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报导》发行人
美国世兴公司总经理

赵嘉国 先生

专门介绍中国民航产业的事务与发展。经过十
数年不间断地介绍中国航空发展的成就给国际
航空业界，他已被视为中国民航的国际使者。
这个刊物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中国第一个打
破传统将航空新闻以英文向海外发布而非将外
国航空新闻翻译成中文向中国发布的媒体， 这
个国际航空的宣传工作至今仍然继续保持没有
中断，同时赵嘉国先生与国际航空杂志合作以
The Chao Report 的模式深入国际航空业界的
各层面，是中国唯一具有国际话语权来宣达中
国航空成就与成长的人士。

赵先生 20 多年以来作为美国世兴公司的创始人
与总经理，成功地为希望在中国建立与拓展业
务的国际航空相关公司提供市场推广与顾问咨
询服务。他对中国市场与国际航空产业、法规
与管理都有了非常清晰地认知，并已成为针对
中国民航市场的一名主要的顾问与专家。
为了要让国际航空社会能够了解中国在航空事
业上的努力与发展，解决国际社会对中国航空
信息的需求与认识，美国世兴公司在中国民航
局领导的支持下出版发行了世界第一个以中
国航空信息为主的中英双语刊物 China Civil
Aviation Report （民航报导），刊物创办于
1999 年，迄今已有 17 个年头。这是唯一一份
网络版与印刷版同时并存的中英双语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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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自 1998 年以来作为美国联邦航空局与
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为中美军民航交流活动
提供翻译服务与顾问支持。他由此获得了极具
价值的经验，以及对美国航空系统与程序的敏
锐洞察。这些经验与知识，加上 20 多年以来在
中国的业务，学习其系统、程序、法规及商业 /
文化习性，使其成为协助中国与国际航空业界
交流中极具价值的桥梁。

2003 年 3 月，赵嘉国先生在北京主办了中国历
史上首次以通用航空为主题的正式国际会议。
此年度会议将数百名中国与国际的通航营运者、
供应商、顾问与政府代表聚集在一起，论研究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的方向与挑战。赵嘉国先生
11 年来亲自双语主持通航会，为中国与国际通
航业界搭建了专业、有效的沟通渠道。
通航会采用史无前例的“圆桌会议”形式，鼓
励参会人自由选择并变换位置，达到“商务交
流会”的基本交流目标与任务。通航会开创了“通
航自律”签字活动，开场时全体人员的自我介
绍环节，所有与会者可以参与讨论发言的“自
由飞行”主题讨论，向为中国通航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颁发特别贡献奖致敬，以及从开场延
续到会议结束的循环抽奖环节等等！这让“中
国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保持了闭幕时仍然还
有 70% 参会人员在场的优良传统。

11 年间，通航会总计讨论专项议题 20 余个，
嘉宾简报 100 余场。总计来自 300 余个国内外
机构及企业的 2,500 余名代表参加了通航会。
在中国通用航空的每个历史节点及重大事件的
发生，均有通航会的预热，参与和支持！其中
最值得回味的就是通航商务交流会的合作主办
方首都公务机有限公司在 2005 年的会议上总
经理赵啟江先生将奥运会公务机保障的议题交
付大会讨论，在持续 06，07 年邀约国际著名
有服务奥运会经验的运营商陆续探讨与沙盘推
演的模拟下累积了大量知识与运营规划，在 08
年奥运期间首都公务机有限公司的公务机保障
可圈可点，成为国际公务航空业界的美谈。这
是世兴公司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以及赵嘉国先
生丰富航空知识与流利双语主持会议串联所有
议题简报台上台下活动交流的结果，是以众人
智慧与能力面对并解决挑战的真实案例。
通航会参会人员包括国内航空主管及管理机构、
航空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国内外通航飞机制
造厂商、国际通航相关服务行业、国际通航飞
行员、国内通航营运人、拥有私人飞机的国内
公司、公务机包机公司、地方政府、航空产业
园及通航发烧友等人员。每次会间，就中国通
航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不同层次的交流与展望。

11 年来，通航会逐渐成为受国内外通航业界欢
迎的年度盛会，成功地协助许多项目合作与落
地，更影响了许多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投入通用
航空的产业。为国内外通航业界提供了良好的
商业平台。11 年来，通航会力邀国内外通航管
理运营人员面对面探讨，协助国内中央政府及
民航总局深入了解国际通航政策法规、运营管
理，并积极探讨在相应政策条件下中国通航的
发展策略。为中国通航的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
和学习依据。
2003 年后的十几年间，通航会见证了诸多国家
性通航法规的建立：2007 年中国民航总局制定
的《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2010 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关于我国低
空空域深化管理改革的意见》；2013 年国家开
始对通用航空运营企业实施专项财政补贴政策；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指示，
要求下放通用机场建设核准权限等。我们有理
由相信，通航会的影响将在以后很长时间内一
直存在并扮演促进发展的角色。

历届会议团体照

为了加重通用航空的推广与科普以便
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各级政府对通航的
认知，美国世兴公司总经理赵嘉国出
重金编撰并发行了中国第一部以通用
航空科普教育为主轴的“什么是通用
航空？”画册，将通用航空的性质，
功能，类别，效益，发展与重要性作
了完整的介绍与叙述，用图文并茂的
方式深入浅出的方法将通用航空说清
楚讲明白。壹万本画册免费发送中央
和地方政府，国营和私营企业，航空
机构与单位，企业家和个人航空爱好
者等。7 年来共计发行 5 个版本总共
五万本画册免费赠送阅读与收藏。

2011 年起，赵嘉国先生作为 EAA 飞来者大会
中国馆及 NBAA 中国馆召集主持人，创建并运
营中国馆。中国馆代表中国的通航产业形象，
在全球最重要的通航展会上首次以中国的形象
亮相，为国人提供学习了解国际同业的机会及
服务，为国际了解中国通航发展及商机开放了
公正、严谨、真实的窗口。中国馆的使命是，
通过引领国内地方政府、通航产业园、通航公
司及发烧友赴美参会，满足其不同的商业或个
人需求，以达成中国及世界通航产业界的相互
了解及良性互动。
赵先生在中国通用航空发展中的贡献和协助中
国与国际通用航空业界交流的独特角色被大幅
度翔实的纪录在美国知名作家 James Fellows
于 2012 年 5 月 出 版 的“ 中 国 飞 扬 China
Airborne”叙述中国近代航空发展的英文书籍
里。

赵嘉国先生参与项目列举：
2000 年

协助首都公务机公司乔董事长及赵启江总经理访
问圣荷塞国际机场通航部门
协助美国联邦航空局与中国民航进行高峰会议
向民航总局空管局提供 Cubic 公司频谱管理无
线电定向设备培训

2000 年世兴公司总经理赵嘉国协助美国联邦航空局与中国民航进行高峰会议

2001 年

协助美国政府代表团参与中美军民航空管交流活
动
协助美国空军副参谋长访问中国
协助美国 AVCARD 联邦政府油卡公司与首都机
场要客部签订供油协议
协助美国政府接待中美军民航空管交流活动中方
代表团访问联邦航空局
协助美国雷达制造商参加珠海航展
协助美国 AVCARD 联邦政府油卡公司与中航油
公司签订全国供应航油协议

2001 年世兴公司总经理赵嘉国协助美国 AVCARD 联邦政府油卡公司
与首都机场要客部签订供油协议

2002 年

协助美国联邦航空局与中国军民航空管代表团交
流（图为乘坐民航一号专机）
协助美国 NBAA 公务机协会与中国军民航空管
代表团交流
参与中美军民航空管交流活动
协助美国未来航空太空委员会 Walker 主席及代
表团访问中国
2004 年

协助美国机场规划设计公司 Ricondo 拜会首都
公务机公司总经理赵启江
协助美国机场规划设计公司 Ricondo 拜会民航
机场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姚亚波
协助美国机场设计公司 Ricondo 拜会民航空管
局茅顺平书记
协助美国机场规划设计公司 Ricondo 拜会民航
总局机场司司长覃章高
主持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

2002 年世兴公司总经理赵嘉国协助美国联邦航空局与中国军民航空
管代表团交流并乘坐民航一号专机

2005 年

举行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
拜会督导单位民航总局安技中心主任杨英宝
应爱尔兰贸易发展局邀请前往都柏林向民航业者介
绍中国航空市场机会
2006 年
2005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总经理赵嘉国应爱尔兰贸易发展局邀请前往都柏林向
民航业者介绍中国航空市场机会

2006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应邀参加尊翔杂志在长沙远大集团举办
的公务航空展望座谈

在首都机场举行应急救援消防训练培训讲座
协助美国商务部与中国民航进行高峰交流
协助美国商务部贸促局与中国民航进行中美航空交
流活动
协助美国联邦航空局与中国民航进行高峰交流
陪同 LEKTRO 拖车公司总裁拜会用户民航校飞中心
与民航二所雷达实验室进行空管雷达检测服务合作
提供全国性雷达检测服务
协助美国商务部贸易发展局与中国民航进行高峰交
流
陪同首都机场消防相关部门领导前往内华达消防学
院进行实战灭火训练
在上海举行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
应邀参加尊翔杂志在长沙远大集团举办的公务航空
展望座谈

2007 年

接受吉林市聘雇为该市通用航空产业策略规划顾问
亚洲公务机展上推动首都机场要客部业务
主持通用航空公司商务交流会
2007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主持通用性航空公司商务交流会酒会开幕式

2008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受邀协助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2008 年

与 LEKTRO 公务机拖车公司总裁参加北京机场设备
展
受邀协助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受邀参加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奠基典礼
在美国加州圣何塞通用航空机场为华人进行通航科
普介绍活动
主持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
受邀参加香港亚洲公务机展
参加美国公务机协会大展
受邀参加珠海航展采访空客 380 飞机首次访问中国

2009 年

主持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
率领国际通用航空代表团考察渭南市通用航空建
设
率领国际通用航空代表团向渭南市政府介绍通用
航空项目
率领国际通用航空代表团参加西安通用航空大会
2010 年

受邀参加大连金州区通用航空产业项目评审
协助美国印美飞机公司与渭南市合作生产运动型
飞机
与美国 TRACE 航空发动机公司负责人拜访株洲
国家高新区
主持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
应邀前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介绍中国民用航空的
发展
受邀主持渭南市通用航空论坛
受邀向大连市政府进行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报告
协助印美公司在渭南生产制造运动型飞机
在 EAA 飞来者大会记者会介绍印美飞机项目落
地渭南
受邀主持渭南市通用航空项目签约仪式
受邀参加渭南通用航空节开幕式

2009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主持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

2010 年世兴公司总经理赵嘉国受邀向大连市政府进行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报告

2011 年

代表比利时 IE 公司参加北京雷达展介绍最新雷
达检测工具与技术
在美国公务机协会西海岸区域展中与 Business
Air 杂志合作共同参展
美国公务机协会年会展览与中国馆合作方首都公
务机公司总经理赵启江共同举行记者发布会介绍
中国公务航空发展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向国际航空业界介绍中
国航空发展
受德国 Flight Design 飞机公司邀请参加民航局
授证仪式
与公务机拖车 Lektro 公司总裁参加上海公务机
展
主持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

2011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在美国公务机协会西海岸区域展中与
Business Air 杂志合作共同参展

2011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在美国公务机协会年会展览与中国馆合作方
首都公务机公司总经理赵启江共同举行记者发布会介绍中国公务航空发展

在美国公务机协会年会展览与首都公务机公司共
同主持中国馆介绍中国公务航空发展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与超轻运动飞机制造商讨论如
何推动中国体验与实验飞行

2012 年

2012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参加北京国际商务航空展并与
国家空管委贵宾合影

2012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介绍
重要来宾美国前联邦航空局局长

主持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
主持美国 NBAA 国家公务航空协会年度展中国
馆并安排郑州市马市长代表团与 NBAA 主席 Ed
Bolen 会面
与 Business Air 杂志达成以 "The Chao Report"
形式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航空信息的合作协议
访问最先进涡浆公务机 Kestrel 飞机公司负责人
主持美国 NBAA 国家公务航空协会年度展中国
馆并接待郑州市马市长代表团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向国际航空业界介绍中
国航空发展现状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介绍美国前联邦航空局
局长 Barry Valentine 先生与郑州市领导见面
参加美国 Chico 市航展并采访南昌初教六飞机
拥有人飞行员约翰先生
与 EAA 美国实验飞行协会讨论筹设中国馆事宜

2013 年

2013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主受江阴政府邀请提供通用航空科普讲座

2013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举办道和通用航空记者
发布会

主持通用航空商务交流会
主持美国 NBAA 中国馆并接待道和通用航空代
表团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举办道和通用航空商务
洽谈会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接受环球飞行教育项目
负责人采访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接待北航高远洋教授代
表团
与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联合主办方首都公务机
公司靳永发总工考察 Sonex 套材飞机公司展台
受邀参加国际航空维修展介绍中国航空市场现状
参加美国阳光欢乐飞行周活动
受江阴政府邀请提供通用航空科普讲座

主持美国 NBAA 国家公务航空协会年度展中国
馆并接待江阴政府代表团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向国际航空业界介绍中
国通用航空发展现状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介绍河南美景集团董事
长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中国馆接待湖北蔚蓝航校董事
长代表团
在美国飞来者大会举办道和通用航空记者发布会
与 NBAA 中国馆联合主办方首都公务机公司靳
永发总工拜会阳光欢乐飞行周主办方并听取活动
准备简报
受邀参加国际航空维修大赛介绍中国航空发展近
况
参观访问美国佛罗里达州航空高中飞行模拟教学
设施

2013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参观访问美国佛罗里达州航空
高中飞行模拟教学设施

2014 年

参加国际直升机协会大展与航空小镇管理公司会
谈
在澳门公务机展协助美国 Lektro 拖车公司展示
公务机拖车
应邀在军事法制论坛介绍低空管理改革通用航空
发展相关法令问题
在澳门公务航空展期间举行通用航空科普讲座
陪同普仁集团董事长陈永强及其航空团队前往德
国吕贝克机场进行接收工作
陪同普仁集团董事长陈永强及其航空团队前往欧
洲访问飞行维修与飞行学校等机构
在澳门公务机展协助美国 PFC 公司展出飞行模
拟器参展

2014 年世兴公司总经理赵嘉国在澳门公务机展协助美国 PFC 公司展出飞
行模拟器

2013 年民航报导发行人赵嘉国主持美国 NBAA 国家公务航空协会年度展
中国馆并接待江阴政府代表团

2014 年民航报道发行人赵嘉国应邀在军事法制论坛介绍低空管理改革通
用航空发展相关法令问题

2014 年世兴公司总经理赵嘉国陪同普仁集团董事长陈永强及其航空团队
前往欧洲访问飞行维修与飞行学校等机构

2015 年

协助 Think Global Flight 环球科普教育机构，
美 国 阿 波 罗 11 号 航 宇 员 Buzz Aldrin 先 生 和
Judy Rice 机长来中国推广航空科普教育
主持 EAA 飞来者大会中国馆
出版第五版《什么是通用航空》画册
与全球最大的公务机买卖信息发布媒体 Business
Air 杂志合作，出版 CCAR 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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