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心不渝 逐梦蓝天
——— 株洲市芦淞区奋力抢抓历史机遇、大力发展通航产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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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站楼现代气派， 跑道平坦宽阔
……近日， 笔者来到位于株洲市芦淞
区的株洲芦淞通用机场， 眼前景象使
人耳目一新。仅仅两年前，这里还只是
一片长满杂树的荒坡。

今年 5月举办的通航产业高峰论
坛期间，株洲市芦淞区委书记王建勇同
与会嘉宾参观即将完工的通用机场时，
对关心芦淞区通用航空产业的各方人
士说：“今年 6月机场建成运营后，这里
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各种公务机、私
人飞机在这里频繁起降，普通人“打飞
的”、考取私人飞机驾照将不再是梦想..
....”

六十年上下求索， 六十年岁月沉
淀。

株洲芦淞， 一个助力新中国航空
产业展翅腾飞的地方，正在书写新的历
史。伫立在株洲通用机场崭新的停机坪
上，每一个芦淞人都感慨万千———一座
生产出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的城市，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座机场。这个机
场来得有些晚，但绝没有错过最好的时
机。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在中国万亿级通用航空市场即

将开启之际，积极抢抓株洲入选首批国
家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的有利时机，借
力‘株洲·中国动力谷’建设，充分发挥
产业基础优势，迅速提升通用航空全产
业链整体实力，向着打造通用航空千亿
产业集群的大目标奋力迈进。 ”王建勇
书记配合着有力的手势， 传递着坚定
的信念。

拓路蓝天———
株洲芦淞步履铿锵

时间回到 1954年。
当年 10 月 25 日，一封署名“毛泽东”的

嘉勉信从北京传到位于株洲市芦淞区的国
营三三一厂：“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批爱姆十
一型航空发动机成功的胜利。 这在建立我国
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
很好的开端。 ”

此前的 8 月 25 日， 新中国第一台航空
发动机在三三一厂试制成功。 作为新中国
“一五” 期间重点建设的六大航空工业基地
之一的株洲，为新中国航空产业发展启动了
强劲的引擎。

从那时开始，逐梦蓝天就成为每一个株
洲人多彩的梦想，也让近在咫尺的芦淞人充
满无限的期待。

星移斗转。 穿越 60年漫长的岁月，一个
通用航空产业集群，正在这块有着深厚积淀
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在这里，我们每一天都
能听见拔节的声音———

2010年 5月，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选址株洲航空城，3 年后，“株洲造”通用飞
机“阿若拉”飞上蓝天；

2011 年 4 月 29 日，中航湖南通用航空
发动机有限公司在株洲航空城挂牌成立；7
月 4 日，中航南方宇航非航工业园（高精传
动产业）项目正式落户株洲航空城；

2012 年 4 月，美国罗特威直升机、湖南
翔为通航“降落”株洲航空城，后者在通航运
营领域，走在全省前列；

2013年 9月 27日， 湖南航空产业园在
位于株洲航空城举行开工仪式。 同年 12月，
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低空经济论坛上，
株洲航空城被授予“最具投资价值的通航产
业园”称号；

2014 年 1 月 10 日， 在 2013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中航动力机械研究
所、中航发南方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玉龙”发动机工程，荣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一等奖，进一步巩固了株洲芦淞作
为我国中小型航空动力研发基地的地位。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株洲芦淞共新
建航空类重点项目 15 个，其中，中航发动机
维修中心、高精转动等项目相继建成投产，罗
特威直升机、飞虎无人机等 3款整机下线。

现在，这些在株洲芦淞出生的“鸟”，也
急需一个在株洲栖息的“窝”了。

2013 年 9 月， 芦淞区启动通用机场项
目，规划用地面积 639亩，计划建设完整的包
括航站楼、机库、辅助用房在内的机场设施。
一年后，株洲市人民政府出台红头文件，宣告
打造通用航空千亿产业集群， 建设株洲航空
城。 2015年 9月 20日，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开
始集中清理土地，项目建设正式实施。

区委书记王建勇对通用机场建设的意
义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 他说，这将是湖南
省首个投入运营、中南地区离城市群最近的
通用机场，可为周边地区及全省开展紧急救
援、通航作业、公务飞行等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 株洲芦淞航空城已入驻企业 61
家， 其中涉航骨干企业 20 余家，2016 年通
航产业产值达 110 亿元，形成了一个集中小
航空发动机研制、通航整机制造、通航运营、
配套衍生于一体的产业体系。 其中，株洲芦
淞的中小航空发动机研制优势明显，已形成
中小型涡桨、涡轴、涡扇、活塞发动机的系列
化生产能力，并且在辅助动力装置、燃气轮
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等方面具备显著的技术
优势，中小航空发动机的占有率占国内市场
的 90%以上。

2016年，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大专
项落户株洲芦淞，并发行总规模 30亿元的承
接引导基金。 国家级重点工程，占地约 2平方
公里，将生产 4款航空发动机，进一步夯实株

洲芦淞航空发动机技术，使航空零部件、发动
机维修等相关配套企业向这里集聚。

国家强力推进，民企步步跟进。
株洲航空城辖区内的山河科技依托雄

厚的实力，生产出国内首款全碳纤维复合材
料结构的五座活塞飞机、首架单发五座下单
翼飞机山河 SA160，组建了国内首支民间飞
行表演队，在珠海航展上大放异彩；区内首
家通航运营公司翔为通航有限公司， 通过
CCAR-91 部运行合格审定， 购进了 2 架欧
直空客 AS350B3e 型直升机和 2 架罗宾逊
R44II型直升机。

与此同时， 翔为通航还与株洲市应急办
联合组建了全省首支政企合作的航空应急救
援队， 与芦淞区政府联合组建了全省首个政
企合作、 株洲首个设在城区的通用航空应急
起降点， 并已累计安全飞行 2000多小时，飞
行作业任务遍及全国 26个省份， 涉及工业、
农业、林业、商业以及政府公共事业等领域。

2017 年伊始，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株洲
芦淞通用航空城入选首批国家通航产业综
合示范区。

今年 4 月， 国务院办公厅对 2016 年落
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
方予以通报，表扬“株洲在大力培育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成效明显， 且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上，成效突出”。 株洲芦淞的通用航空产业无
疑占有一席之地。

从长度到宽度，从高度到深度，株洲芦
淞，这片一直对蓝天充满渴望的热土，正推
动通航产业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论道通航———
株洲芦淞大有可为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 当人均 GDP 达到
4000美元时，通航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而
株洲市 2016 年人均 GDP 超过 6 万元，芦淞
区更是达到了 11 万元， 无疑已经具备发展
通航产业的基础。

中国通航产业潜藏巨大规模，被称为中
国最后一个万亿级市场。 面对已经搬上台面
的巨大蛋糕，株洲芦淞感到等不起，坐不住，
慢不得。

今年 5 月 7 日，应芦淞区委、区政府邀
请，由两大院士领衔，在株洲通用机场举办
通用航空产业高峰论坛。 湖南省政协副主
席、省科技厅厅长赖明勇作重要讲话。 与会
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株洲芦淞在航空发动机
研制方面，技术和产业优势无可比拟，拥有
国内唯一、 配套完整的中小型发动机设计、
试验和制造能力，代表着航空发动机研发领

域的国家技术实力， 实现产业跨越发展，在
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程中，有一
份特殊的“芦淞贡献”。

“通用航空，前途广阔。 ”中国工程院院
士刘大响认为， 通用航空将成为 21 世纪我
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而株洲芦淞
最具发展潜力，必将大有可为。 他说，世界上
多个国家已把航空发动机列为国家战略新
兴产业。 在美国未来九大技术领域里面，航
空发动机位居第二。 株洲芦淞汇聚了 331
厂、608 所、山河科技等优势企业，在产业升
级方面，有充分条件走在前列。

刘院士同时认为， 要加快通航制造发
展， 一方面要利用配套完整的实验设施，为
通航飞机的研制和适航取证创造条件、提供
服务，另一方面要利用军机和大型飞机的设
计研制体系， 积极发展先进高端通航飞机，
在世界通航产业中争取一席之地，并在发动
机和复合材料等关键技术上大力攻关，让通
用飞机装上更多的“中国心”。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说， 打造株洲·中
国动力谷，通航产业是一支重要力量，低空
开放后，将释放巨大红利，建议政府相关部
门引导消费，培育市场，让通航真正走进千
家万户。 根据“通航 +”的概念，可以“把通航
产业理解成一个框， 通航 + 旅游、+ 休闲、+
结婚、+ 电子商务、+ 物流等， 以生态圈的培
养构筑产业的发展”。

他建议， 株洲芦淞应立足通航产业，打
造中部地区最大的物流基地。 他认为，“株
洲·中国动力谷” 应是株洲市稳增长的重要
支撑点，株洲芦淞要把国家通航产业综合示
范区、通航高峰论坛打造成全国有影响力的
平台，彰显政府担当。

作为在株洲芦淞通用航空产业的一份
子，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清
华表示， 将顺应国家通航产业发展战略，把
握军民融合发展契机， 开辟一个全新的、迅
速跟进国际水平的研发模式， 即以自有技
术、制造平台为研制主体，引进国内外技术
人才，在知识产权上掌握主动权。 通过不断
优化拓展产业板块架构体系，由点到线再到
面的逐步推进，建立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航
空运营网络。

通航产业链长， 投入产出比例达到 1：
10。 在更新换代和新兴市场需求的推动下，
2020年全球通航飞机年出货量将达到 2700
架，2030 年将达到 3500 架， 全球通航动力
的需求超过 400亿元。 在北航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院长丁水汀看来，这一切都为株洲芦
淞提供了发展通航产业的历史性机遇。

“目前，通航动力领域尚未设立排放标
准，但汽油向柴油、生物柴油、油电混动过渡
是必然趋势，从重油机到生物燃油是航空发
动机研制的主要方向。 ”丁水汀说，在 2020
年前，走军用技术先行路子，打牢技术基础。
2020后， 是军民融合逐渐过渡到以民为主，
这其中，要形成产品的谱系，实现产品的衍
生发展。

目前， 我国每百万人只拥有 1.6 架通用
飞机，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航空发动机需
求潜力巨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尹泽勇建议相
关企业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加快开发有竞争
力的通航发动机产品。 而对株洲芦淞辖区内
的通航运营企业，依照现有条件，完全可以
升级到整机制造领域。

“企业要加大国内自主研发和产业化的

支持力度，培育和保护国内市场。 并通力合
作，推动 5 吨级或 3 吨级民用直升机立项研
发。 ”尹泽勇说。

剑指千亿———
株洲芦淞全力以赴

做大做强通用航空产业，株洲芦淞正逢其
时。

芦淞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晓江强调，通航
产业承载了株洲这座工业城市的光荣， 株洲
芦淞有能力续写城市的光荣与梦想。 在国家
发改委公布的通航产业综合示范区八大重点
任务中，株洲芦淞在促进制造水平升级、大力
发展配套产业、加快通用机场规划建设、积极
拓展运营服务、 促进产业融合与协调发展等
方面走在前列。 借力刚刚举办的通航高峰产
业论坛，芦淞区将提升通航区域品牌，提振通
航发展信心，提速通航产业集聚。

目前，国际上能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国家
仅有 5个。 株洲芦淞被誉为中国中小型航空
发动机的摇篮， 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 10 多
个“第一”，工业基础扎实。 规划面积 58.1 平
方千米的株洲航空城，已形成研制、运营、生
产配套、生活配套四大功能区，可实现产业
的高度集聚。 今年 9月，进出航空城的 13条
主干道将全线贯通，株洲芦淞航空产业发展
的“肠根阻”将彻底打通。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栖。 株洲航空城
以其独特的产业优势和美好的发展前途，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聚集于此， 他们中，有
以尹泽勇院士领衔的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
家 50多人、 行业学术带头人 16 人、“511 人
才工程”40 人、 研究员级高工 500 余人、航
空技术人员 8000余人。

为给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提供一流的政务
环境，目前，芦淞区正在积极持续开展“项目
攻坚年”、“企业帮扶年”活动，通过推行“一站
式服务”、“一门式审批” 大幅提升行政效能。
与此同时，区委、区政府成立还成立专门咨询
机构，直接促进政策落地，并对航空产业发展
趋势进行研判， 帮助辖区通航企业抢占发展
先机。 区里还通过设立全省首支通航产业投
资基金，支持成长性通航企业或项目壮大。

下一步，芦淞将从五个方面着力，推动
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

———着力提升通航制造水平。 主动参与
国际航空发动机产业分工合作，积极引进国
内外高端整机制造企业，全面推动通航动力
与整机制造融合发展。

———着力构建通航运营体系。 组建湖南
通航产业集团，整合省内通航资源，优先发
展通航运营。

———着力集聚通航配套企业。 以航空发
动机配套、通航整机配套及维修、飞行及地
面服务保障、航空智能制造等为重点，集聚
配套企业，提升配套能力与水平。

———着力发展通航衍生产业。 重点实施
航空发动机主题博物馆、 航空主题公园、飞
行社区等项目，举办航展赛事、推广飞行体
验，培育航空文化。

———着力增强承载服务能力。 加快通航
综合示范区标准厂房和路网建设，建立飞行
服务站和固定运营基地，开辟以株洲芦淞通
用机场为中心、 覆盖全省的低空飞行航线，
逐步发展为联通周边省份乃至全国的通航
服务网络。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株洲芦淞通航产
业将要实现产值 360亿元。 到 2025年，突破
千亿大关。

筑路蓝天路犹宽，逐梦蓝天梦正圆。
历史选择了株洲，让通用航空、轨道交

通、新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成为推动株洲
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 历史选择了芦淞，让
发展通用航空的重任落在芦淞人的肩上。

近日，区委书记王建勇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通用航空印刻着株洲这座城市的记
忆， 也承载着几代芦淞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芦淞将把发展通航产业作为落实‘中国制造
2025’、建设制造强省的重要抓手，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全力打造国家通航产业综合
示范区，为加快建成‘株洲·中国动力谷’作出
更大贡献。 ”

通航产业
高 峰 论 坛 现
场座无虚席。

(本版照片由
芦淞区委宣传
部提供)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航发集团
科技委主任、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
研究所总设计师尹泽勇作主旨演讲。

株洲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国（右三）在芦淞区区委书记王建勇（左一）、
区长杨晓江（左二）陪同下考察了解株洲航空城的建设进展。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右二）在芦淞区区委书记王建勇（右一）、区长
杨晓江（左二）陪同下考察株洲航空城建设情况。

株洲生产的通用飞机整装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