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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Opening Remarks

In May I had the pleasure of visiting the Shanghai Expo and welcoming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to the Boeing Shanghai 
Aviation Services facility. Boeing Shanghai,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Boeing, 
the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and Shanghai Airlines,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China Eastern Airlines, is China’s newest maintenance, repair 
and overhaul facility.  

Secretary Clinton addressed a group of U.S. and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in front of a newly delivered China Eastern Airlines Boeing 737-700, which 
was painted in the Shanghai Expo livery. Secretary Clinton referred to the 
airplane as “a great example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spirit of the (Shanghai) Expo.”  The Secretary’s words 
characterized the true essence of the Boeing and China partnership. A 
38-year partnership dedicated to working together for mutual benefit. The 
737 next to Secretary Clinton was built with major parts and components 
from China and is supported by a team of experts trained by China Eastern 
Airlines and Boeing.  

Secretary Clinton pointed out that greater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rising 
exports help create jobs for both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and 
contributes to a higher living standard in both countries. The Secretary’s 
remarks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trade to the global economy.  
Boeing is a corporate leader in advocating strong and stabl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oeing and its partners in China collaborate across a full spectrum of 
projects and programs. Together, we have a long-term commitment to 
develop the China market. We are partnering in the areas of training, 
manufacturing, aviation safety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Just recently we 
expanded that partnership even further. Boeing along with representatives 
form the Chinese energy sector announced joint research initiatives in the 
area of sustainable biofuels. This initiative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China and 
will take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benefits of developing sustainable biofuels. 

The Shanghai Expo is a world-class event and highlights the dynamism of 
China in general and Shanghai in specific.  The USA pavilion, which Boeing 
is an official sponsor, is a platform for visitors to experience American 
culture and its people. Boeing congratulat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Expo organizer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is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nd historic event. 

今年五月，在赴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我很荣幸地在上海波

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波音)接待了美国国务卿希拉

里·克林顿一行的来访。上海波音是中国最新的飞机维修和大修工

厂之一，其三大股东分别是波音公司、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全资所有的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在一架刚刚交付东航的波音737-700前，希拉里向中美商界高

层发表了演讲。她将这架上海世博会涂装的飞机称为“中美两国公

司追随世博会精神、携手合作的绝佳范例”，这生动地诠释了波音

和中国伙伴关系的实质。38年来，波音与中国航空业伙伴密切合

作，互惠双赢。就希拉里身后的这架737飞机而言，其主要零部件

由中国供应商生产，并且，为这架飞机提供支持服务的团队源自东

航和波音共同培训出的专家小组。

希拉里指出，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外贸水平不

断上升，为中美两国均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进一步提高了两国人

民的生活水平。她强调了贸易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而在推动中

美贸易关系强劲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波音公司无疑在企业界起到了

领袖的作用。

推动中国航空业的发展是波音和中国合作伙伴共同秉持的长期

承诺。波音与中国在航空培训、制造、航空安全、技术研究等多个

领域上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不久前，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合作范围：

波音和中国政府能源部门的代表共同宣布，将联合研究可持续发展

的生物燃料。这是中国第一次开展同类项目，该项目将对可持续生

物燃料的环保性能和社会经济效益展开全面研究。

上海世博会是一场世界级的盛会，它充分展示了上海乃至全中

国的活力与魅力。波音是世博会美国展馆的官方赞助商之一。 美国

馆为游客们体验美国文化、了解美国人民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上海

世博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波音向中国政府、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和中

国人民表示衷心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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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恢复可持续增长作出了贡献。”

“波音与中国渊源深远。波音在1916年聘用的第一位

工程师就是一位中国人。波音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就来

到中国开展业务。如今，中国现役的民用飞机中有一半以

上是波音制造的飞机。中国航空运输的增长将为国内外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正因如此，胡锦涛主席肯定波音在

中美贸易中的角色，认为波音是中美两国之间‘双赢’

合作的典范。”

在上海波音接待希拉里一行的包括波音国际总裁谢泼

德·希尔、 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上海波音首席执行官伯

纳·汉西等波音高层。希尔在讲话中说到：“上海波音是

波音与中国38年合作伙伴关系中结成的最新的合资公司，

波音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贯穿生产、培训、航空安全和技术

研发等多个领域。就中国而言，我们相信这种合作关系为

中国航空业的增长注入了活力。而对波音及其在美国的员

工而言，这意味着通过出口实现商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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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3日，借访问中国、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之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参观了上海波

上海波音赢得更多客户

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波音）

是2006年6月由波音公司、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和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合资企业。上

海波音主要对国际性、地区性以及中国国内航空公司提

供高质量的改装、维修和大修服务，近期屡受国际客户

青睐，先后赢得与韩国、泰国、爱尔兰等地多家航空公

司的维修合同。

● 在2010年2月获取韩国民用航空安全局的维

修许可证之后，上海波音于5月13日与基地在韩国首

尔的济州航空（Jeju Air）签署波音737-800型飞机

的C检维修协议。

C检为在机库中进行的全面的阶段性维护检查工

作。本次协议拓展了双方的维修合作。

主要运营济州岛至韩国大陆以及其他的国际航线

的济州航空成为了上海波音获得认证后的首家韩国

客户。

● 5月，上海波音与基地在泰国曼谷的商务航空公

司（Business Air）达成了767-300机型大修协议。

商务航空公司成立于2008年，在亚太地区运行国际

包机航班。

●  6月17日，上海波音又与世界领先的民用飞

机租赁和融资公司通用电气商业航空服务公司 (GE 

Commercial Aviation Services，简称“GECAS”) 达成

退租检修的通用条款维修协议。

GECAS总经理兼技术部执行副总裁肖恩·弗兰纳

先生与上海波音首席执行官伯纳·汉西先生共同在位

于爱尔兰的GECAS香农总部签署了此项协议。协议的

签订为上海波音将来获取GECAS退租检修业务奠定了

基石。

“建立高质量维修服务供应商网络对于为我们的重

点客户提供支持至关重要。” 弗兰纳先生说，“我们欢

迎上海波音通过这个协议进入我们的网络。”

退租检修业务为上海波音不断提升的维修能力提供

了另一重要市场。

“我们很高兴与世界卓越的飞机租赁公司一起达

成这一重要里程碑。” 汉西先生说，“我们期待与

GECAS建立长期互利的业务关系。”

以世博精神推动合作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spirit of the Expo

Boeing Shanghai wins more customers

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位于浦东机场的机库，并对

在场的波音、上海波音员工以及来自诸多美国企业的驻华

代表发表了演讲。

背对着上海波音机库中一架东航世博会涂装的波音

737，希拉里在开场白中说：“首先我要感谢波音国际的

总裁希尔先生（Shep Hill）和上海波音的首席执行官汉

西先生（Bernard Hensey）的盛情款待，同时我要感谢

东航为此次活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背景——一架世博会

涂装的波音737飞机，这正是中美两国在世博精神的感召

下携手合作的完美范例。”此前，希拉里刚刚参观了世

博园美国馆和中国馆。

希拉里还高度评价了波音在中美两国贸易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以及飞机制造业对于两国的经济和就业方面所做

的重要贡献。“航空航天业是美国领先的出口行业。每产

生10亿美元的销售额，航空航天业都为美国创造11,000个

就业机会。其中很多都是高收入、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为

希拉里在一架东航世博会涂装的波音飞机前面演讲

希拉里与波音国际总裁希尔亲切交谈

希拉里与民航华东局沈泽江局长合影

专  题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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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ing launches Boeing Dreamscape at Shanghai Expo 2010

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美国馆的官方赞助商之一，波音公司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推出主题

为“连接梦想”的多媒体展示，在为参观者带来全新互动式体验的同时，促进不同文化和国家间

的交流。

连接梦想 拉近距离
上海世博会是一次探讨人类城市

生活、展示人类文明成果的的盛会，

旨在推动世界各国相互交流与借鉴，

同时吸引人类社会对最先进科技成果

的关注。上海世博会还充分展示可持

续发展理念，着眼于人类经济社会长

远发展。而美国馆此次的主题则是在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建立积极而友好的

情感纽带。

所有这些世博会的理念与精神，

所有这些人们对于世博会的憧憬和期

待，无一不与波音一直所倡导的创新

精神以及连接世界、连接不同国家的

人们和文化的宗旨相契合。这也是波

音成为美国馆赞助商的原因。

波音公司的飞机帮助人类实现着

飞行的梦想，拉近着世界各地之间的

距离，让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村变得更

小。近年来，波音的技术创新更是集

中体现在节能减排等环保相关的领域,

为航空业以及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助

力。在美国两国之间的贸易以及两国

文化交流上，波音也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波音是中国双边贸易的带头人，

是中国航空业最大的海外客户，也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设在美国馆的波音梦景（Boeing 

Dreamscape）多媒体互动展示，将通

过全新方式帮助世博会的参观者与中

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各自的旅

行梦想和经历、分享他们在本次世博

会上的体验与感受。

波 音 中 国 总 裁 王 建 民 表 示 ：

“作为中国航空业近40年的合作伙

伴，波音希望支持上海世博会取得

成功。世博会不仅展现了中国的成

就，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对建设一个

美好世界的承诺。”

专  题 Feature

连接梦想：
波音赞助上海世博会美国馆并
推出多媒体展示

波音梦景多媒体展示
波音梦景（Boeing Dreamscape）多媒体互动展示是与波音此次专为世博会制作的波音梦景网站（http://www.

boeingdreamscape.com/）相连接并实现信息共享和互动的。网友可以将自己的有关旅行主题的照片上传到Dreamscape

网站，这些图片就会被自动上传至世博会美国馆的波音Dreamscape多媒体墙。而观众可以通过触屏感应的方式选择查看

自己喜欢的照片，与多媒体墙以及波音梦景网站实现互动，奇妙的景象变幻在指尖的轻轻滑动中完成。
波音梦景展墙

1933年，波音公司隶属于威廉·波音拥有的联合飞机与运输

公司。该公司在芝加哥世博会上进行了大规模展览，展品包

括一架波音247型飞机——世界上首款现代客机

1962年在西雅图举

行的世博会上，波

音进行了大规模展

出并为世博会修建

了太空馆（目前仍

在接待游客）

1939年的世博会在旧金山珍宝岛举行，当时展出了一架波音

B-17飞行堡垒

图为波音梦景Boeing Dreamscape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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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食物链、不与淡水资源竞争、不改

变土地利用的原料。

波音与中国
合作开发航空生物燃料
Boeing and China jointly launch biofuel initiatives

2010年5月27日，波音公司、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来自中

国国家能源局及全球航空业的代表宣

布共同签订一份合作谅解备忘录，对

中国建立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产业进

行评估。该项战略性评估工作在华尚

属首次，将全面评估可持续替代燃料

开发对环境及社会经济带来的益处。

该 项 目 将 评 估 可 持 续 航 空 生 物

燃料开发的各个环节，具体包括农艺

学、能源输入及输出、全寿命周期排

放分析、基础设施和政府的政策支

持。评估工作预计2010年6月开始，是

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美国贸易发展署签

署的、涵盖更广泛的可持续航空生物

燃料协议的一部分。此协议旨在推动

中国航空生物燃料的应用和产业化。

其余美方参与公司包括AECOM公司、

霍尼韦尔旗下的UOP公司和联合技术

公司，而中方团队由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牵头。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石油、

波音和霍尼韦尔旗下的UOP公司宣布

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利用中国种植和

加工的生物质可持续生物燃料实现首

飞。中国石油将提供生物质原料，由

UOP公司加工为航空燃油。此次生

物燃料试飞将在中国进行，以凸显整

个供应链从种籽到飞行全过程的可行

性。试飞时间、地点等其它细节将在

晚些时候公布。

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表示：“波

音正在全世界范围进行生物燃料的开

发。可持续生物燃料有助于减少碳排

放，同时能减轻航空业对化石燃料的

依赖程度。通过在中国签订的这些协

议，中国航空界及业内领导展示了其

杰出的能动性以及力争开发出清洁、

可持续的航空燃油供应链的决心。”

此 外 ， 波 音 研 发 与 技 术 部 、 中

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和过程研究所

（青岛生物能源所）也于5月25日宣

布签署一份合作备忘录，以扩大研究

合作规模，将其它研究机构纳入可持

续航空生物燃料供应链并合作研发藻

类航空生物燃料。双方宣布组建一个

联合研究实验室，致力于开发藻类种

植、收割和加工技术。该联合研究实

验室将落户青岛，由波音中国研发中

心和青岛生物能源所共同管理，合作

重点将放在研发技术的商业应用上。

青岛生物能源所于2006年由中国

科学院和山东省政府、青岛市政府共

同建立，是目前国内专门从事可再生

能源与绿色材料领域研究的国立科研

机构。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开发

生物基能源、生物基材料的资源、技

术、产品和过程。

波 音 中 国 研 发 与 技 术 副 总 裁 艾

博恩（Al Bryant）表示：“与单方面

的努力相比，我们坚信，合作能更高

效、更及时地为生物燃料原料以及新

加工技术的研发提供支持。我们将在

中国和全世界范围寻求能加快生物燃

料应用和扩大航空生物燃料生产规模

的技术。”

青 岛 生 物 能 源 所 副 所 长 彭 辉 谈

到：“我们很高兴与波音公司合作推

动微藻航空生物燃料的研发。结合青

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的科技优势

和波音在航空界的影响力，毫无疑

问，我们将一起开发出高质量的航空

燃料和优势技术。”

波音一直处在可持续航空生物燃

料研发的前沿，目前正积极地与多家

研究机构合作，为满足全球的需求寻

找地区性解决方案。波音迄今已帮助

美国、澳大利亚、欧洲、中东、印度

和中国的高校及研究所为生物燃料的

研究立项。

波音的目标是藻类及其它可再生

资源生产的可持续生物燃料，这些原

料不与粮食作物竞争土地或水资源。

可持续生物燃料能在整个生命周期内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可减轻航空

业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

波音研发与技术中心是波音公司

负责研究、技术与创新的重要机构。

它与波音民用飞机集团一起，与全球

航空公司、学术界、领先的环保机构

◆ 每年至少产出6亿加仑生物燃料
◆ 创建5-10个原料/燃料生产项目

技术的重点
战略和商业重点

和行业通力合作，开发可再生航空燃

油。可持续航空燃油开发是航空业降

低碳排放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应用潜力的植物原料是指不影响全

专  题 Feature

波音帮助航空业到2015年实现可持续
生物燃料市场可行性的方法

原料可行性

确保所有原料供
应商的总供应量
足以支持年产6
亿加仑生物燃料

机场基础设施

确保基础设施每年
足以交付6亿加仑
以上的可持续生物
燃料

商业生产

确保商业生产的
产能和业务模式
支持每年交付6亿
加仑可持续生物
燃料

可持续方法

在寻求民用航空
生物燃料解决方
案的过程中，确
保对可持续方法
的支持和拥护

波音中国研发与技术副总裁艾博恩（Al Bryant）在中美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技术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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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787

自2004年4月波音787项目启动以来，全球共有57家

客户订购了866架787飞机，使梦想飞机成为航空史上最

为畅销的新民用机型。首架787预计于2010年第四季度交

付。近期波音787的准备工作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成功完

成终极载荷测试；圆满试飞1000小时；首期维修培训顺利

结业；同时，总装厂已经初具规模，饰件机加工和组装地

得以敲定，其他相关准备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波音787终极载荷测试确认成功
2010年4月9日，波音宣布787梦想飞机机翼终极载荷

和机身折弯测试达到所有测试要求。公司是在充分分析了

787静力测试机身的测试结果后宣布上述消息的。

3月28日，测试机身上加载了相当于飞机运营中可

能经历的最极端受力1.5倍的力量。机翼在测试中向上弯

曲了约7.6米，机身增压达到正常运营条件下最大压力的

150%。

在评估该项测试的成功标准时，波音的专家们研究了

测试过程中收集的成千上万个数据点，以确保飞机所有部

件的表现都达到预期值。

波音查尔斯顿787总装厂初具规模
4月20日，波音查尔斯顿787总装和交付工厂的第一

个钢制梁柱到位，使波音朝着787梦想飞机全面投产又

迈进了一步。

在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的波音工厂，项目团队建

造、组装787后机身段并在后机身段上安装系统，同时将

来自其他供应商的机身中段组装到一起。新厂房的面积为

92903平方米，波音将利用该设施进行787的总装，并将从

这里将787交付给世界各地的客户。

新厂房的施工正如期进行，787生产预计将于2011年7

月份正式开始。2012年第一季度，波音将从查尔斯顿工厂

交付首架787飞机。

波音将在南卡罗莱纳州造787部分内饰

5月4日，波音选定南卡罗莱纳州作为787梦想飞机内

饰件机加工和组装地，以支持南卡罗莱纳州北查尔斯顿目

前在建的787总装和交付设施。

新设施名为波音南卡罗莱纳机加内饰部。毗邻波音查

尔斯顿工厂的新设施将有助于波音提高总装和交付流程的

效率。作为华盛顿州埃弗雷特波音内饰责任中心的分支，

它将需要150名员工并充分利用整合后的单一生产系统所

带来的优势。该机加内饰团队为787生产包括行李舱、衣

橱、隔断、舱位隔墙、乘务员使用的地面行李舱、机组头

顶休息舱、乘务组头顶休息舱、视频控制台和乘务员模块

在内的内饰部件。

787中国客户准备会北京召开
5月20日，波音在北京组织召开了787运行准备高层会

议。来自中国民航总局、航空公司以及五家主要供应商的

高层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内容主要包括787项目进展介绍、试飞进程介绍

以及回顾正在执行中的波音及其供应商共同制定的787投

入运营准备方案。波音787项目服务与支持总监麦克·弗

莱明（Mike Fleming）以及787运行准备项目总监拉

里·斯雷（Larry Slate）特共同主持了此次会议。波音从

06年就开始在中国举办787运行准备会议，以帮助航空公

司客户为全新的787飞机的到来做好准备。

波音787圆满试飞1000小时
近日，波音787梦想飞机试飞机队已完成1000小时的

试飞。在获得全新787飞机首款机型认证的过程中，试飞

项目组估计目前已完成约40%的测试工作。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副总裁兼787项目总经理斯科

特·范切尔（Scott Fancher）表示：“尽管还有更多工作

要做，我们的试飞进展非常顺利。比试飞小时数更重要的

是我们已完成的测试项目。在获得所需数据方面，试飞团

队效率卓著。”范切尔还说：“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地面

测试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波音             

波音对787机翼进行终极载荷测试

全日空飞行员试飞787

787试飞项目完成1000小时

波音在787 3号试飞飞机上展示全新内饰

试飞进行时
787 on track



参与“放飞梦想——波音航空科

普教育活动”的北京小朋友们已经参

加了近一学期的航空科普教育课程，

说起航空知识来已经头头是道，他们

一边领着玉树小朋友参观学校和航模

教室，一边和他们分享起自己掌握的

航空知识。为了让玉树的小朋友也能

有机会亲手实践一下，“波音少年”

们还热情地当起了老师，和玉树小

朋友们一起制作起飞机模型来。简

单的几个步骤后，一个简易的飞机

模型就完成了，看着大家一起动手

制作的模型试飞成功，孩子们的快

乐溢于言表。

活动现场，北京小朋友还为玉树

小伙伴送上了亲手制作的礼物，一架

架纸飞机上写满了小朋友们的祝福，

“希望咱们能成为好朋友！”、“祝

你们天天快乐！”、“加油！让我们

一起实现梦想！”，简单的话语表达

着孩子们真诚的愿望。来自玉树12岁

的扎西江永小朋友表示，“这次来到

北京很高兴，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今

天还学会了做飞机模型，以后会好好

努力，报答所有关心我们的人。”

关注青少年的成长是全社会的责

任。波音公司表示，“放飞梦想——

波音航空科普教育活动”将继续深入

开展下去，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精彩回眸 Highlights

波音飞机健康管理项目受中国航空公司青睐
Boeing AHM program favored by Chinese airlines

——波音飞机健康管理（AHM）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10年5月，波音飞机健康管理

（AHM）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

中国民用航空局、20家航空公司、以

及民航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的共约80

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研讨会

上，来自波音公司的专家团队解读了

AHM的开发历程、应用价值，并对各

模块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说明。

在此次研讨会期间，波音与翡翠国

际航空货运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翡翠航

空将采用波音飞机健康管理系统以监控

其包括六架747-400货机在内的机队。

翡翠航空将在运营中采用飞机健康管理

的所有三个模块，包括实时故障管理、

性能监控和定制警示与分析。

翡翠货航首席执行官凯·克拉奇

（Kay Kratky）机长在签署协议时表

示：“我相信波音飞机健康管理能够极

大地提高我们飞行运营的效率和可靠

性。我期待与波音进行更多合作。”

实时故障管理模块将飞行中的信

息传递给地面站进行诊断并实时作出

运营决策，按需安排维修工作并部署

必要的人员、零部件和设备；性能监

控将使翡翠航空可以分析飞机性能数

据，以便改进飞机的燃油效率和飞行

规划；通过自动监控、收集并传输胎

压、氧气压力、液压油、辅助动力装

置和发动机滑油水平等服务信息；定

制警示与分析使航空公司可以解决逐

步发展中的飞机系统问题，损耗趋势

将有助于维修计划的制定并优化服务

间隔期。 

同时，研讨会上，波音民用飞机

集团航空信息服务总监莱斯利·劳尔

（Leslie Lauer）为国航颁奖，对国航

作为波音AHM项目在中国的第一家客

户所表现出的远见和领导力表示高度

赞赏。

2009年7月，波音和国航宣布，

国航选定波音飞机健康管理产品，用

以监控国航的117架在役和已预订737

飞机的机上情况。随后，国航及其航

空货运姊妹公司国货航宣布，将AHM

方案扩展至波音777和747-400机队。

波音AHM是一套以信息驱动的

系统，可以帮助航空公司优化计划外

维修工作管理。波音AHM是波音生命

周期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飞

机交付至退役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这

项宏伟愿景为客户使用创新产品提供

帮助。波音AHM通过MyBoeingFleet.

com网站工作，告警和通知可通过互

联网、传真、掌上电脑、电子邮件和

寻呼服务发送给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AHM是波音实现航空公司e功能支持这

一宏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

一目标，信息技术、连接性和战略集

成将为航空公司带来更高效率和优化

的运营。

翡翠航空B747-400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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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北京少年牵手 共同“放飞梦想”

2010年6月23日，由北京市教

委、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波音公

司共同主办的2010年“放飞梦想——

波音航空科普教育系列活动”组织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活动，邀请来自

玉树灾区的孩子们和参与“放飞梦

想”系列活动的北京“波音少年”们

一起学习航空知识，共同放飞梦想。

在北京小伙伴的帮助下，来自玉树灾

区的孩子们做出了简单的飞机模型。

小小的模型载着他们的梦想和北京小

朋友的祝福飞向蓝天，也让他们露出

了会心的笑容。

波音情系玉树  送上爱心礼包
一个月前，20多名玉树地震孤儿

在中国儿慈会的努力下，抵达北京欢度

六一、休养身心。这批孩子受到了很多

爱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也得到了一向

热心公益事业的波音公司的关注。

活动现场，北京市教委、北京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和波音公司领导还给

玉树灾区的小朋友们送上了“波音爱

心大礼包”，里面包括他们最需要的

学习用品等，鼓励这些孩子勇敢地追

求自己的梦想。

波音中国区总

裁王建民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玉树

虽然经历了灾难，

但孩子们依然表现

得十分坚强，相信

有全社会的关心和

帮助，孩子们一定

能战胜灾难，重新

燃起希望。青少年

象 征 着 青 春 和 活

力，是一个民族的

未来和希望。每一

个小小的梦想，都有可能成就一个民

族伟大的未来。我们希望波音所贡献

的些许力量能为这些孩子的童年留下

一笔美好的印记，让他们的未来更加

精彩！” 

两地小朋友快乐互动  共同放
飞梦想

刚刚抵达九一小学，来自玉树的

13名小朋友就受到了“波音少年”们

的热情欢迎。虽然大部分玉树小朋友

只会说几句简单的汉语，但是天真的

孩子们还是很快打成了一片。

北京“波音少年”与玉树小朋友一起制作飞机模型

波音中国王建民总裁为玉树儿童送上关爱

Yushu and Beijing children join hands to fly their 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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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眸 Highlights

747-8项目稳步前进
747-8 program progresses steadily

2010年5月，波音位于华盛顿州

埃弗雷特的工厂开始首架747-8洲际

飞机的组装。6月14日，747-8机身

的组装开始。机械师将这款新飞机长

9.6米的前机身段面板安装在组装工具

上。这些面板是第41段机身的组成部

分，该段机身包括上舱内的驾驶舱和

主舱内的前客舱，大多数航空公司通

常将这部分客舱用作头等舱。德国汉

莎航空公司是此款燃油效率超卓的新

客机的首家航空公司客户，总共订购

了20架747-8洲际飞机，并保留了另

外20架的购买权。

货机方面，随着三架747-8货机陆

续加入试飞项目，以及南加州的运行测

试逐步展开，6月7日，货机项目又取得

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一架全新的卢森堡

货航（Cargolux）涂装747-8货机缓缓

驶出波音机库，这是一架喷有卢森堡货

航最新涂装的747-8，也是第一架航空

波音日前宣布再次提高新一代737项目产量，将此前

宣布的2012年年初将实现的月产量从34架增至35架。

今年5月，由于新一代737的需求持续强劲增长，波音

决定将月产量从31.5架提高到34架，并表示有计划研究产量

的进一步提高。今天宣布的消息印证了此前对该市场长期增

长的预期，也是对供不应求的市场压力的回应。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波杰（Jim 

Albaugh）表示：“我们的客户一如既往地对新一代737飞

机表示青睐，他们行使订单购买权并签署新的订单。我们

已经对目前的储备订单进行了有效管理，提高产量的决定

是我们充分计划和准备的结果。我们将在增产的同时继续

关注需求的变化。”

波音及其供应商将为今后18个月的增产做好准备，对

准备工作的就绪情况进行评估，并确保有条不紊地将目前

31.5架飞机的月产量加以提高。预计增产不会对2010年的

财务业绩带来实质性影响。

新一代波音737项目在改进导航和提升性能及乘客舒

适性方面继续实现创新。该项目将在十月份交付首架装备

有波音天空内饰的737飞机。此外，计划在2012年初期之

前实施的一整套性能改进也在进行当中，这一举措预计将

降低2%的油耗。

公司客户涂装的747-8货机。 卢森

堡货航是747-8货机项目的启动客

户之一。

波音747-8包括747-8洲际飞机

和747-8货机，项目于2005年11月启

动。波音已拥有109架747-8飞机的订

单，其中有33架747-8洲际飞机和76

架747-8货机。首架747-8洲际飞机预

计将于2011年年底交付。

波音参加2010亚洲物流双年展
Boeing exhibits at Air Cargo China 2010

2010年6月8日至10日，波音在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的第四届亚洲物流双年展展示了自

己的货机家族。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负责货机市场

营销的区域总监Tom Hoang代表波音参加了展会

及其期间举行的货机市场趋势研讨会。他在研讨

会上指出：“世界货运航空在2010年3月相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24.4%，这是连续第五个月超过去

年同期水平。”

Hoang同时指出，世界航空货运市场正在经

历一个显著的恢复上升期，而亚洲市场相关的航线

则是增长率最快的，这也与亚洲国家的制造业实

力相匹配，还有一个因素是美国航空货运进出口

量跟去年同期相比也有显著提高。波音的数据是

来源于美国商务部提供的相关产业信息和数据。

同期能耗降低了32%，有害废弃物减少了38%，水的消耗

减少了43%。

除提供详细的排放核算结果以外，环境报告聚焦于波

音为改善其产品环保性能并减小波音飞机在全球运营留下

的碳足印而正在采取的行动。具体包括：

◆ 制造全世界最新的两款飞机：787梦想飞机和

747-8飞机。与将要替换的同时代飞机相比，这两款飞机

的设计大大提高了燃油效率，排放也有所减少。

◆率先开展民用和军用飞机的可持续生物燃料的研发

工作。

◆ 寻求各种方法，提高全球空中交通管制网络的效

率，使乘客能更早抵达停机门，并使得民用航空运输业的

碳足印有可能减小12%。据估计，民用航班时长平均每缩

短1分钟，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将减少480万吨。

◆ 与全球供应商通力合作，帮助他们减小碳足印并改

进其业务运营。

◆ 减少制造及维护航空业产品所需的化学物质。

◆ 研发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其它清洁能源技术。

波音发布2010年度环境报告
Boeing reports on it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波音公司在近期发布的2010年度环境报告中强调，在

未进行收入调整的情况下，公司在环保方面取得了稳步和

决定性的进展。

自2002年以来，波音位于美国的主要设施其二氧化碳

排放降低了31%，这是基于收入调整后的数据。波音公司

Tom Hoang主持亚洲物流双年展的中国航空货运论坛

波音737飞机月产量增至35架
Boeing 737 production rate increases to 35 per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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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BBJ in China conducts first commercial flight 

BBJs – the ultimate standard in space, comfort and freedom

中国首架大型公务机波音BBJ商业首航

日 前 ， 由 亚 洲 最 大 的 公 务 机 公

司——金鹿公务航空引进的国内首架

波音公务机（BBJ）顺利完成首次商

业飞行，预示着我国公务机市场发展

已进入全新时代。

公务机是在行政事务和商务活动

中用作交通工具的飞行器，也被称为

行政机或商务飞机。波音BBJ公务机

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大型喷气式公务

机代表机型之一。本架波音BBJ公务

机以737机型为基础，可搭载18名旅

客。其客舱内部可利用面积达到75平

米，相当于一个两居室的套房，真正

实现了空间的宽敞、舒适、实用。飞

机上配备有独立的卧室供客人休息，

还设立了独立会议区进行商务探讨。

同时，高级的独立卫生间，宽敞的吧

台，都让客户享受到了空中五星级酒

店的服务。

该架波音BBJ公务机的最大航程可

达到9500公里，可以保证从北京直飞

西雅图等美国西海岸城市，还能直飞西

欧和澳大利亚等地，洲际飞行能力卓

越。该飞机最大巡航高度为12496米。

“豪华质感、多区独立、功能齐

全、至尊感受”是这架波音顶级豪华

BBJ公务机的优势特征。对于中国公

务航空市场而言，顶级豪华波音BBJ

公务机的引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标志着中国公务机市场和金鹿公务航

空都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2010年3月19日，金鹿公务航空

在首都机场接收了本架波 音 豪 华

公务机。至此，金鹿公务 航 空 机

队规模扩增至23架，继续 引 领

波音公务机家族拥有比其它远程公

务机大两倍的空间，以奢华、舒适和自

由打造出一个契合私人、工作和旅行需

要的环境。波音公务机家族包括BBJ、

BBJ2、BBJ3和新加入的客

货两用型BBJ。

BBJ是新一代737-700

的高性能衍生机型，用于

公务和要客服务。BBJ结

合了737-700的机身尺寸

（33.6米）以及取自尺寸

和重量更大的737-800的

加强型机翼和起落架。这

一定制的组合为机主提供

了最大航程能力可达6210

海里（11501公里）、而所

需跑道长度不超过1829米

的公务机平台。

新一代737-800和737-900ER（延

程型）分别是BBJ2和BBJ3的原型机。

波音公务机针对未来的客户还推

出了客货两用型BBJ。客货两用型BBJ 

（BBJ C）可以在不到8小时内将全客机

构型改为全货机构型。这款飞机是政府

客户的理想之选：既可以用作要员出行

的专机、又可以用于运输部队、救援物

资或者医疗疏散。

波音公务机得益于737的性
能改进

波音致力于在2011年之前，通过机

身和发动机的一系列改进，使飞机的油

耗减少2%。飞机结构上的改进将减少飞

机的阻力并降低1%的油耗。

波音737的发动机合作伙伴CFM也

在力争利用CFM56-7BE发动机，将飞机

的燃油效率进一步提高1%。硬件的改动

将改进流经发动机的气流，使发动机以

较低的温度运转。根据不同的推力额定

值，发动机最多可降低4%的维修成本。

这些改进将纳入所有新一代737飞机和波

音公务机机型。

包括客货两用型在内的所有波音

公务机机型均装备融合型翼梢小翼。新

的波音公务机还装备了重量更轻的碳刹

车，此举将节约320公斤的燃油。重量减

轻后，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也相应

减少。

1996年结成的合作伙伴关系
波音公务机公司是波

音公司与通用电气公司于

1996年7月2日成立的合

资公司，旨在满足市场

对于尺寸更大、能力更

强、航程可达6000海里

（11110公里）以上的公

务机的需求。

根据合资公司协议，

波音负责日常运营和飞机

制造，通用电气提供飞机

发动机，双方共同提供客

户支持并进行涉及定价与

市场应用的决策。

波音公务机将 “绿色”构型（无涂

装无内饰）的飞机交付给客户，并安排

在Decrane飞机系统集成集团（PATS）

位于特拉华州的工厂为飞机进行远程辅

助燃油系统的安装。然后，波音公务机

被送往“完工中心”并按客户的选择完

成内饰安装。

BBJ、BBJ2和BBJ3提供的空间、舒

适度和实用性达到了其它制造商无法超

越的水准，同时还享受世界各地由专有

驻场服务代表提供的一流的产品支持。

国内公务机的发展潮流并保持亚洲最

大、最新的公务机机队，其中远程和大

型顶级豪华公务机增加至10架。后续金

鹿公务航空还将引进多架顶级豪华公务

机，以满足公务机市场爆炸式增长带来

的高端客户的需求。在机队规模不断扩

大和高端机型增加的同时，金鹿公务航

空将向世界一流公务机公司的运行服务

品质看齐，全力打造世界级的优秀公务

机品牌，并将公务机这一现代出行方式

推广给更多的高端人士。

金鹿公务航空是中国国内首家专

业运营公务机的公司，拥有全亚洲最

大且机型最新的公务机机队。目前金

鹿公务航空的机队规模达到了23架。

至2010年年底，金鹿公务航空将会陆

续引进全球顶级公务机，机队规模将

会达到惊人的35架。

波音公务机——
空间、舒适和自由的终极标准

波音公务机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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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鹿航空运营的中国大陆首架波音公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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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生产线

波音777飞机一直以高效著称。现在，777总装线正在以
更高的效率运转。

作者：埃里克·斐特斯-瓦普（Eric Fetters-Walp）

摄影：鲍勃·弗格森（Bob Ferguson）

十多年来，在华盛顿州埃弗雷特工厂的总装线上，波音777一直是以

“斜线”排列的方式生产的。这种排列方法下，飞机处于静态位置，比翼

相接。过去，波音飞机的所有机型一直都是用这种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

这种方法一直运行良好。然而,华盛顿州伦顿工厂的移动生产线大获

成功之后，人们发现，将飞机首尾相连地排列在移动生产线上，可以提

高产量。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波音777生产总监金·帕斯特加（Kim Pastega）表

示：“传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问题，但是移动生产线能够进一步提高产量

和生产效率。我们相信，现在的新方法能使我们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从传统方法过渡到移动生产线，波音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经过好几年的

筹备之后，波音公司在2006年首次启动了波音777的移动生产线的部分工

程。但到了2008年，由于要生产波音777货机，将整条总装线转型为移动生

产线的工作暂时搁浅了。

早在2002年，737项目就启用过一条移动生产线，因此，在777移动生产

线的计划和筹备过程中，777项目的管理人员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777项目

副总裁兼总经理拉里·洛夫提斯（Larry Loftis）表示：“737项目的经验给了

我们很好的借鉴。”洛夫提斯曾经在737改造生产线时担任该项目的总监。

自从777项目的移动生产线于今年1月12日正式启动以来，它就以平均

每分钟1.6到1.8英寸（4.1到4.6厘米）的速度移动。洛夫提斯介绍说，777

项目移动生产线成功地将777飞机的总装时间从26天减少到17天，这段时间

指的是从首个机身段装配到系统开始，直到飞机装配完成后的下线之日。

一个世纪前，亨利·福特（Henry Ford）率先在汽车行业引入了移

动生产线理念，自此以后，这一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型生产企业广为效

仿。波音公司是首家运用这一方法来生产喷气客机的民用飞机生产商。

2000年，波音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岛工厂投产了717移动生产线。波音公司

发现，移动生产线有助于缩减装配时间，同时，通过将精益原则融入生产

过程，还能节约成本。

就所装配产品的尺寸和复杂程度而言，波音公司的移动生产线跟许多

其他公司的移动生产线有着天壤之别。而777移动生产线被认为是最复杂的

民用飞机移动生产线。一架全新的空载777飞机自重366,940磅（166,441公

斤），包含约300万个零部件。

帕斯特加说：“777移动生产线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是从基线计划

波音埃弗雷特工厂的员工（右上、右下）在

移动生产线上上装配777飞机。飞机在移动

生产线上首尾相接（右中），而不是按照传

统的斜线位置排列。777移动生产线于今年1

月正式启动，将777飞机的总装时间从26天

大幅减少到17天。

“777移动生产线之所以与众不

同，在于它是从基线计划起步，并

将基线计划用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

数量级上。”

——金·帕斯特加，波音民机集团

777项目制造总监

Fine line – Boeing 777 movi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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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并将基线计划用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数量级上。它

需要每一位参与者的全力投入。”

洛夫提斯介绍说，在对移动生产线进行规划之前，

777项目的员工用了大量时间观察各部件如何装配到飞机

上，以及原有的生产系统是如何运转的。777总装线总监

盖里·麦库里（Gary McCulley）说，为了在这一过程完

成后上马移动生产线，各方必须全力协作，包括装配线工

人、机加工人、供应商、操作拖车使飞机沿生产线移动的

员工、以及所有相关人员。

洛夫提斯说，生产线转型还要求线上员工学习全新

的系统。这一系统对灵活性要求非常高。“转变总是困难

的。这一系统能使问题更加显而易见，因此，我们必须修

复这些问题而不是听之任之。整个流程还使我们关注所有

浪费现象，并力求杜绝浪费，”他说。

777总装线的生产经理斯蒂夫·霍尔（Steve Hall）表示，

现在装配线上任何突发的复发问题都会被迅速发现，因为任何

员工一旦发现严重问题，就能立刻让生产线停止移动。

“所有人都能看到生产线停止了移动。因此一旦出现

问题，大家就会很有紧迫感，”他说。

霍尔表示，迄今为止，在向移动生产线转型的过程

中，已经发现了好几个重大问题。目前，移动生产线二

期安装已经完成，发现的重大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现在

的目标是，到本夏季末完成三期工程，即移动生产线安

装完毕。

洛夫提斯表示，自今年1月移动生产线工程启动以来，

波音员工们热情高涨，因此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埃弗

雷特工厂的生产线上方安装了一些全新的大型显示屏，777

总装线团队可以通过这些屏幕检查自己在线上的表现。团

队很多人都有了自己的绰号。

洛夫提斯说：“在安装这条生产线的过程中，波音

员工群策群力，实现了不少重大突破。”帕斯特加对此

深表赞同，他表示，最开始有些员工对这一转变心存疑

虑，现在他们的疑虑大部分已经消除。“我想，现在的

团队已经完全认识到，这种转变能够提高777项目的价值

和竞争力。”

霍尔从1994年开始在777项目上工作，比777首飞的日

子还要早。今天，霍尔的办公室可以俯瞰777生产线。令他

高兴的是，移动总装这一新战略已经开始实施，这

将为777飞机项目带来长远成功。他说：“看

到大家为了这条生产线努力工作，密切配

合，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们这个大家庭必

须团结一心，让777飞机在移动生产线上顺

利下线。”

四种机型，同时装配
777飞机的所有机型都在移动生产线上装配，充分证

明了新生产系统的稳定性。实际上，就在不久前，777家族

的四大机型——777货机、777-200ER（延程型）、777-

200LR（远程型）和777-300ER——同时在移动生产线上

进行装配。

777项目业务运营经理马特·维斯特（Matt West）

表示，这四大机型已经在线上装配过两次了，没有出现过

重大问题。“这些机型的结构配置差异甚大，包括机身结

构、机翼和系统，都不相同……不过这八架飞机都已经顺

利下线了，它们全都完美无瑕。”

截至三月中旬，客户已订购1,117架波音777飞

机 ， 其 中

845架已经交付。777飞机于

1995年投入运营。

图片背景为777机身的尾部整流罩。移动生产线上最关键的工作之一是机身最终组装，即前、后机身

与机翼/中段机身拼装为一体（左下图）。任何员工在任何时候发现线上出现重大问题，都

可让整条生产线停下。位于777机舱一侧的大型显示屏（右下图）能帮助员工了

解自己的操作情况及飞机总装进程。

“这一系统能使问题更加显

而易见，因此，我们必须修

复这些问题而不是听之任

之。整个流程还使我们关注

所有浪费现象，并力求杜绝

浪费。”

——777项目副总裁兼总经

理拉里·洛夫提斯（Larry 

Lof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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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访谈 Executive Interview

交付卓越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在当今市场
上占据了有利位置，但是， 
我们仍然面临重要决策，以及
机遇……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波杰（Jim 

Albaugh）在接受波音企业刊物Frontiers采访时表

示，波音民机集团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专

注，鼓励员工更加开诚布公地讨论各种问题并提出解

决方案。

摄影：玛丽安·洛克哈特（Marian Lockhart）/波音公司

您执掌波音民机集团已经八个月了，您有何体会？

首先，787与747-8飞机项目的复杂性与难度是我深受

震撼。其次，我们的工程师和机械师在工作中始终表现出

卓越的技术水准和诚信的品格。第三，我们与客户的关系

长久而牢固，这让我感到惊叹。第四，波音民机集团在世

界各地广受尊重，这也让我印象深刻。

您目前的重点工作领域包括哪些？

我们的团队共有四大职责。我们需要为客户创造价

值，交付优质产品，帮助他们获得成功。我们需要为未来

的15年、20年、30年作出妥善规划，为我们的产品计划未

来的方向。我们需要培养

团队。我们还要完成现有

的计划。这些就是我们今

年正在着手进行的任务。

您对目前的商业环境怎么看？

过去几年里，不管身处哪个行业，大家都遇到了很多

困难。但对波音公司来说，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有着来自各

类客户的大量储备订单，因此，过去两三年里，我们的生

产率始终波动不大。

现在，我们看到一轮新周期即将开始。尽管几个月的

时间还不足以构成一种趋势，但我们看到，客户正重返市

场。今年你将看到，乘客数量将重回2008年的水平。明

年，我认为航空货运市场也将重回2008年的水平。同时，

到了明年，航空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航空公司将开始盈

利。到2012年，我认为波音将获得大量订单。

您认为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将获得哪些增长机会？

我们认为，未来20年间，波音将售出29,000架飞机。

我们希望确保的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线都能为客户提供极

具吸引力的产品，从单通道飞机一直到大型货机。

我们在市场上所处位

置十分有利。目前，波音

有两款全新机型即将投入

使用——波音787和747-

8。下一个十年期间，我

们的单通道飞机将有所作为，同时，777飞机家族也将大放

光彩。这将为我们带来非同一般的机遇。

在服务领域，我们也将实现增长。民用航空服务部高

级副总裁卢·曼西尼（Lou Mancini）与他的团队正全力以

赴，致力于在未来5-6年内使我们的服务收入翻番。前景

貌似乐观，但与此同时，我们与空客所形成的双头垄断格

局也将终结。预计未来的10-15年里，我们将不再仅仅与

一家公司竞争，而是与5-6个国家竞争。我之所以说是国

家，是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是国家和国家联盟投入巨资

支持飞机制造商与我们展开竞争。我们必须表现得更加卓

越，才能迎接挑战。

波音民机集团如何融入“同一个波音”这一概念？

波音民机集团在市场上所拥有的最大优势正是源于我们

的母公司波音公司。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之所以极具

影响力，也在于它隶属于波音公司。身为波音民机集团或防

务集团的一员，我们获

得了很多有利条件。我

们都是波音人。世界上

没有任何哪家公司拥有

我们这样的跨度。在航空业，也没有哪家公司的规模能和我

们相提并论。没有哪家公司能够像我们这样充分利用自身资

源。这就是“同一个波音”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您曾谈到公司需要企业文化转型。对员工来说，这意

味着什么？

首先，民机集团拥有卓越的企业文化，不论是对客户

的关注，还是我们员工的诚信品格，都能证明这一点。

如果说我要改变什么，那就是让员工更放松地谈论各

种话题，讨论各种问题或是提出解决方案。长期以来，一

直是由高层管理者进行决策。而我想做的是把决策过程放

到基层中去，让那些真正了解工作流程、生产过程和设计

的人来做决策。

我还想让员工们知道，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如果他们有

事情、有问题或是有解决方案，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

且，不管他们参与讨论什么问题，他们都将得到尊重。通过

让所有人都畅所欲言，我们就能做出更好的决策。

您对民机集团的员工和管理层有什么期望？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致力于使自身及其所在团队每天

都有所进步。我希望，所有

员工和管理者都能对自身及

其所在团队的绩效充分负

责。每个人都应该专注于服

务好自己的客户，不管是公

司内部的客户还是外部客户。

在未来，您希望民机集团呈现何种面貌？

我希望，人们认为波音民机集团是一家总能比竞争对

手给市场创造更大价值的公司，一家高度关注客户需求、

对客户需求做到快速响应的公司。换句话说，当人们想到

民用飞机时，我希望他们脑海里只有一家公司——那就是

波音公司。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具有这样的公众形象，我

想确保的是，在未来几十年，我们还将继续被视作最好的

民用飞机制造商和最好的民用航空服务商。

所有的777飞机都在华盛顿州埃弗雷特工厂的移动生产线上组装。摄影：盖尔·哈奴萨（Gail Hanusa）/波音公司

而我想做的是把决策过程放到基层中去，让那些真正
了解工作流程、生产过程和设计的人来做决策。

我们希望确保的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线都能为客户提
供极具吸引力的产品。

Delivering excellence



个侧边上排列着很多链接，现在这些链

接都被放到页面上方的下拉菜单里。你

可以在菜单标题上滚动鼠标，找到你需

要的内容——例如我们的产品页面。

当你浏览首页时，会发现最新的波

音新闻链接，在主题图片下方和通往其

它页面的链接上方也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链接。你还可以点击滚动框上的RSS按

钮，订阅波音新闻。

快去看看全新改版的波音网站吧，

再把你的意见和建议告诉我们。网站改

版后，波音将和全世界的朋友更好地互

动。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开展更加广

泛、更富成果的双向对话。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波音公司官

方网站Boeing.com进行了全新改版。

新 的 页 面 设 计 美 观 大 方 ， 引 人

入胜，我想主要出于这么几条原因：

首先，新的首页把关注点放在波音员

工、波音的客户和波音的技术上。这

是我们第一次进行类似尝试，是一次

重大转变。

波音公司以及波音所在行业取得的

巨大成功，来自于员工与波音合作伙伴

的不懈努力。所以，我们的网站要重点

讲述他们的故事。

其次，改版后的很多页面允许用

户在社交网络上轻松分享波音网站的内

容，只需要在我们的网页上轻点鼠标，

我们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真

正明白这一点，目前这个问题并没

有完全结束。

在近期，由于火山灰造成的航空

交通中断对欧洲和相邻地区的交通产

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经验表明，航空

运输流量在这类事件结束后往往迅速

反弹。

因此，我不认为航空运输需求在

长期上将出现重大下降，未来的飞机

交付情况也不会受到影响。尽管空域

的关闭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我认为，

这一事件对2010年民航业的影响并

不大。

未来，航空运输业还将是一个增

长型行业。预计未来20年里，航空旅

行将以每年4.9%的速度增长。

2010年的形势至少会好于2009

年。当然了，2010年也出现了不少

问题。

我很愿意了解你的想法，而且我

尤其想知道，你是否认为航空业确实

已经度过了难关？

波音官网2.02010年，以及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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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

了，波音公司官方网站

Boeing.com进行了全新

改版。

今年早些时候，你

可能已经注意到，国际

航空运输协会将2010

年航空公司行业亏损预

测减少了一半——由于

经济势头表现强劲，好

于人们对复苏的预期，

2010年出现了开门红。

Randy's Journal兰迪手记

今年早些时候，你可能已经注意

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将2010年航空

公司行业亏损预测减少了一半——由

于经济势头表现强劲，好于人们对复

苏的预期，2010年出现了开门红。

我同意这一评估结果，而且我认

为，经济复苏的信号无疑已经开始出

现。这一点我最近已经多次谈到。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认为航空业正

以“两种速度”发展，即亚洲和拉丁

美洲牵头疾跑，北美和欧洲则缓步滞

后而行。

碰巧，我很荣幸地成为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官方网站的特约撰稿人，我

向他们提交了一篇稿件，内容是关于

波音如何看待市场前景。

我认为“复苏”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当然，很多航空公司还没有看到

任何实际的反弹。但是我确实认为，

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目前，

波音公司和波音的客户一样，都在采

取措施应对市场上即将出现的挑战。

现 在 ， 你 可 能 问 自 己 ， 冰 岛 火

山爆发对航空市场前景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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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以及更远的未来 

今年早些时候，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将 2010 年航空公司行业亏损预测减少了一半——

由于经济势头表现强劲，好于人们对复苏的预期，2010 年出现了开门红。 

我同意这一评估结果，而且我认为，经济复苏的信号无疑已经开始出现。这一点我最近已经多次谈到。 

 

通往未来的道路指示牌。下一站是复苏区吗？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认为航空业正以“两种速度”发展，即亚洲和拉丁美洲牵头疾跑，北美和欧洲则缓步滞

后而行。 

碰巧，我很荣幸地成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官方网站的特约撰稿人，我向他们提交了一篇稿件，内容是关于

波音如何看待市场前景。 

我认为“复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然，很多航空公司还没有看到任何实际的反弹。但是我确实认为，

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目前，波音公司和波音的客户一样，都在采取措施应对市场上即将出现的挑

战。 

现在，你可能问自己，冰岛火山爆发对航空市场前景有何影响？我们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明白

这一点，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结束。 

在近期，由于火山灰造成的航空交通中断对欧洲和相邻地区的交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经验表明，航空

运输流量在这类事件结束后往往迅速反弹。 

通往未来的道路指示牌。下一站是复苏区吗？

就能直接进入大约300个社交网络。即

使网友们只把波音网站上的一小部分内

容拿去与朋友分享，也意味着关于波音

的故事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在全世界更大

范围地传播。

和任何网站改版一样，最开始可能

要花点时间才能找到想要的内容。但是

不用担心，波音网站改版前的内容全都

被完好保留。

改版后，波音网站首页和业务部门

频道首页上将出现大幅主题图片。点击

这些图片，就能进入新增加的“特写故

事”栏目——今后，这些特写故事将以

清楚明了的方式归档，方便读者访问。

就网站导航而言，改版前，页面各

Boeing.com 2.02010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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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史话 波音与我

我与中国的不解航空缘

波音40型飞机与787梦想飞机相映成趣

My aviation career in China

Boeing Model 40 meets the 787 Dreamliner
——首款投产飞机与代表未来的飞机相遇在普吉特湾上空

上个月，“波音日”活动在中国

民航飞行学院举行。面对200多名飞行

专业的学生、教授及飞行教员，我有幸

发表了主题演讲。我的演讲是这样开头

的：“仿佛就在昨天，我还骑着我的自

行车往返于我家和附近的机场，只为了

去给那儿的飞机加油，好挣到足够的钱

学习飞行。一转眼，我就要退休了，而

你们也将踏上相同的职业生涯。我希望

你们知道，能够从事航空业是多么幸运

的事情。从我第一次独立飞行，到第一

次载客飞行（我的母亲是我的第一位乘

客），到我被航空公司录用，一直到今

天，我对飞行的热情从未减退。在我的

职业生涯中，我有幸驾驶过很多不同类

型的飞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波音飞机

的驾驶舱。”

正如演讲里所说，我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飞行。16岁那年，在接受

了7个小时的飞行训练之后，我就进行

了第一次独立飞行。19岁时，我开始

驾驶小型飞机。22岁，我被美国一家

大型航空公司录用。1996年，加入麦

道公司（后来被波音收购）担任飞行

教员。之后不久，便开始了我与中国

的不解之缘。

当时，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和中国

北方航空公司购买了MD-90飞机，我

的任务是在加州长滩的训练中心培训

中国的飞行员。在那期间，我结交了

很多中国朋友，并且和其中几位至今

还保持着联系。时任中国北方航空公

司副总飞行师的蒋怀宇机长，现在是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的司长。

还有一位名叫张惠中的年轻副驾驶

员，当时兼任我在长滩的翻译，现担

任中国民航局在上海的试飞员。亲眼

看到这些优秀飞行员的不断成长，看

到他们对中国航空安全产生积极的影

响，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第一次造访中国是在1997年，

当时我有幸参与麦道向中国东航交付

第一架MD-90飞机，同时还负责在安

徽合肥对新飞行员进行本场训练，那

次经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国庆的那个

星期，我很荣幸地在上海试飞了中国

生产的第一架MD-90飞机。这是我职

业生涯中最出色的生产试飞之一。这

架飞机只进行了一次试飞就可以合格

交付了，实在令人震撼。

1999年，我和中国的联系更进

了一步。那一年，我作为波音中国公

司的高级飞行教员来到北京工作。从

职业的角度来说，这是我人生中非常

有意义的一段日子。我不但见证了中

国航空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和航空公

司在安全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还亲

身参与了对中国机组的安全和飞行培

训。在中国的十一个春秋里，我先后

共为7500多名中国的机组成员进行了

培训，内容包括驾驶舱评估、航空安

全等等。此外，我还专门为中国机组

开发了机组资源管理（CRM）培训课

程，共有3000多名飞行员、签派员和

乘务员接受了这一培训。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和太太很

喜欢在中国旅游，从哈尔滨到三亚，

从上海到拉萨，许多中国城市留下了

我们的足迹。我们很享受在中国的时

光，也喜欢在旅行中结识很多有意思

的中国朋友。

在我的航空生涯中，最值得记忆的

事情发生在中国。那是有一次，我为一

家航空公司做机长候选人评估，新的机

长是一位女飞行员，她的丈夫也在那家

航空公司开飞机。我猜想，可能大多数

和她共事的飞行员都不曾要求她做难度

较大的工作，所以，当轮到她展示飞行

能力时，她显得经验不足，没能通过评

估。但是几个月以后，她参加了我的培

训课程，并且告诉我她正在努力提高飞

行技能。六个月后，我再次对她进行评

估时，这位女飞行员出色地完成了全部

正常和紧急操作，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

检查飞行之一。我为她的努力得到了回

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在那之后几年的

时间里，我又对她进行了好几次评估，

现在，她已经成为那家航空公司一位合

格的B类教官，也是最为优秀的飞行员。

明年，波音787飞机就要交付给中

国了。在中国的机组向新的波音机型

转型的过程中，我期待继续与这些优

秀的航空人员并肩战斗。

2010年5月8日，恰如在云层中寻找到一个幻影，波

音公司系列民用机型的最新成员787梦想飞机与它的前辈

机型，一架波音40型飞机相遇在西雅图南部雷尼尔山的

上空。

这 架 1 9 2 8 年 生 产 的 波 音 4 0 型 飞 机 已 完 全 恢 复 原

貌，来自华盛顿州斯波坎的飞机拥有者阿狄森·彭伯顿

（Addison Pemberton）驾驶飞机进行了此次飞行。这是

世界上唯一一架仍可飞行的40型飞机，也是波音所有机型

中最古老的一款。40型飞机是波音首款投产的民用机型，

其创新性和效率还在1927年为波音空运公司（波音飞机公

司下属的航空公司）赢得了欧克兰至芝加哥这条利润丰厚

的邮递航路。此举帮助威廉·波音（William Boeing）的

事业发展步入正轨，两年内，他从西雅图这家飞机公司的

领导变成了联合飞机与运输公司（UATC）这一遍及全国

的航空帝国的总裁。

波音787与40型飞机分别是它们所处时代的技术领

袖，代表着公司在民用飞机领域长达80年的领先地位并象

征着飞机设计上的重大发展。

在这80年内，波音人引入创新性的技术为飞行带来一

场变革，同时还界定了所有民用机型的设计方向。

波音总试飞员麦克·凯里克机长（Mike Carriker）

从787项目繁忙的试飞工作中抽出时间，娴熟地驾驶首架

787  ZA001号机进行了此次飞行。他与40型飞机在12000

英尺的高度组成编队，让A36 Bonanza飞机中的摄影师赖

恩·彭伯顿（Ryan Pemberton）紧随其侧，拍下这张引人

入胜的照片。

凯里克说：“我们的确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当我穿过

厚厚的云层，飞到40型飞机侧面的时候，感觉真是不可思

议：这架1928年的双翼机正与2010年的飞机并肩飞行。波

音公司的历史是多么令人赞叹啊——这真令我兴奋。”

罗培生机长在中国民航大学的波音日主题活动中讲话

罗培生 机长   Captain Robert Johnson   波音中国支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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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波音与中国携手合作近40年，见证

并参与了中国航空业的发展与壮大。波音飞机

助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

装有中国制造部件的数千架波音飞机，每天穿梭

于全球各地，时刻拉近着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