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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动动了了中中国国公公务务机机市市场场
公务机销售停止“井喷”，未来趋于平稳化

猎鹰7X：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邀请马云，乘坐自己的猎鹰
7X飞机前往黑龙江亚布力参
加2013年中国企业家论坛。
藏格钾肥、中亚华金、新绎旅
游集团、美天元等多家企业
也拥有猎鹰7X。猎鹰7X是猎
鹰公务机的旗舰机型，运用
多项法国阵风战斗机的技
术。国内运营12架。

座位：2+14

速度：850km/h

航程：11000km

价格：3 . 2亿人民币
交付期：24个月
座位：19

速度：850km/h

航程：5400km

价格：2亿人民币
交付期：18个月

挑战者C850：

“老赵不差钱，差个飞行
员”。2009年，饱受航班延误
之苦的赵本山，花2亿元买下
自己的大型公务机挑战者
C850，并成立了自己的航空
公司运营飞机，赚得一些盈
利。2014年，对缺席三级文艺
座谈会，家人的移民风波也
被搞得沸沸扬扬的赵本山来
说，这架私人飞机成为了巨
大的负担。赵本山不得不表
态，只要国家需要，身家都可
以捐，当然包括这架麻烦不
断的私人飞机。

林青霞也有一架挑战者
公务机。这款飞机融合庞巴
迪航线飞机的可靠性和经济
性，运营经济性足可媲美更
小型的公务机。很多个人和
公司使用挑战者系列公务
机，目前庞巴迪飞机占据中
国公务机市场1/3的份额。

G550：

郭台铭、马云、史玉柱、
王健林、泛海国际、民生银
行、日照钢铁，这些熟悉的名
字都选择了G550，2013年许
家印派出G550和空客公务机
送恒大球队出征亚冠。2003

年湾流推出旗舰大型公务
机，G550性能卓越，超远程大
载客量，成为公务机的标杆。
目前国内有49架G550。

莱格赛650：

国际影星成龙购入非常
醒目的私人飞机莱格赛650，
该飞机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生产，型号为LEGACY650，
价值2亿元，具有舒适豪华的
内饰和配置。在飞机机身有
两条貌似龙纹的图案，在飞
机舱口和机尾有醒目的黄色
中英文合璧的“龙”字及红色
英文“JC JET”字样，整架飞
机显得豪华而别致。

看名人钟爱

哪些公务机

2015年4月13日，通
航资源网发布《2015中国
内地公务机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报告中显示，
截至2015年3月底，中国
内地共拥有公务机计252
架，同比增长11%，但远
低于前几年平均20%涨
幅。公务机运营企业共计
47家，与“北上广”分居公
务机运营企业数量前三
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
国近一半省市目前还没
有公务机运营企业。

本报记者 白新鑫

相关链接

市场经历

高开低走

公务机不是

单纯小飞机

从“报告”中不难看出，
2015年中国内地运营的公务
机主要由10家飞机制造商提
供，排名在前五位的公务机制
造商分别为：湾流、豪客比奇、
庞巴迪、塞斯纳、达索，其中湾
流、豪客比奇在中国内地公
务机制造商中占比过半，分
别达到34 . 92%、15 . 48%。

什么样的飞机才是公务
机？很多人认为公务机就是
小飞机。实际上，公务机是在
行政事务和商务活动中用作
交通工具的飞机，根据公务
机的价格、航程、客舱容积等
数据将公务机分为超轻型、
轻型、中型、大型、超大型等。

国内公务机市场自2006
年开始快速增长，经过2008
年金融危机时的短暂停滞，
2009年，国内公务机市场迎
来“井喷”式发展，迅速成为
全球公务机数量增长速度最
快的公务机市场之一。不断
有公务机运营商加入，社会
各界人士纷纷选择购买公务
机，一时间，“公务机”市场成
为国内最炙手可热的一片市
场。

此前，部分购买公务机
的客户将公务机看做身份的
象征从而盲目购机，随着“三
公消费”以及国家不断加大
的反腐力度，公务机由于其
昂贵的价格、极高的维护运
营成本，被贴上了“奢侈”、

“炫富”的标签，市场上开始
出现大量公务机订单推迟交
付、退订等情况。一时间公务
机似乎从“山顶”跌入“谷
底”，很多公务机拥有者都把
它当成“烫手的山芋”急于出
手，公务机市场销售业绩下
降。“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
内地公务机共计252架，同比
增长11%，这与前几年国内
公务机数量涨幅均在20%以
上形成鲜明对比，公务机市
场遇冷。

高额关税“吓退”买家 资源、设施仍不完善

《2015全球公务机市场预
测报告》显示，全球公务机行业
将以复合年增长率6 . 86%的速
度增长，到2020年年底，行业总
价值将达到338亿美元。记者了
解到，在过去的5年中，亚洲市
场的公务机交付率增长最快，
公务机总数以每年12%的水平
增长，其中大型机、远程公务机
占到全球销售总量的77%。未
来，亚洲市场还将维持强劲的
增长需求。然而，与亚太市场的
整体繁荣景象相比，自去年以
来，国内的公务机市场却呈现
出销售乏力、增长减缓态势，公
务机市场出现“疲态”，公务机

似乎遇到销售“瓶颈”。
昂贵的进口关税成本成为

制约公务机市场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据了解，公务机采购不
同于一般的民用航空进口飞
机，普通民用航空进口飞机关
税只有5%左右，而采购国外公
务机被定义为奢侈品，进口关
税超过20%，如果自有公务机
日利用率达不到一定标准，就
很难维持日常的运营成本，更
谈不上盈利。以一架湾流G550
为例，售价在5000万美元左右，
如果一位中国企业家想要购买
一架湾流G550，至少需要缴纳
1000万美元的进口关税，这让

许多有公务机需求的人望而却
步。

除了高昂的关税之外，飞
行人员、机务人员以及通航机
场、航线等基础设施资源的匮
乏则是制约公务机市场发展的
另一原因。相关业内人士指出，
近几年国内公务机市场快速发
展，各大公务机运营商看似不
断扩张。运营商多了，公务机机
队大了，但背后却是与之配套
的相关人员储备以及基础设施
没有得到快速有效的发展，飞
行时刻资源相对紧张，从而导
致飞机日利用率的下降，运营
成本增加。

2015年4月14-16日亚洲
公 务 航 空 大 会 及 展 览 会
(ABACE 2015)在上海盛大举
行。南山公务航空通过评选获
得了“中国私人飞机年度风云
榜——— 公务机运营商最佳品
牌营销奖。

南山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山公务机”)是南
山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山东
省内目前唯一一家公务机运
营商，总部设在烟台，北京设
有分公司。以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为销售基地，面向全
球开展商务包机、购机咨询、
飞机托管、地面代理、航空器
维修等一系列专业服务。南山
公务航空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高先生告诉记者，南山公务航
空目前运营包括湾流G450、湾
流G550、庞巴迪挑战者605、庞
巴迪环球快车XRS、波音BBJ、
达索7X等在内的多种机型共7
架高端公务机，明年第二季度
将引进一架世界最顶级的湾
流650飞机。

高先生告诉记者，南山公务
航空目前已取得由中国民航局
颁发的CCAR-135部、CCAR-91
部和CCAR-145部合格证书，是
美 国 国 家 公 务 航 空 协 会
(NBAA)会员，并成为国内第二

家获得公务机运行国际标准IS-
BAO以及ARGUS铂金级双认证
的公务机运营商。

“其实进入2015年，国内
公务机市场是有回暖的。”高
先生说。公务机市场想要发
展，就必须去标签化，让对公
务机有真正需求的客户了解
公务机其实是一种安全、快
捷、舒适的交通出行方式。如
果一家大型企业的十几位高
管全部乘坐民航头等舱，选择
这种出行方式的费用可能会
比选择乘坐公务机包机的费
用还要高。

高先生向记者介绍，南山
公务机主要包括公务包机、托

管飞机等业务。“飞机托管是
我们除公务包机外很重要的
一部分。”高先生强调道。2010
年南山公务机成立初期将更
多的经历投放到自有飞机运
行中，随着市场的变化以及自
身的发展，飞机托管业务在未
来将会逐步提升。

高先生表示，未来南山公
务机将会努力扩展国际业务，
目前正在积极同中东、东南
亚、美洲等运营人或国际合作
伙伴探讨拓展国际包机业务，
并探讨在香港、澳门、新加坡
设立境外公务机公司的可行
性，以便更好地开展境外包机
销售和飞机托管业务。

业务跟随市场变化 未来拓展国际业务

未来需求逐步稳定化 “一带一路”推动市场

从迎来“井喷”式发展到市
场遇冷，短短几年时间，国内公
务机市场经历“过山车”式变
化，那么未来国内公务机市场
又将会何去何从？中国的公务
机之路究竟在哪里？

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一
段时间，中国公务机市场不会
太悲观也不能太过于乐观，市
场将会逐步趋于平稳化发展，

“一窝蜂”、“炫富”式购机将几
乎不会再次出现，客户对于公
务机的需求量将会稳步提升。

记者了解到，与公务机市
场发达的美国相比，中国的公
务机总量还不及美国国内的一
家公务机运营商，整个美国粗
略估计至少拥有公务机2万架。
有专家指出，未来中国的公务
机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土面
积，国内各省市之间、中国与国
际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繁荣，
随着“一带一路”概念的产生，
未来中国旅游、贸易、交通等方
面对于“一带一路”将会起到重
要作用，将会有更多的企业对
真正意义上的公务机出行提出
需求，未来公务机市场势必会
更加稳定地发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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