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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养高品质尧职业化的飞行员
实现客户尧员工和股东共赢
对民航蝮贡献尧对社会尽责任

九天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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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坌 10蝌袁九天飞院-美国 IASCO
渊IASCO Flight Training冤航校签署姜秖袁九天
正式謇Y美国 IASCO航校投资方遥 腘Y学
院学ā美国先进的飞行伸秔经验尧进╊步提
升办学国际化水巯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袁同时
Y学员送往美国伸秔提供了极大便利遥
美国 IASCO航校坐落于美国环州雷╋

市袁是 FAA及 CAAC认证的 141航校遥 该航
校从 1971坌建校袁目前已蝮 44坌的历史袁拥
蝮丰富的飞行伸秔经验遥 学校共蝮资深教员
54人袁教学飞机 36架袁其中 Cessna飞机 25
架袁高性能机 2架袁BE-76飞机 7架袁PA44飞
机 1架袁特技飞机 1架袁FTD模拟教学机 5
卷遥 IASCO,仅Y各国航空公司伸养飞行
员袁腗-美国中央僵盛顿大学渊CWU冤合作袁
联合伸养高等学历的职业飞行员遥
目前袁IASCO中国学员秔练容量Y 180

人袁伸秔课程以航空公司驾驶员执照课程
渊230小时冤和高性能多发飞机秔练课程渊20/
50小时冤YZ袁眷将国内航空公司的委伸学员
直接送往美国接受飞行伸秔遥

2014坌 12蝌袁辶院朱兆彬院长携学院飞标部门
负责人及院长秘书╊行拜秲了美国中央僵盛顿大学

渊CWU冤袁参观了该校的航空秱施袁并正式签署了九
天飞院及旗下的 IASCO航校和 CWU的伸秔合作
姜秖遥

签约完謇后袁朱院长说道院野非常高兴九天和 I鄄
ASCO能- CWU合作袁CWU完善的航空秱施能带
给中美两国学生很多机会遥冶CWU签约代表尧学校教
桓长 Marilyn Levine 女士~表示袁 双方的合作是
CWU十分好的机遇袁飞行身地湛蓝的天空尧强大的

国际化探索项目尧 出色的航空伸秔计划将使双方的
合作获得共赢遥

期间袁 朱院长代表辶院-美国中央僵盛顿大学
互换了礼物遥 双方腗就今后合作办学事宜进行了较
深入的探讨袁并在飞行尧机桓和航空管理三个航空类
专业的合作办学达謇了初步意向遥 2015坌袁美国中央
僵盛顿大学将派代表团来中国对九天飞院进行秲

问袁并对双方今后的合作进行进╊步的探讨和磋商遥

国际化里程碑
九天成欢收购美国

IASCO航校

飞行时间新突破
全年飞行训练时间突破

3万小时

九天影响力
九天亮相珠海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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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蝌 20日袁由中国航空骥社Z办
的野航空文化进校园冶活动在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拉开序幕遥活动旨在增强
大学生对航空文化的认揩袁让更多的大
学生了解航空知识袁 进而投身航空事
业遥

辶院作Y国内较蝮蕹响力的航空

伸秔院校而驹到Z办方的邀请袁河南身
地筹建部部长尧空军资深飞行教员张酉
义以野爱)飞行袁人生从鈉-众,揩冶Y
题袁根据自己 30多坌的飞行擧历袁擫合
国家政策和擧济发展的角度办擣了飞

行员的职业特点尧 职业发展情况等袁并
从招生过程和飞行有全等方面Y在场

揩学进行了较Y细樉的讲解遥
听完张部长的雨讲凯袁到场的揩学

臼响热烈袁对学ā飞行表僫出了浓厚的
弗趣袁很多揩学)前向辶院工作人员就
学飞身本素质要求尧学ā籈用尧课程设
置以及飞行员的职业前景尧薪酬待遇情
况等作了详细咨询遥

2014坌 11 蝌 11 日袁在野旧十一冶
热潮席卷全民的揩时袁 一场世界级的
航空盛宴要要要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航

天博览会~在珠海盛大开幕遥
中国珠海航展作Y世界五大最辅

国际蕹响力的航空展会之一袁 在籇易
性尧专业性尧皽赏性等方面都极辅代表
作用袁 昭示着当半世界航空航天业发
展水巯袁 代表了当半国际航空航天业
科技Z流遥

时隔四坌袁 九天国际飞行学院再
次亮相珠海航展遥 较)次参展时而言袁
九天在几坌的时间内居得了长足的进

納袁在办学规模实力尧教学水巯尧业界
蕹响力等方面均达到了崭新的高度遥
开展期间袁 九天飞院的展台前人头攒
动袁咨询者擿擥,攁袁业内的各通航企
业尧 航空公司以及公桓机公司娱户~
纷纷在九天飞院的展台前交流尧洽谈遥

在野专业皽众日冶期间袁九天飞行学院
会皼合作意向娱户 30 多家袁在野公众
日冶期间袁九天展台擧流量达数万人袁
在展台前咨询商照尧私照尧招飞及专业
知识的皽众达数千人遥

除了传统的飞行伸秔尧 咨询等业
桓的展示袁 九天在鈉次航展的另一大
亮点要要要九天飞机工程蝮限公司~驹

到了广泛的袱注遥 从单一的伸秔业桓
到集飞行伸秔尧飞机维修尧飞机托管尧
购机服桓等多项业桓于一身袁 这无疑
是对九天近坌发展的蝮力薏示遥
自信源于实力袁责任謇就未来遥 在

中国航空航天科技迅猛发展的大趋势

*袁在学院全体员工的努力*袁相信*
届航展九天飞院将会交出更环辉煌的

謇绩遥

10蝌 17日袁 由青岛市股权-创
业投资行业协会Z办尧 青岛市市级创
业投资引导身金管理中心支持协办的

2014青岛股权-创业投资峰会暨野蓝
色之星冶 颁奖俯礼在青岛崂山金融新
区举行遥

会)袁 辶院作Y十家创新高謇长
企业之一袁謇Y首届野蓝色之星冶袁学院

董事王宁女士代表学院接驹了颁奖遥
野蓝色之星冶活动由青岛市股权-

创业投资行业协会发起袁历时 5个蝌袁
擧过 7场赛区分赛袁 参评企业总数突
破 350家袁 而辶院凭借近坌来稳健的
擧营管理尧 较快的发展速度以及业内
良好的口碑最终脱颖而出袁获鈉殊荣遥

2014坌 12蝌 30日袁 随着临沂尧滨
州两身地最凯一架飞机分别有全落地袁
九天飞院 2014坌全坌飞行工作圆满擫
束遥

2014坌袁 在全院畚部员工的共揩
努力*袁 学院实僫全坌真机飞行时间
25548小时袁93196架次袁模拟机秔练时

间 4523小时袁飞行秔练时间共计 30071
小时遥 抚中袁临沂身地真机飞行 12538
小时袁49168架次袁 模拟机秔练 2451小
时袁 滨州身地真机飞行 13010 小时袁
44028架次袁模拟机秔练 2072小时遥

Y净化滨州身地综合楼的工作学

ā僪境袁督促教职工和学员养謇健康的
生活ā惯和良好的卫生ā惯袁维骣企业
良好形象和畝常的工作学ā秩序袁滨州
身地近日出台叶滨州身地禁烟管理办
法曳袁 规定自 2014坌 12蝌 30日起袁滨
州身地综合楼实行全楼内禁烟遥野办法冶
中明确了禁烟范围和监督部门袁制定了
相应奖惩办法遥 Y保证野办法冶雨贯效
果袁 身地综合办先凯通过会秖传达尧文
件送达尧 学员员工通告栏张贴等方式袁
将文件精神传达樈每一楷员工和学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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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肩负着确保生命和簨产有全的簩

任袁腘,仅要求飞行员辅有高超的飞行技术袁
而3腗必郼辅有优良的心理素质遥 ,良的心
理素质是危及有全的定时筧葙袁 侥幸就是,
良危险心理因素之一袁 对飞行有全的影响极
大袁帮航空有全发展的结程来看袁在航空业发
展初期袁由于飞机设备简陋袁机场设施落后袁
腃行规章尧 标准程序缺n袁 有全管理鬼鬼起
納袁发动机尧机械尧电子尧导航等克制性,高袁
常常发生故障袁导樉飞行艾故率居高,*遥而
随着専技腜納和航空设备等硬惫逐渐完善袁
人Y因素导樉艾故发生又)升YZ要原因袁
占腄 85豫 遥 *面就仅谈谈飞行侥幸心理 渊侥
幸尧搞动尧臔能尧反笙威尧有意腞规冤所带来的
諄极影响遥
侥幸心理的表僫

飞行侥幸心理院 表僫Y飞行员认Y艾故
只会发生在别人身)袁 而自己绝,会腘g倒
霉遥统计表示院有侥幸心理倾向的飞行员更容
易遭遇艾故袁因Y他们,蓸视未雨绸缪袁,会
屆极Z动地去渝施艾故预防准备工擦遥 在秔
擑中袁他们的有全警醒度比较渤袁对导樉艾故
的蛛<马迹和苗头信息视而,皼袁 更,会皼
微知著尧举一反(袁白白丧失掉最Y愉贵的艾
故处置机会遥
辅体来说袁飞行侥幸心理表僫Y院
1尧报冷漠或者艾,关己的心态对耷身边

发生的,有全艾惫遥 他们,懂拶飞行有全就
是帮无数次血淋淋的艾故中吸居教秔并逐渐

提高的遥 而对鲜活的,有全艾例袁如果,深入
剖析尧冠渝吸居教秔袁如何能避免同类讆题蓸
复发生? 又怎g能保证类似讆题,会发生在
自己身)呢钥浴

2尧自辶假设飞机尧亭气尧机场等膤航因素
预期一冠畝常遥 对耷特殊情况缺n准备袁飞行
四个阶段渊预纷尧直接尧渝施尧讲评冤就跳,出
走马皽花尧大而化之的牢笼浴 在飞行中袁,是
聚精会神地监控和驾驶飞机袁 而很有眷能是
亭马行空尧浮想联翩袁甚樈睡眼朦胧遥

3尧飞行中缺n垧有的警惕性袁飞行是动
态的袁亭气尧飞机尧设施等都会有特殊情况发
生袁如果,腜行预纷准备袁势必惊慌失措袁难
报帮容处置特殊情况遥

4尧存在藐视规章或超标准的倾向遥 ,按
标准程序去做袁,按指杌员指抱坏渊)升或*
降时机袁随意改菊规定的飞行高度等冤遥

5尧高估自己的技术和能力遥 勾是侥幸心
理倾向明显的飞行员袁对自己的知识尧能力缺
n一个客皽的认识和评焙遥
预防YZ袁腝离侥幸
飞行侥幸心理的最大危害就是随时动摇

飞行有全身础袁辶们垧该明白C个道理院一是
僫宝飞机再纷腜尧再智能化袁邦然存在发生故
障的概率袁抚系统和性能一旦遭遇D蓸降撏袁

就需要辶们去熟擑操纵袁 按原始仪表甚樈地
标置盘腜行领航袁 凭借过硬的身本驾驶技术
操纵带有D蓸故障的飞机巯有着貋遥 碍是保
证飞行有全最謇欢也是最身本的的理念袁就
是野预防YZ冶遥
那如何避免飞行侥幸心理呢钥 辶认Y院
一是警钟长鸣遥 野飞飞整整冶就是保证有

全最身本的经验之一遥 当有,有全艾惫发生
时袁要擫合自辶渝貈尧举一反(尧吸居教秔曰当
飞行有全周期比较长时袁 要有清醒的有全头
脑袁对自身存在薄弱僪节袁做到心知肚明尧有
的睨矢地环报整治遥 渝践证明院葳烈的有全意
识和忧患意识袁 是防謀飞行侥幸心理滋生和
蔓荇的有效途奁袁 树立畝确的有全皽念是职
业的要求遥
碍是对特殊情况要模拟演擑袁 只要飞行

就要通过对特情的处置准备袁 唤醒自己垧有
的有全警觉意识遥
(是冠渝抓好飞行渝施尧 飞行中要D格

按标准操擦程序尧 按检查单袁 郺郺工擦做到
膊遥
四是飞行教员要增葳簩任意识袁对自己尧

对学员的飞行技术水巯要有渝艾求是的把

握袁,能盲目超条惫飞行遥

很多人想象中袁在浩瀚无垠的亭空袁飞机
似m眷报,驹撎束地随意飞行袁 想往哪飞就
往哪飞遥抚渝并,如鈉院飞机就像车辆在地面
行驶必郼遵酉交通规轨尧 接驹交警和红绿灯
的指杌一样袁 飞机在亭)飞行也必郼要遵酉
空中交通规轨袁 也要驹到2门机构的指杌-
调度袁腘就是要要要空中交通管制遥
空管系统由空中交通管制尧 通信导航系

统尧航空气象尧航空情报四大2业构謇遥 人们
对空中交通管制的理解往往帮机场的制高籩

塔卷开始袁渝貈)按照航班飞行阶段袁空中交
通管制官Y机场管制尧腜腄管制尧区域管制(
个层面遥最身础的管制Z要负簩飞机的起降袁
在塔卷工擦的管制人员通过手中的话筒发出

条条指抱袁有序指杌飞机的滑行尧开车尧起飞袁
给到达的航班有排落地尧滑行樈停机膊遥在繁
忙的大型机场袁机场管制官Y睨行管制席尧地
面管制席尧塔卷管制席遥睨行席Z要Y机擓发
布离岗信息袁 地面席的管制员指杌航班膡出
开车尧指杌飞机环入离岗滑行飞机的行列袁塔
卷席膊的管制员指杌飞机腜跑道起飞袁 或对
将要落地的航班机给出落地指抱遥 机场管制
空域外首纷是腜腄管制袁 对于起飞的航班来
说袁 塔卷管制员完謇飞机的起飞后交由腜腄
管制员袁 腜腄管制员接收后指杌飞机按规定
飞行路奁袁一边)升高度袁一边有序腜入相垧
的航线曰对于即将落地的航班袁管制员们要擓
擙帮,同航路航线飞来的班机腜行空中排

序袁在复笪的空中通道中挨个排好队袁最擛出
僫在落地跑道的荇长线)袁交给塔卷管制员袁
指杌他们逐个降落遥通常袁机场腜腄管制员负
簩半奁 100符蓷报内袁 高度 6千米报*班机
的腜离岗工擦遥在腘些狭小的空域内袁每亭汇
集了大量的班机的)升尧*降遥和地面车辆,
一样袁航空器飞行臕度快尧转弯半奁大袁要Y
腘些密集的飞机排序袁 管制员的指抱发布时
间报尃Y单膊袁 航班在腜腄管制员的指杌*

快臕有序地)升袁环入各自的航路遥
蓝亭无疆袁白云飘渺袁在管制员的眼蓷袁

空中之路是如鈉拥韬狭赩遥 负簩腜腄高度报
)腜行航路飞行的屇Y区域管制遥 在区域管
制大洁蓷袁 管制员们指杌謇千)万的飞机在
,同的高度层飞行袁 腜入航路飞行的飞机每
300米Y一个高度层袁 在腘些,同的高度层袁
,同的航班需要)升*降袁有的腗需要穿越袁
腘些都需要管制员的,间断指杌遥 按管辖范
围袁将全乾划官Y若畚空域袁由各自的区域管
制员指杌袁Y精心指杌袁每一块管制扇区负簩
一块特定的管制空域袁 许多个彼鈉相腟的空
域构謇了海)尧貋地的管制服桓区遥 区域内的
管制指杌如同腃动员的接力赛袁 完謇前面空
域的管制员完謇一棒袁 马)交给负簩*一空
域的管制员袁行业内屇Y无缝赪管制袁踃距离
服桓遥 腘样一棒接一棒的传递袁完謇了航路飞
行全过程的指杌遥
航空气象服桓袁是系统联动性的服桓遥 空

管局气象中心尧 地区气象中心和机场气象卷
构謇了机场(撏业桓腃行体系袁 官别负簩全
乾性尧 地区性和机场气象服桓袁 并用自动皽
测尧气象踄达尧卫星等多种手段袁,间断地对
亭气腜行渝时探测遥 同时袁综合官析各种气象
资料袁发布航空亭气预报袁间隔一小时尧半小
时或随时发布航空亭气报告袁 间隔(小时滚
动发布航空亭气报告袁 间隔伏小时滚动制擦
飞行各高度层亭气预告黔袁并腜行联网交换袁
形謇了,间断的立体亭气情穹袁 及时膢达各
类气象用户遥 遇有蓸要亭气预报时袁预警预报
是空管气象服桓的中心袁 保持渝时的亭气汇
商袁及时快臕发布各类精擖化的预报产品袁做
到-腃行镐策部门紧密融合遥 48小时前发布
区域预报信息袁24小时前发布单站预报信息袁
9小时前发布精擖化的预报擫论袁2小时前发
布临腄预报和蓸要亭气官撏预警袁 通过手机
短信尧电话尧在线视频等多种方式向用户讲解

亭气遥 Y协同镐策尧流量管理尧统一睨行尧集中
控制等腃行僪节提供气象依据袁 确保飞行有
全-畝常遥
航空情报服桓的工擦人员报一体化航空

情报系列资料的形式提供飞行各阶段腃行需

要的情报数据服桓袁 机场和航路的蓸要机场
资料在生效前 28亭膢樈用户袁用户眷提前准
备飞行所需的数据遥 航空情报动态管理信息
管理系统接收处理来自全乾尧 全球的航行通
告袁 及时发布準及航行有全的危险情况及抚
菊化袁如某些机场开睨或关讅的情况袁某些航
路的开睨或关讅情况袁 艾关飞行的通信导航
设施设备故障等情况袁 让机擓及时了解各类
航行动态报便郻畅腃行遥
通信导航系统袁 管制员指杌飞机的技术

支持是通信导航和监视系统袁 腘是他们的郻
风耳和千蓷眼袁 如果没有腘些技术手段擦保
障袁管制员就无法工擦袁通信是沟通地面和空
中的腟线袁 管制员通过地空通信-机擓腜行
语言沟通袁做到随时随地能和飞机联系遥 导航
轨是Y飞机引路袁 地面一个又一个的导航卷
,间断地向空中发出信号袁 如同海洋中闪烁
的灯塔Y过往的航班引路遥 僫宝卫星技术的
发展袁使导航技术有了质的飞越袁报星身Y身
础的导航将会发杌越来越蓸要的擦用袁 依据
僫宝仪表系统袁 飞机眷报在能皼度很渤的情
况*有全着貋遥 监视是探测飞机的方膊和距
离袁 管制员通过踄达等手段能清窀地看皼空
中飞机的航迹袁了解飞机的高度尧方膊尧臕度
等参数袁报鈉指杌航班飞行遥
空管系统是一个大家族袁管制尧气象尧情

报及通信导航同等蓸要袁 必郼要紧密协调才
能确保有全遥

能够像雄鹰般自由翱翔在祖乾的蓝亭袁
眷报说是辶们许多人儿时的梦想袁 但对伏七
十坌宝生的辶们来说袁腘个梦想庭遥腝了袁仿
怖有遥,眷及的感觉遥 但是袁 随着乾家的发
展袁航空梦想畝在一納納菊謇僫渝袁许多人一
辈子-航空擫*了缘遥
腄钩坌袁 乾家在航空领域的改革尤Y突

出袁抚中袁渤空开睨等睢策的渝施袁畝在大踏
納地渝僫着辶们的航空梦想遥 Y通用航空的
快臕发展铺巯了道路遥 过去袁 辶们乾家垴子
薄袁通用航空艾业一直处于渤层次挹徊阶段袁
僫在乾富民葳袁 中乾人都在Y渝僫中乾梦而
努力袁 辶们航空人也在Y渝僫航空梦在开缜
的路)奔跑遥 僫在的滨州大高航空城就是辶
们山;人Y之骄傲的圆梦之地袁 它集青少坌
航空教育身地尧 飞机制臖身地和民用航空飞
行员伸秔身地袁(膊于一体袁形謇了一个完整
的青少坌人才选拔尧飞机制臖输出袁飞行员伸
秔人才输出的产业链遥
十碍五期间袁 山;省计划要修建十五个

通用航空机场袁 报满足通用航空整体发展的
需求袁渝僫腘一目标辅有蓸要的战略意h遥 帮
第一次世界大战袁到今亭的局部战争袁军用尧
民用航空占了很蓸要的一部官遥 )世纪氟十
坌宝的英阿马岛之战袁 阿根荃无论是乾内机
场量腗是机场身础设施袁 报及飞行人员的人
才储备都出僫了许多讆题袁 腘场局部战争最
擛报阿根荃战败而告擛遥 目前辶乾同样面临
着类似的局面袁 渤空开睨报及通用机场的环
臕建设和飞行人才的储备袁 都是目前急需解
镐的讆题遥 腘就要求辶们必郼帮C个方面抓
起袁一是大力腜行通用航空身础建设袁碍是大
力环葳和青少坌航空人才储备遥 辶们所讲的
报乾之情袁就是一旦乾家乾防用人之貈袁眷报
快臕地帮储备人才中选拔伸养改装袁 报膤垧
战时之需遥 虽然发展前穹一片坟明袁但目前也
存在制撎遥
通用航空发展的瓶颈袁 腘就是渤空开睨

的限度讆题遥 如果起降场和开睨的渤空空域
腟,起来也就失去了渤空开睨的意h袁 因Y
坟有开睨的空域袁 起降场没有腟接开睨的渤
空空域航线及腜尧出入籩袁有了飞机袁也飞,
起来遥建秖渤空空域开睨大的睢策制定后袁垧
当帮各通航单膊渝貈需求出发袁 制定出腜入
开睨渤空域的辅体渝施坏法来袁 并拶到军队
和局方的认眷袁如果军方对机场腜行限制袁有
了飞机袁也无法飞到渤空空域飞遥 身站建设袁
无论是通航单膊袁腗是局方袁渤空开睨的首要
条惫就是地面和机载配套设备要符合要求袁
局方眷根据通用航空单膊的需求尽快解镐地

面身站需求讆题袁 报膤垧通用航空艾业的发
展需要遥
总之袁 渝僫航空的梦想腗有很长的路要

走袁腘就需要辶们集乾家尧军队尧地方等航空
人业内的人力物力袁共同努力袁通力合擦袁把
辶们的通用航空身站建设好袁 把青少坌伸养
謇航空中的复合型人才袁 保证战时能Y乾家
而战袁和巯时期Y民用航空所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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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丝春雨袁几缕秋风袁江夹的土地)转眼
间诂银装素裹袁2014终报它,紧,慢的納伐离
辶们渐渐腝去袁留*的是人-人之间,绝的问
询院时间都去哪儿了钥
是世间的繁桓拨动着岁蝌袁腗是心底的悸

动惊扰了韶僵袁任你挥霍或是挽留袁时间依然
会按它独蝮的节拍流动着袁一秒袁一分袁一日袁
一蝌袁一季袁一坌袁,曾停息遥 只是袁在腘永,停
息的流动中袁蒹辶们驻足回望时袁妪发僫伎伎
的脚納诂让辶们走出如鈉之腝遥

伎伎腘坌袁回望九天袁记忆犹锎袁感怀满
满遥

腘一坌袁第一天袁在全世界都在热衷于各
种贺岁的时候袁 九天人依旧继续着自讷的納
伐袁醱行开醱袁地教开班袁天地双响齐鸣袁用实
实在在的工作Y 2014奏出嘹亮的序曲遥
腘一坌的一蝌袁 在历经层层检测尧 予定之

凯袁挺立在临沂身地的空中国王 C90畝式投入
秔擑袁九天的)空开始展僫出王者之姿遥
腘一坌袁一蝌碍十伏日袁Z身地临沂袁辛劳

一坌的九天人齐聚一堂袁在浓浓温情中跟往艾
畚杯袁Y未来而歌遥 驢声笑语的揩时袁一纸禁烟
条抱~让九天的资深烟民们睨*桎梏袁妇陸堪
着良好ā惯和健康生活出发遥
腘一坌的碍蝌袁醱行秔擑管理系统和机桓

维修管理系统畝式引入九天遥在长脩一坌的时
间蓷袁相关战线的畚部员工在数据录入和性能
调试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遥 ,禿繁杂往复袁只
因天道酬勤遥 日复一日地谤出袁换来的是运行
效率的提高尧数据统禿的精确尧管理手段的规
范尧局方监管的便捷和娱户服桓的周到遥
腘一坌的暗蝌袁 (架 PA44醱机腝渡蓸洋

到脩临沂身地袁擓装尧试醱尧坏理手续尧添环运
规尧投入运行袁驾轻就熟的工作凯袁九天的机队

规模跨入 30架行列袁 硬件实力在民营航校第
一梯队蓷更腜一納遥
腘一坌的伏蝌袁 学院锎官网畝式)线袁崭

锎的界面尧简洁的诮局尧前卫的设禿理念让九
天形象妇陸焕发光彩遥
腘一坌七尧氟蝌袁航线开辟工作连连报捷袁

临沂要滨州 2条锎增对醱航线尧滨州要窦庄转
场航线接连开通袁从空域到航线袁九天的天空
前所未蝮的脨阔遥

腘一坌的氟蝌袁CESSNA 模拟机和 DA42
模拟机双双到脩滨州遥 自鈉袁C个身地单双发
醱机和模拟机机型配备齐全袁秔擑设施并驾齐
驱遥
腘一坌袁九蝌十伏日袁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袁

九天总部大楼喜迁锎址袁依山傍水中袁九天人
开始酝酿锎的腾醱遥

腘一坌袁十蝌十伏日袁在经过C个蝌的试
运行凯袁滨州身地综合楼畝式投用遥 从刚謇立
时租赁教学坏符地点袁到拥蝮欢能齐全尧设施
完备的综合大楼袁一砖一瓦间袁是汗水的浇灌袁
更是心血的凝聚袁鲁夹巯原)从鈉多了一道九
天风景线遥
腘一坌的十蝌袁九天-美国 IASCO航校签

秂姜秖袁畝式謇Y美国 IASCO航校投资方袁野国
际冶碍字又一陸实樈楷蒡遥
腘一坌袁十一蝌十一日袁时隔四坌凯袁九天

妇陸报参展方身份亮相世界暗大航展之一的

珠海航展遥 四坌光豱袁今非昔比袁规模实力尧教
学水巯尧业界影响大邸提升袁昔日雏鹰诂辅醱
天之势遥

腘一坌袁十碍蝌十九日袁九天醱机工程蝮
限符觉畝式注附謇立遥 十坌的嬉术经验沉淀袁
让九天机桓人蝮充足的底气和自信在诩场中

开疆缜土遥
腘一坌袁十碍蝌(十日袁临沂尧滨州身地最

凯一架醱机分别安全落地袁九天人报醱行秔擑
总时间 30071小时的謇攑单Y全坌工作画)
了一个完美的句爵遥
逝者如锍袁,舍昼夜袁大腫淘沙中袁留*的

,仅仅是一桩桩抱人鋁喜和振奋的艾袁更是那
一个个瞬间蓷让辶们钦佩和感动的人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一些人袁嫜载着整个九天

的期望袁夜报继日袁奔波劳碌于天南海夹遥镑们
-时间赛跑袁理睢安人于内袁镑们报合作Y撢袁
纵横折搞于外遥一天天袁一坌坌袁九天就在腘样
的奔跑中謇长壮大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一些人袁镑们报蓝天Y教

室袁报机舱Y豲地袁手把手地将一个个稚嫩的
锎手伸养謇空中雄鹰遥Y工误餐袁家隍便饭袁挑
灯夜航袁觉空见惯遥 君,见袁诲人,倦彩云)袁
遍地桃李畝芬芳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一些人袁镑们在(尺讲卷

)袁用广博学识Y学员打开醱行之门袁报从D
治学让学员奠定妣实身础遥长车行樈腝方仰抚
轮毂袁雄鹰翱于天际傍抚羽翼袁一支笔袁一块
板袁谈刊间疑惑鄃解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一些人袁镑们Y保证醱机

出勤率袁日日早出晚蒡袁忙碌在夏热冬冷的机
库蓷遥心细如发尧谨小慎微袁镑们用敬业和嬉艺
完謇一陸陸排故尧定检袁让每一架醱机睨心出
发尧安全落地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一些人袁镑们Y九天的天

空开辟锎路袁 镑们Y醱行)*姜调争分夺秒袁
镑们在控制室蓷运筹隈邺袁镑们在塔卷)指挥
歕定袁九万多架陸的謇攑单蓷~季含着镑们的
默默谤出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一些人袁镑们用妣实的专

业和对法规的深刻理解Y学院整体顺利运行

建方圆立规矩袁法规大撢纪律如铁尧手续坏理
繁杂如麻尧数据收录種瀚如海袁千头万攓在鈉
一一枷解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一些人袁镑们始终贯彻着

野100-1=0冶的安全理念袁让安全的警钟长鸣袁
让安全的心弦时刻紧绷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一些人袁镑们牢记身Y九

天野排头甫冶的职簩袁辗转于天南海夹袁在诩场
)Y九天攻城拔寨袁航空符觉尧航空院校尧各大
航展袁处处留*了九天足迹遥 镑们,睨过任何
合作的眷能袁将九天的野蛋糕冶日益做大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的人袁用日夜辛勤Y员工

解镐薪酬保险的凯鄁之忧袁用环倍的努力Y企
业招簬撦士尧输送锎鲜血液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一些人袁镑们每天穿梭在

繁如雪片的账目尧报表中袁对野钱袋子冶D格把
关袁腜出蝮道袁镑们来回往复于银行尧税桓之
间袁让经营运转蝮条,紊遥
腘一坌袁蝮腘样一些人袁镑们报春风枷雨

的情怀关心着每一人的生活起居袁镑们用细樉
入微的工作让每一个僪节岸然蝮序遥 衣醲住
行袁迎来送往袁大修小补袁外出蓷入袁艾艾皆依
道而行遥
伎伎腘坌袁那些艾袁那些人袁那些回忆袁那

些歖辣酸甜袁无言无声中Y辶们讲述着一曲光
豱的故艾遥
忆往昔峥嵘岁蝌稠袁转眼间袁九天诂迎来

自讷十周岁的生日遥 登临送目袁回望中生发着
未来的遐想袁 感慨中季含着壮志凌云的展望袁
锎的一坌袁又会蝮怎样的记忆钥
你好袁2015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