朗（Liz  Barratt-

B r o w n）说：“这项任务恰逢其

时，能帮助航空公司削减成本并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如果工作得以顺

利开展，当各行业都需要摆脱高温

室气体排放燃料，尤其是高碳沥青

砂和水煤浆燃料的时候，可持续性

生物燃料将可以缩小航空公司碳排

放的足印。”

波音携手业界推动可持续性燃料发展

—环保组织盛赞可持续性替代燃料发展举措
今年9月，波音携手领先的航空

公司及霍尼韦尔旗下的美国环球油品

公司（UOP）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旨在促进新的可持续性航空燃料的开

发和商业化，美国环球油品公司是一

家精炼技术开发商。在世界自然基金

会（WWF）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NRDC）等全球知名环保组织的支

持下，可持续性航

空燃料用户组织使

民用航空业在全球

交通运输行业中率

先自愿将可持续性

行动引入其燃料供

应链。

该工作组的宪

章为实现可再生燃

料来源的商业化应

用，以减少温室气

体的排放，同时减

小民用航空业受油

价波动的影响和对

化石燃料的依赖。

支持可持续性燃料

计划的航空公司包

括法国航空、新西兰航空、全日空、

卢森堡Cargolux货航、海湾航空、日

本航空、荷兰皇家航空、北欧航空和

维珍大西洋航空。这些航空公司的燃

油消耗量占民用飞机总油耗的15％。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生物能源项

目协调员兼可持续性生物燃料圆桌会

议指导委员会成员让·菲利普·丹瑞

特（Jean-Philippe Denruyter）说：

“我们对于航空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愿望表示欢迎，并对他们确保生物

燃料来源可持续性的行动表示赞赏。

通过与可持续性生物燃料圆桌会议合

作，航空业将得以在稳固的多利益相

关方现有流程的基础上继续巩固这项

计划。”

工作组的所有成员都签订一份可

持续性承诺书。该承诺书规定：凡是

可持续性生物燃料必须具有与煤油燃

料相当或者更好的性能，但需具有更

短的碳生命周期。该用户组织保证只

考虑使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最小的可

再生燃料来源：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土

地、水和能源最少，并且不会竞争粮

食和淡水资源的燃料。此外，作物的

种植和收割必须能为当地社区提供社

会经济价值。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环境战略总经

理比利•格洛弗（Billy Glover）说：

“这对领先的航空公司而言是一个绝

佳的机会。凭借来自权威的能源和环

境组织的支持，他们将能帮助民用航

空业掌控其未来燃油供应的来源、可

持续性以及对环境的影响。欲取得进

展，首要工作是完成对可持续性植物

原料及其收割、经济效应和加工技术

的评估，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达到既定

目标。”

工作组宣布了两项最初实施的

可持续性研究项目。凭借波音提供

的资金，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研究

学院的副教授罗布 •拜里斯（Rob 

Bailis）将进行首次针对麻风树的、

全面的同行评审可持续性评估。此

项研究将涉及发展中

国家中的生物燃料在

全寿命周期内的二氧

化碳排放效应和对农

民所产生的社会经济

效应。同样，自然资

源保护委员会将对藻

类进行全面的评估，

确保其符合工作组设

立的严格的可持续性

标准。

这两种植物都有

可能被选入可再生生物

质燃料系列解决方案。

通过诸如美国环球油

品公司这样的能源业

领先公司所研发的先

Boeing to accelerate biofue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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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眸

波音为什么在全公司推动飞机服务与支持的战略

保障高效的飞行

作者：比尔•赛尔（Bill Seil）

技术与产品

位于西雅图的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运营中心，为在全世界运营12000多架波音喷气飞机的航空公司提供24

小时全面支持。波音正在运用整个企业的资源开发促使支持与服务业务增长的技术。

玛利安•洛克哈特（Marian Lockhart）/波音

设计和制造飞机需要大量的专门

技术与投资。然而，您是否知道，飞

机寿命周期中三分之二的成本发生在

飞机交付之后，即用以保持它们高效

运行的费用。从被交付给客户的那一

刻起，飞机就需要适当的运营、维护

和修理，有时还需要改装。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民用航空服务

（CAS）是波音民机集团主要的支持

机构。通过该机构，波音为客户提供

支持和服务，这包括机组和地勤人员

的培训、使用手册、测试设备和技术

Why Boeing is taking a companywide tack in investing in aircraft services and support

Keep’em flying

务。技术领域帮助整合波音的业务单

位和特种工程部，以确保技术战略支

持公司的近期、中期和长期商业战

略，并实现技术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由各领域的重要专家牵头，在对

特定技术具有独到见解的高级技术研

究 人 员 的 支 持

下，波音建立了

这些技术领域，

得以让整个企业

中相似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共享他们

对技术需求、能力和投资的理解。这

些技术领域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让波

音客户和波音赢利能力受益的综合

技术计划。

“支持和服务业务面临着不断

演变的系列技术。”斯韦因说：“我

们必须确保自己在本领域处于领导地

位。生产率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要

部分，但增长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支持与服务领域为我们提供了拓展产

品和服务的特别机会。”

支持与服务领域正在以全面的

视角看待支持和服务技术的研发，尤

其希望确保支持与服务技术研发所花

费的资金符合波音业务单位的商业战

略。同时，支持与服务领域致力于在

整个企业共享研发成果，消除低效和

重复的研发工作。这一努力的重要部

分，是与波音公司的业务单位携手合

作，明确界定他们的技术研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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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寿命周期中三分之二的
成本发生在飞机交付之后。

援助。帮助民用航空服务最大程度地

满足客户需求，则是新建立的支持与

服务领域的主要目标。支持与服务领

域也是波音企业技术战略（ETS）中八

大技术领域之一。波音企业技术战略

的设计，是为了创建可持续的技术竞

争优势，进而提

高波音的业务增

长和生产率。

在每一个

技术领域，波音的各个部门都携手合

作，以共享对技术需求、能力和投资的

理解，最终为波音的客户提供最好的支

持。将支持与服务领域作为重点，对于

波音十分重要，因为该业务是波音重要

的收入来源。

“我们所做的一切对波音产品的

声誉具有巨大的影响。”支持与服务

领域的领导人史蒂夫·斯韦因（Steve 

Swaine）说：“我们也在利用我们的

技术，为公司带来更多支持业务，这

甚至包括对由波音之外的其他公司制

造的飞机提供支持，在可能时，还包

括非波音生产的系统。”

“不断演变的”技术
波音企业技术战略的目标是确

保波音的技术计划支持公司的商业战

略、提供竞争优势；识别优化波音整

个公司投资的机会；构建“一体化公

司”文化，在整个企业中共享发展愿

景；利用有效的高效率流程拓展业

“支持与服务团队为具有e功能的

产品和服务提供重要的专门技术，如飞

机健况管理。这可以帮助我们向我们的

航空公司客户提供全寿命周期解决方

案。” 民用航空服务副总裁兼总经理

卢·曼西尼（Lou Mancini）说道。

支持与服务领域的组织结构中包含

7个子领域。“我们所识别的类别是传

统的支持领域，所以，我们用十分自然

的模式去创建我们的子领域。”斯韦因

说：“这些子领域也能很好地符合我们

的业务单位和客户的需求。”

据斯韦因介绍说，建立子领域已

经为大家讨论项目和发展协同优势创

建了一个网络—这在以前绝不可能成

为主流方式。他还特邀整个企业的专

家团队，以便建立综合的“持久技术

计划”—将关键技术的战略、承诺、

技术竞争评估、知识产权计划和收益

计划记录在册。

李·希比茨（Lee Hibbets）是民

用航空服务产品研发的技术资产组合

经理。他也是支持与服务领域的热情

倡导者。他回忆了参加斯韦因组织的

研讨会，与会者包括从事飞机健况管

理的员工。据他介绍，参与者共享信

息，并开始建立整个公司范围统一的

技术战略，以协调公司在未来的投

资，以及最大程度地利用波音资源。

他说：“支持与服务领域是在整个

企业内了解和找到这些技术的首要

论坛。”

支持与服务领域的组成部分

波音企业技术战略的每一个技术领域，都有利用特定技术的多个子领域。支持与服务领域的子领域包括：

• 评估：确定平台/系统可用性以及明确最佳纠正措施所必需的技术 。

• 修理和改装：交货后修理和升级平台/系统（包括衍生机型改装）所必需的技术。

• 航材管理：在产品全寿命周期整个供应链中计划、采购、跟踪（资产可视性）和分配航材及其形态的技术。

• 技术数据：创建、转化、维护和交付技术数据的技术。

• 培训：创建、维持和向客户交付培训的技术。这包括印刷资料、基于电脑的培训、虚拟/构造模拟和现场培训。 

• 支持设备：与维护平台/系统需要的基础设施、特殊用途工具和测试设备相关的技术。

• 支持与服务整合：整合其他的支持与服务技术以实现总体的支持运营自动化的技术。



据库。斯韦因设想了一种工具—既能

捕获和跟踪波音公司在这些研发活动

中的投资，又能让领导者分析可以改

善的方方面面。

斯韦因说，同时还有必要识别

波音公司以外的大学和其它公司正在

进行的类似研发工作。这将有助于业

务单位引进支持他们的商业战略的技

术，也能引导公司决定在公司内部开

展哪些研发项目，以及将哪些研发项

目外包给外部的研究机构。

24

技术与产品

2424

首架BBJ 3公务机装配进展顺利

是什么让装配第一架波音BBJ 3型

公务机的意义非凡？事实上，装配本

身并不是非凡之举。

今年夏天，随着第一架BBJ 3型

公务机在华盛顿州伦顿工厂737移动

生产线上向前推进，人们注意到这款

新的衍生机型完美地融入了伦顿工厂

的流程。

“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因为

每个人都准备充分。客户很高兴，交

付也很顺利。”波音公务机项目客户

工程师托德·沙克雷说。

波音公务机项目产品开发工程

师道格·克里斯丁森表示赞同。克里

斯丁森介绍说，他们完成了挑战，返

工也达到了最少，这是因为在第一架

BBJ 3型公务机的装配准备过程中，

“我们为确保使用伦顿工厂的最佳实

践作出了努力”。 波音公务机项目和

伦顿工厂的员工携手密切合作，预备

了充足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变更进行

各种准备，克里斯丁森解释说。

但凡是开启某种机型先河的飞

机，诸如第一架BBJ 3型公务机，对

于装配线都可能成为一大挑战，因

为它的零部件、计划和工具都可能

与现有机型的不同。BBJ  3型公务

机与先前的

波音公务机

之间的差异

在于，BB J 

3型公务机是在新一代737-900ER 

（延程型）的基础上制造，为客户

提供了更大的客舱和更远的航程。

另一项挑战是BBJ 3型公务机还采用

了从未在737-900ER上获得认证的

新型驾驶舱平视显示器。

“变更产生风险，” 737产品整

合与改进团队的制造工程计划员杰

夫·雷巴克（Jeff Raybuck）表示。

他的工作是确保任何一款特定飞机的

零部件、计划或工具的变更既不会引

起返工，也不会增加周期时间。十分

重要的不仅是及时交付飞机，而且是

避免任何飞机中存在可危及从伦顿工

作者：凯斯琳·贝克（Kathrine Beck）

厂下线的飞机流的问题。

“我们团队的成员负责各项具

体的关注事项和分享信息。”雷巴克

说：“在制造周期开始之前，整个团

队携手合作三至四

个月，确保整合所

有的工程变更。”

雷巴克还帮助

确保利用视线范围内的工具使用零部

件，这有助于确保正确界定和订购所

需的新的零部件，以及这些零部件的

按时到货。

雷巴克和他的团队与737项目整

合经理乔丹·彼得森领导的另一个团

队密切地携手合作。彼得森说，当制

造诸如第一架BBJ 3型公务机这样特

殊的飞机时，他的团队从确定变更和

风险领域着手。然后，他们确保工厂

的一线经理和机械师都了解变更与期

望值。

例如，他们使用微软PowerPoint

A smooth trip down the line – first BBJ 3

未来举措
民用航空服务正通过参与波音企

业技术战略的其它领域寻求类似的机

会。希比茨说，环境领域能帮助波音

为航空公司客户开发更高效的售后市

场产品和服务。网络化系统领域产生

的技术，能被民用航空服务应用于民

用飞机具有e功能的项目中。

尽管波音各部门之间存在许多协

同优势，但斯韦因指出，并非所有的

技术都能在业务单位之间共享。在确

定哪些技术可相互适用时，各领域团

队必须十分谨慎。

民用航空服务的工作重点是五

大关键能力：客户支持、航材优化、

运营绩效、培训和机队增强。尽管有

待完成的工作依然很多，但斯韦因对

支持与服务领域迄今为止取得的成绩

十分满意。最近，全球服务与支持决

定聘用一名技术总监，这会为支持和

服务技术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斯韦因

说，支持与服务领域还在飞机健况管

理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展望未来，支持与服务领域计划

建立一个关于整个波音公司正在进行

的所有支持与服务技术研发项目的数

“每个人都了解将要发生的事
情，所以，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很棒。第一架BBJ 3型公务机在工厂

流程推进的过程中极少出现问题，飞

机的交付也准时。伦顿工厂的最佳实

践，以及自引入上一款波音公务机机

型以来确保飞机与生产线顺利整合的

737流程，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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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制作了介绍资料，其中包含比较

BBJ 3和传统航空公司的737内饰的图

纸。波音公务机的内饰是不在波音公

司安装的，这就给737装配线带来了

问题：应当怎样准确地进行空的客舱

内部构型，使之与在其它地点安装的

内饰完全匹配。负责受影响部分的一

线经理都拿到了这些介绍资料，并与

他们的团队分享这些信息。

“这一流程非常有益。”彼得

（左起）道格·克里斯丁森（Doug Christensen）、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马克·贾文

（Mark Garvin）和托德·沙克雷（Todd Thackray）是一个包含多专业的团队。该团队的工作是确保顺利

装配第一架BBJ 3型公务机并且不会出现任何扰乱装配的事件。

玛丽亚·洛克哈特（Marian Lockhart）/波音

森说：“每个人都了解将要发生的事

情，所以，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合作与计划让波音公务机项目和

工厂同时受益。“这是有益的携手合

作经历。我认为结果已经表明了这一

点。BBJ 3型公务机的不合格点数低

于平均数。每一件事情都按进度计

划进行，完成得十分漂亮。”雷巴

克说道。

克里斯丁森表示同意。“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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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纳良言

讲述开放的文化如何帮助DC-1飞机获得
全世界90%的市场占有率的故事

作者：蒂姆·塞尔（Tim Sele）

今年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DC-1

飞机首飞75周年纪念。DC-1飞机是民

用航空客运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930年，波音80型飞机、福特三

引擎飞机、福克F10A三引擎飞机和柯

蒂斯“神鹰”飞机是天空的主宰者。

1931年3月，一架福克 F10A飞机发生

空难。美国著名的大学橄榄球教练克努

特·洛克纳（Knute Rockne）在空难

中丧生。这场空难也促使美国航空商业

局针对木构架飞机出台了严厉的限制条

款，使得这种飞机基本上被淘汰出局。

1933年2月，波音推出的一款革

命性的全金属机型—247飞机开始翱

翔空中。随后，DC-1在同年7月首

飞。到1938年，即DC-1飞机首飞后

仅五年，DC-1的生产型（DC-2）和

首款改进型（DC-3）就已搭载美国所

有民用航空公司95%的乘客。截至1939

年，DC-2 和DC-3竟搭载了全世界航空

公司90%的乘客。

这一成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天

才型竞争者辈出的市场，为何一家军

用飞机公司制造的民用运输机能令所

有其它飞机黯然失色？

道格拉斯团队取得巨大成功的

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开放式沟通的文

化。道格拉斯公司总裁唐纳德·道格

拉斯坚信，“人们向前迈出的每一步，

都必须以熟知过去的经验作为基础”。 

道格拉斯鼓励员工相互协作、共享信

息。正是唐纳德·道格拉斯本人，奠定

了这种开放式沟通的文化基础。

故事的开端
让我们回到1932年8月5日。上午，

在审阅函电时，道格拉斯发现了跨大

陆及西部航空公司（Transcontinental 

and Western Air, TWA）运营副总裁杰

克·弗莱（Jack Frye）的来信。TWA

需要一款新型飞机，但波音拒绝了他

们的要求，因此，弗莱致函道格拉斯

和其他飞机制造商，陈述了他希望实

现的规范。TWA规范带来的技术挑战

让道格拉斯十分着迷，直到第二天凌

晨2点钟，他才放下这封信。

第二天早晨，道格拉斯召集自己

的团队讨论这个项目。“不管任何时

这是一张1959年的合影，照片中的人物是参与DC-1、DC- 2和

DC-3项目的关键人物。正是这一群人一起改变了民用航空的进程。

从左到右分别是亚瑟·雷蒙德、李·阿特伍德、乔治·史道姆普、贝

利·奥斯瓦德、“德国佬”金德柏格、唐纳德·道格拉斯、艾德·伯

顿、弗兰克·科尔博姆和莫克斯尼斯。

波音档案

How an open culture helped the DC-1 capture 90 percent 
of the world’s airplane market 

Good ideas h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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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们有建议，请既不要把这些建议

束之高阁，又不要让它们把你们弄得

精疲力竭。”他说：“请用你们自己

的话把这些想法告诉我。我们需要我

们能获得的一切建议。”

总工程师 “德国佬”詹姆士·金德柏

格（James “Dutch” Kindelberger）

是第一个投入项目的人。尽管TWA要

求的是三发飞机，但金德柏格认为他

们会成为“不考虑双发飞机的傻瓜” 。后

来被誉为DC-3飞机设计师的亚瑟·雷

蒙德（Arthur Raymond），很快就像

金德柏格一样说话了：“为什么不使

用杰克·诺斯洛普（Jack Northrop）

的梯形机翼？……我们可以通过改变

后掠角，获得一定的重心裕度。”

那时，约翰·努森·“杰克” ·诺斯

洛普（John  Knudsen  “Jack” 

Northrop）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分部

诺斯洛普飞机公司的总裁。诺斯洛普

对优雅机体的情有独钟，在DC-1飞机

上得到了体现。例如，DC-1的应力蒙

皮铝质机翼，装备了纵向构件和翼肋，

将结构分隔成被称为隔间的刚性小结构

件。这种方式淘汰了穿过客舱的支撑翼

梁，提供了显著高效的基本结构。

十天之后，雷蒙德和哈里·魏特

佐（Harry Wetzel）乘火车前往纽约，

与TWA高管弗莱及查尔斯·林德伯格

（Charles Lindberg）面谈。在经过三

周谈判之后，他们签署了合同。林德

伯格和弗莱透露说，最初他们从银行

融资遇到了麻烦，因为银行“很难相信 

[道格拉斯] 会达到性能规范要求。”

谈判结束后，雷蒙德乘坐一架

福特三引擎飞机回家。这次航空旅行

决定了团队对乘客舒适度的态度。他

描述说，振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

们的眼镜从鼻子上振了下来，同时，

噪声和温差也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程

度。似乎是为了强调这种飞行体验，

当这架福特三引擎飞机在一条潮湿的

跑道上着陆时，从通风孔中吸入的泥

浆，甩落在乘客头上。回到办公室，

雷蒙德对道格拉斯说：“我们要制造

舒适的飞机，在飞机上增加机翼。”

为了提升乘客舒适度，道格拉斯请

来了声学专家斯蒂芬·赞德（Stephen 

J. Zand）。在斯蒂芬的帮助下，客舱

噪声从98分贝锐减到72分贝。后来，

道格拉斯对赞德感叹说：“如果不是

因为你，乘客们

仍然需要在飞行

途中用棉花塞着

耳朵。”

DC-1试飞的重任落到了埃德

蒙·“埃迪”·艾伦（Edmond “Eddie” 

Allen）的肩上。后来，他拥有了无与

伦比的工程和飞行技能。艾伦认真地

对待自己的任务：“如果你们在寻找

一名只会虚张声势的电影中的试飞英

雄，你们选错了人。如今，试飞已是一

门科学。”在试飞DC-1飞机的过程中，

艾伦与物理学家贝利·奥斯瓦德（Bailey 

Oswald）以及加州理工大学的气动学家

们发生了思想上的撞击。

艾伦深信，通过增加发动机在高

空的每分钟转数能实现更好的性能。

这与当时的主流观点相反。同时，奥

斯瓦德建立了捕获和传达飞机如何飞

行才能实现最大性能的航图。试飞一

完成，不仅DC-1和DC-2能立即投入

运营，而且产生了能让航空公司更快

速、更经济地飞行的史无前例的性能

航图集。

道格拉斯团队获罗斯福总统
褒奖

1935年5月16-19日，DC-1飞

机打破了五项世界记录，并设立了两

类新的世界记录。DC-1飞机团队荣

获了科利尔奖（Collier Trophy）。在

DC-1首飞三周年纪念日，即1936年7

月1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亲

自为道格拉斯颁奖。

DC-1团队的天才成员，通过开放

式沟通的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功。这一成功的关键在于唐纳德·道

格拉斯“营造了一种氛围”，让大家

能共享并正常地发展自己的想法。

后来，利用冲80飞机以及其后的

波音707和7系列喷气飞机家族，波

音夺取了市场的领先地位。前文提到

的成功造成了道格拉斯的反应速度缓

慢，因而尽管DC-8的销量曾一度超过

707，但在那以后，道格拉斯落后了，

并最终退出了他曾囊括90%的市场份

额的业务。

这是1933年亮相的一架道格拉斯DC-1飞机，背景是当时洛杉矶地区
的主要机场-加州格伦代尔的中央大机场。DC-1和 DC-2能让航空公
司的飞行更快速、更经济。

波音档案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请不要束之高阁。”

—唐纳德·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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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迪手记

运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这一点

总是很重要。

您可下载完整的《2008/2009年世

界航空货运预测》PDF版本，获得许

多有趣的数据。

兰迪手记
作者：兰迪•廷塞思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市场营销副总裁

2008年11月4日

目前，波音正在马来西亚参加第

24届国际航空货运论坛暨展览会并

发布了波音2008/2009年世界航空货

运预测。我认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

下，您会对我们的预测感兴趣。

航空货运的未来

谈到货运，国货航今天订购了三架747-400波音改装货机。

我们的根本观点是，航空货运量

在长期内将持续增长。尽管近期的航

空货运市场疲软，同时全球经济存在

不确定性，但我们预测，全球航空货

运量将在未来20年间增长两倍，年增

长率达到5.8%。

谈到货运，国货航今天订购了三

架747-400波音改装货机。

正如我在本次货运论坛中所提

到的，我们认为，经济增长、货机

机队更新和适中的燃油价格将在长

期内刺激航空货运量增长。注意货

Future of freight

●   全球航空货运量将在未
来20年间增长两倍，年增长
率达到5.8%。

●   我们的行业正在做出多
项努力：可持续性的生物燃
料、复合材料技术、新型气
动设计和空中交通管理的
改进。

●  这次被冠名为“热望1
号”的飞行代表了亚洲和南
太平洋地区的减排举措。

●   在旧金山机场完全采用
定制进场方式所节省的燃油

平均为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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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y's Journal

“热望”项目的完美飞行

2008年11月11日

上个月，我曾许诺再次谈谈我最

近的亚洲、澳洲和新西兰之行。我

在访问亚洲、澳洲和新西兰期间，

始终萦绕心头的是环境问题，以及

航空业需要采取哪些举措以缩小占

全球2%的碳足印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行业

正在做出多项努力。可持续性的生

物燃料、复合材料技术、新型气动

设计和空中交通管理的改进，这些

只是核心领域的几个代表而已。

就在今天，波音和新西兰航空公

司宣布，他们将在下个月利用一架

747-400进行可持续性生物燃料的

试飞。这是向生物燃料的认证和可

行性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不久前，由新西兰航空公司一架

777-200ER执飞的从奥克兰到旧金山

的航班是向正确方向稳健地迈出的

另一步。这次被冠名为“热望1号”

的飞行代表了亚洲和南太平洋地区

的减排举措。然而，新西兰航空公

司只是称之为“完美飞行”。

 “热望1号”的飞行致力于在三

个方面降低油耗和排放—采用最优

化的离场，即飞机尽快从停机门滑

行至跑道；最优化的协作式海洋空

域航迹，即飞机尽可能飞最直接、

燃油效率最高的航线；海洋空域

“定制进场”—能在小推力条件下

实现连续下降进近，即飞机使用最

小的推力平稳下滑至跑道。

为什么将进近称为定制进场，这

次定制进场。

所有这些努力取得了一些令人

印象深刻的成果。在旧金山机场完

全采用定制进场方式所节省的燃油

平均为34%- 3 9%（从下降顶点

至着陆的过程中，节省值取决于机

型）。据波音和美国联邦航空局预

计，碳排放目前已减少50多万磅。

10月22日，“热望”项目的第

二次飞行是由快达航空一架从洛杉

矶飞抵墨尔本的A380完成的。在本

周末之前的11月14日，美联航的一

架747将从悉尼飞抵旧金山，完成

“热望”项目的第三次飞行。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波音和空

客飞机都参与了这个项目。没错!

只有当波音、空客以及整个行业携

手合作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时，

“热望”项目和其他举措才能真正

地不同凡响。

是因为管制员能够在从下降顶点到

着陆的过程中查看飞机的航迹，并

进行“定制”，以防出现妨碍进近

进程的状况。

定制进场式进近程序由波音公

司制定。根据新西兰航空公司总飞

行师的预计，采用这种进近方式的

“热望1号”在向旧金山机场进近的

过程中将节省大约700公升（182加

仑）燃油。

总体而言，在从离场到着陆的

整个飞行过程中，“热望1号”航班

比它在正常情况下的油耗减少4%，

即节省1200加仑燃油。根据我的计

算，这将减少十几吨的碳排放。

自去年12月以来，旧金山国际

机场，波音先进的空中交通管理与

新西兰航空公司、美联航、快达航

空、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美国

联邦航空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采用受限运营的理念已完成了600多

ASPIRE to perfection

9月12日，新西兰航空公司的777-200ER延程客机执行“完美飞行”任务



维修单位审查和参与事故调查以及航

空公司的运行审定等重要工作。

更大舞台
加入波音公司更是包括我在内大

多数民航维修人员对于实现自我更高

的追求。波音中国公司从2000年开始

尝试招聘本地雇员，给我提供了一个

机会：我了解航空公司管理流程，知

晓管理当局的监督要求，更重要的一

点是我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更好地

加强航空公司，管理当局和制造厂家

之间的沟通，在彼此间构建紧密关系

的桥梁。这个角色能够为实现波音公

司协助中国民航体系构建基础设施贡

献更大的力量。

琐碎的工作项目，繁多的翻译工

作随时都在扩展着我的知识面。我几

年来参与了多家国内航空公司的维修

工程评估，现在已能够自信地完成所

有波音中国公司向航空公司提供包括

维修质量管理、可靠性、持续适航维

修方案、生产计划和控制、预算和成

本控制、保留故障处理、维修记录管

理等全部的课程的培训。已主导完成

和民航总局合作的飞机维修方案管

理，持续适航维修方案，MSG-3 分

析逻辑等研讨会，以及与波音西雅图

的团队合作全力支持东方航空公司的

维修记录改进项目。

回顾过去的工作我深深地体会到

工作不分大小轻重，只要注意观察，

注重点滴，虚心学习，任何人都能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贡献，找准定

位。日常的点滴积累定能够汇成出色

完成工作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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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与我

“积跬步 至千里”

记得从儿时起我就对蓝天上翱翔

的飞机充满好奇，邻居的老爷爷碰巧

也是个“飞机迷”，经常绘声绘色地

给我们讲起有关飞机的故事。现在我

投身于民用航空业虽不能完全归结于

儿时的好奇心，但能如此全情投入和

努力还是或多或少地受了他的影响。

实现愿望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有幸被中

国民航大学录取。对航空知识渴求和

对未来美好前景的憧憬促使我努力学

习好每一门专业课，特别是飞机和飞

机系统相关的课程。

至今我仍然清晰记得，在校期

间，每当做飞行训练的波音747飞机飞

过学院机场上空准备五边进近时，所有

的同学都会情不自禁地将目光转向窗

外，凝视着徐徐降落的巨型波音747SP

飞机。我当时暗下决心，将来有机会一

定要学习了解并从事波音747飞机的维

修工作。如我所愿，1982年毕业后我

真的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北京管理局机务

大队（现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飞

机维修分部）从事波音707和747飞机

的维修工作，实现梦想了！

点滴积累汇流成河
虽然当时的体制给予个人发展

的空间有限，但我坚信机会总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的。1989年北京飞机维

修工程有限公司的成立最早将西方的

先进管理理念引入中国，为中国民航

业的维修工程管理注入了新的动力。

我作为飞机维修分部中德双方经理的

助理和翻译，拥有了更多机会了解西

方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流程。几年的管

理工作让我认定了也许别人仍不能认

同的观点，即良好的飞机维修业绩是

“管”出来的而不是“干”出来的。

中国民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适

航管理对促进中国民用航空维修业的

发展和与国际先进管理方式的接轨起

到了更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1995年

我调入民航总局适航中心从事适航工

程管理工作。事实证明在企业十几年

专业知识的积累对适应新的角色帮助

甚大。我很快就参与和主导了维修行

业标准的编写，重大工程事件调查，

波音客户支援工程师  姜国权

Constant effort brings success 

只要注意观察，注重点滴，虚心学习，任何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
岗位上做出自己贡献，找准自己的定位。

波音驻场代表联络方式    中国区（全球第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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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电话  （00852）2296－1439
传真  （00852）2286－0400

Dennis Cheng
手机  （00852）9143－7475

济南
电话  （0531）8873－4643
传真  （0531）8873-4644

John Dingman
手机  （0）138-6419-1210

昆明
杨亦
电话  （0871）717-5270
传真  （0871）711-6630

Larry Poston
手机  （0）138-8808-6984

上海
电话  （021）6835-8388/8389
传真  （021）6835-8106

Tom Price
手机  （0）136-6144-7182

柯骥
手机  （0）136-6191-3847

蔡献聪
手机  （0）136-3661-5536

上海
邱颖颖
电话  （021） 5113-5155
电话  （021） 5113-5156
传真  （021） 6268-7506

Ron Brown
手机  （0）137-8898-0747

李宏民
手机  （0）137-6198-0863

刘健
手机  （0）138-1694-7772

深圳
电话  （0755）2777-7602
传真  （0755）2777-7602

Chris Nienhuis
手机  （0）136-0040-6209

姜卫星
手机  （0）135-1085-8440

乌鲁木齐
由波音广州驻场代表负责

厦门
电话  （0592） 573-9225
传真  （0592） 573-9226

Jeffrey James 
手机  （0）136-1602-6413

邓小禾
手机  （0）137-7993-5163

香港
区域总监 Mark Dickinson
电话  （00852）2350-9592
传真  （00852）2914-0114

北京
李京钰
电话  （010）6459-5783
传真  （010）6459-5769

Keith Childs
手机  （0）136-5107-1937

Tom Lane
手机  （0）137-0115-1047

田禾欣
手机  （0）138-0121-5415

陈涛
手机  （0）139-1015-9455

张晋川
手机  （0）136-0106-5690

成都
电话  （028）8570-4278
传真  （028）8570-3206

Jerry King
手机  （0）137-0817-5842

广州
张婕
电话  （020）3606-8200
电话  （020）8612-2966
传真  （020）3606-8201

Reza Shafii
手机  （0）136-0902-0714

陈刚
手机  （0）136-0901-0941

Joel Hunt
手机  （0）136-0001-2064

海口
电话  （0898）6575-6734
电话  （0898）6575-6735

David Schremp
手机  （0）138-0769-0789

吴思
手机  （0）137-0758-6067

香港
电话  （00852）2747-8945
电话  （00852）2747-8946
电话  （00852）2747-8175
传真  （00852）2363-8259

Rich Kozel
手机  （00852）9143-7476

Karl Henry
手机  （00852）9183-0747

Bharat Kapadia
手机  （00852）9303-2747

Judy Lee
手机  （00852）9353-3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