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称 职务

交通部 部长咨询专家小组成员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副院长

公安部 警用航空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

公安部 警用航空管理办公室 主任

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 副总干事

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 合作发展部部长

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 总干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 主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 项目主管

北京首航直升机公司 执行董事长兼总裁

北京首航直升机公司 副总裁

北京首航直升机公司 市场开发部总经理

北京首航直升机公司 品牌总监

北京首航直升机公司 文字会务主管

北京首航直升机公司 销售部总经理

北京首航直升机公司 区域市场总监

北京首航直升机公司 市场开发部

北京首航直升机公司 副总裁VP/董事会秘书

中信海直 总经理

中信海直 副总经理

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 飞行调度中心

北京美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总裁

庆华通航 董事长

庆华通航

庆华通航 筹建负责人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市场部专员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副处长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市场与运控部部长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主任

中航通信息研究所 首席专家

中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珠海中航通用飞机客户 部长

珠海中航通用飞机客户 副总

正阳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 市场主管

正阳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办公室主任

正阳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正阳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正阳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正阳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正阳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金汇通航公司 总经理

重庆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 副总裁

重庆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 项目部负责人

重庆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 战略投资部

重庆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 董事总裁

重庆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 副总裁董事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中国南航珠海直升机 企管部经理

中国南航珠海直升机 党委书记

中国南航珠海直升机 副总经理

青山绿水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江苏华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东方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东方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东方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东方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

四川德阳广汉高新技术产业园 副主任

四川德阳广汉高新技术产业园 通航产业发展科科长

领航通航 总裁



领航通航 副总裁

领航通航 副总裁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国际航运和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项目主管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国际航运和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项目主管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国际航运和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项目主管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国际航运和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部长

成都高新区 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成都高新区 项目经理

成都高新区 项目经理

成都高新区 项目经理

河南永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营销总监

四川驼峰通航 企划部经理

青岛中德生态园 项目经理

四川投促局 自贡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南京艾维国际飞行学院 副总经理

南京艾维国际飞行学院 常务副总

南京艾维国际飞行学院 常务副总经理

山峡通航 市场经理

北京通航 战略规划与投资 高级经理

北京通航 市场总监

北京通航 战略规划与投资高级经理

北京通航 战略发展部总监

北京市公安局警航办 总队长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副院长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空中救援办公室主任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主任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主任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党办副主任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西安直升机公司 董事长

台湾中兴航空 救援中心执行总监

香港直升机服务公司 运营安全经理



山西直升机通航公司

北亚通航 航空事务专员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航空发动机研究中心 在读研究生

山东众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东众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陕西航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陕西航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职员

青岛直升机 副总经理

青岛直升机 董事长

上海和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上海和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市场部主管

贵州盘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总经理

贵州盘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贵州盘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上海中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董事长

北京潞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总经理

湖南艾翔机场设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湖南艾翔机场设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誉高航空集团 项目总监

北京誉高航空集团 市场经理

德奥通航 董事长助理

中航飞翔航空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中欧通航 总经理

量子航空 首席代表

量子航空 总经理助理

精功通航 副总经理

沈阳市沈北新区管委会 局长

浙江大学创新技术研究院 项目经理助理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 输电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区域合作与开放研究
所

副所长兼秘书长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航空租赁部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渤海租赁 项目经理

长江租赁 董事长

扬子江国际租赁 高级项目经理

扬子江国际租赁 高级项目经理



扬子江国际租赁 高级项目经理

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通航事业部总经理

上海国金租赁 飞机租赁部总经理

上海国金租赁 飞机租赁部项目经理

上海国金租赁 项目经理

民生金融租赁 公务机市场高级经理

民生金融租赁 市场部总经理

民生金融租赁 飞机租赁事业部高级经理

民生金融租赁 飞机租赁事业部高级经理

民生金融租赁 飞机租赁事业部市场销售中心经理

民生金融租赁 高级技术经理

民生金融租赁 评审经理

平安租赁 总监

平安租赁 客户助理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物流部董事总经理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租赁执行董事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租赁经理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风险官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Leas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LCI) 市场部副总裁

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业务销售二部

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二部总经理

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航空业务总监

建信金融租赁 总监

建信金融租赁 经理

建信金融租赁 飞机业务部 技术总监

建信金融租赁 飞机业务部

Lobo Leasing  中国业务发展顾问

Lobo Leasing 业务发展总监

Lobo Leasing 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部客户经理

银海融租赁 总经理助理

银海融租赁 风险管理与标准化部



招银金融租赁 项目经理航空租赁部

招银金融租赁 租赁业务二部总经理

招银金融租赁 项目经理

招银金融租赁 副总经理

招银金融租赁 项目经理

安鹏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助理高级经理

安鹏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高级风控经理

昆仑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风险管理部

昆仑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业务总经理

昆仑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业务总监

中建投租赁（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市场总监

中国国际航空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凯洛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中国国际航空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凯洛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外事助理

中国国际航空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凯洛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金融风险管理师

中国国际航空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凯洛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中国国际航空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凯洛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外事助理

南山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交通事业部业务经理

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策划部高级专员

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企划部总经理助理

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部 总经理

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航空租赁业务部 副总经理

中航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

中航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民机办公室主任

中航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中航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中航直升机公司 副总经理

中航直升机公司 民机市场开发部部长

中航直升机公司 民机销售支援部 经理

中航直升机公司 民机市场开发部 经理

中航直升机公司 主管业务经理

中航直升机公司 副总经理

中航直升机公司 市场营销部部长

中航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总设计师

中航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民机管理部部长

中航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民机管理部 经理

中航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设计室主任



中航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工程师

俄罗斯直升机 首席业务代表

空中客车直升机 市场总监

空中客车直升机 通用航空市场经理

空中客车直升机 市场部经理-医疗救援与搜救

空中客车直升机 民用销售负责人

空中客车直升机 大客户经理

美国埃瑞克森直升机公司 亚洲区副总裁

阿古斯特维斯特兰直升机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阿古斯特维斯特兰直升机公司 中国区销售总监

阿古斯特维斯特兰直升机公司 大中华区销售经理

芬梅卡尼卡 大中华区销售经理

中俄直升机 副总经理

大堡礁直升机 总经理兼创始人

大堡礁直升机 业务总监

贝尔直升机

贝尔直升机 区域销售经理

梦兰柯直升机 中国区负责人

华运航空 首席业务代表

华运航空 总裁

华运航空 总经理

华运航空 中国业务发展经理

中航哈飞 副总经理

中航无线电电子研究所615 副总设计师

中航无线电电子研究所615 民机项目部副部长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处长

扬子江保险经纪 通航业务部总经理

扬子江保险经纪 航空险部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客户招商总经理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客户招商总监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主管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发展集团香河片区招商经理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分析师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天津昂林贸烽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济南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三亚习行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总裁

美国利博瑞集团中国北京办事处 首席代表

美国利博瑞集团中国北京办事处 高级执行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务处 商务代表

河北军存企业集团 总经理助理

河北军存企业集团 总经理

长江证券 高级分析师

北京星光凯明动感仿真模拟器中心 董事长

北京星光凯明动感仿真模拟器中心 总裁办主任

Willis 项目拓展经理

中美国际保险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区域总监

中国富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通用航空电子系统公司 亚洲区销售经理

亚非太平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总公司特殊风险业务部航空航天组客户经理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总公司特殊风险业务部航空航天组客户经理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特殊风险业务部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特殊风险业务部

Dallas Airmotive Inc. 地区销售经理

Dallas Airmotive Inc 区域销售经理

北京大学中国通航（低空）产业经济与应急救援高级研修
班

秘书长

北京环太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北京宜通金茂航空投资有限公司 ERP总监

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规划部经理

T3 Private Jets Asia Limited 运营与合作伙伴主管

清控科创控股有限公司 科创招商与产业促进研究院产业促进中心研究
员

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培训部主任

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编辑

北京集安航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亚太区业务拓展主管

北京集安航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北京银泰通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德国嘉惠国际 中国区商务开发经理

中民飞通用航空产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工程师

派格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海海事海洋工程技术邮箱公司 董事长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北京安达维尔通用航空 副总经理

北京安达维尔通用航空 销售经理

亚飞太平洋 区域销售总监

亚飞太平洋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萨基姆通讯（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首席业务代表

美国伊顿宇航公司 销售总监

美国Frasca公司 国际业务总监

美国Frasca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加拿大航电公司 直升机培训销售

美国罗克韦尔公司 总经理

美国罗克韦尔公司 首席技术官

美国ARGUS公司 销售代表

法国Freelog咨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FutureGate 合伙人

渣打银行 总经理

哈尔滨艾维欧东安航空传动有限公司 商务销售经理

哈尔滨艾维欧东安航空传动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世达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行业销售经理

世达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行业销售经理

世达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行业销售经理

世达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美国铁姆肯轴承公司 航空经理

美国铁姆肯轴承公司 航空客户经理

瑞典斯凯孚轴承公司 航空部门销售总监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直升机业务经理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项目经理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市场部总监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直升机业务经理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亚太区域销售总监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亚太区市场传讯经理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产品市场经理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产品市场经理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直升机销售经理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高级市场开发经理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公关经理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市场执行总监

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 亚太区通航业务总监

英德拉信息技术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英德拉信息技术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翻译

英德拉信息技术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市场部总监

英德拉信息技术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Wilmax control system 总经理

Rotor lift aviation 总经理

Rotor lift aviation 培训经理

BBA Aviation 区域销售经理

BBA Aviation 区域销售经理

中美洲际 销售总监

中美洲际 销售代表

上海龙东光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Helione 区域销售总监

Helione 业务代表

Helione 亚太区域销售总监

法国泰雷兹集团 首席执行官

法国泰雷兹集团 副总经理

法国泰雷兹集团 产品经理

法国泰雷兹集团 市场总监

法国泰雷兹集团 销售经理

AMETEK 业务拓展总监

法国透博梅卡公司 总经理

法国透博梅卡公司 业务发展和市场经理



法国透博梅卡公司 中国区总裁

HOYO Helicopters 总经理

法国达索公司 航空客户经理

法国达索公司 渠道市场经理

法国达索公司 高级技术销售经理

北京北威宇航公司 副总裁

北京北威宇航公司 销售经理

EESYO&SILKAN 总经理

EESYO&SILKAN 航空事业部总监

中国航空报社  社长

中国航空报社 副社长

中国航空报社 主任

中国航空报社 摄影总监

亚翔航空 研发部总监

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通航项目部项目经理

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通航项目部项目经理

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通航项目部项目经理

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通航项目部经理

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部经理

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总监

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设计师

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美国直升机学会 副主席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项目主管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副总裁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执行秘书长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常务理事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特级直升机飞行员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发展部经理

格柏科技 市场技术主管



航升咨询 高级市场分析师

航升咨询 业务发展部总监

航升咨询 销售咨询师

航升咨询 航空分析师

北京银泰通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航空项目经理

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市场主管

航联保险经纪 通航业务部 总经理助理

航联保险经纪 董事长

航联保险经纪 高级客户经理

航联保险经纪 客户经理助理

航联保险经纪 航空保障业务部总经理

航联保险经纪 高级客户经理

广州市巴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珠海翔翼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与客服部高级经理

意大利航空航天企业协会 会长

意大利航空航天企业协会 秘书长

意大利耐斯航天航空科技公司

意大利耐斯航天航空科技公司 总裁

Airport Engine Engineering 董事长

Airport Engine Engineering

Delta Interior Design 董事长

Sator Aerospace 董事长

Sator Aerospace

Xesa Systems 董事长

HIGHFLY INTERNATIONAL AVIATION LIMITED 董事长

UE 资方微电子

UE 资方微电子

中国铱星 区域总监

成都天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副主任

成都天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主管

成都天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部经理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承保师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承保主管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教授



捷德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裁

航天503所 天津分所总工程师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航专委会 总干事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航专委会 合作部部长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航专委会 交流合作部部长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通用航空服务公司 总经理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业务发展部高级项目经理

蓝鹏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

北京环太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

北京摩诘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北京天揽投资有限公司 策划总监

北京天揽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华彬航空集团\ 直升机销售部 销售经理

美中航空合作计划 执行董事

美中航空合作计划

私人飞机网

私人飞机网

上海翼趣航空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科建筑产品 副总经理

中美合作商会 执行总监

民航资源网 总经理

汤森路透 记者

维特震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经理助理

北京大友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助理

AMST 产品经理

Labros Gmbh 市场经理

ProPilots Gmbh 总裁

诚泰航材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裁

诚泰航材设备有限公司 国际采购经理

立名联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总裁

Trakka System 业务拓展经理

利勃海尔机械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领海集团 总裁

领海集团 销售专员

上海玺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玺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中国航材集团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Calibre Aviation 总经理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 贸易投资官员（通航）

中国通航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部主管

中国通航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助理

中国通航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主管

国有全产业链资金扶持机构 项目经理

海陆空天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美亚集团环球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美亚集团环球有限公司 首席维修官

Mclarens AVIATION 航空调查公估师

ZODIAC AEROSPACE SERVICES 区域销售经理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 商务专员

通航世界 运营总监

加拿大不列颠国际贸易投资办公室 业务发展经理

GVH aerospace Singapore office 业务总监

立名联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北京创世银河空间信息技术 总裁助理

维特震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执行经理（中国区）

北京路路宽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航材查询交易系统 总经理大中华区

北京红鹏天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总监

伟基控股集团

深圳市法林咨询 执行董事

北京容创航空有限公司 市场研发部总经理

英国驻华大使馆 贸易投资官员

北京创世银河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EN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rp.ltd 总经理

Ideagen

ITC-aerospace,INC 总裁

Tracware 销售总监

 广州市红鹏直升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