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 2012 年度行政执法公告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行政处罚项目）

根据行政执法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现将我局 2012 年度行政执法（行政处罚项目）正式对
外予以公布。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将继续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关规定，按照法定授予的职责，
对辖区内的民用航空运输活动进行严格的安全监管和市场监管，进一步促进中南民航持续、健康、稳
定的发展。

序号

1

2

违法责任人

卡塔尔航空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

2011 年 8 月 13 日，卡塔尔航空公司 QR888 航班备降上海虹桥机场途中
发布 MAYDAY 呼叫，事后该公司未按规定报告事件信息。

澳 门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2012 年 2 月 23 日，澳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超越运行规范批准范围使用
公司

未经我局批准的飞机执行澳门—重庆航线飞行任务。

3

行政处罚
对卡塔尔航空公司作出警告，并处罚款
人民币 5,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
罚决政法字[2012]1 号）
对澳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
民币 5,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
决政法字[2012]2 号）

序号

3

4

5

6～9

违法责任人

主要违法事实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2011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Z6483 航班发生一起
有限公司

邮件中夹带危险品事件，该公司未按规定进行事件报告。

MITCHEL

2012 年 6 月 20 日，菲律宾航空公司驾驶员 MITCHEL F.LASMARIAS 执行

F.LASMARIAS

中国民用航空珠海
空中交通管理站

马尼拉至上海浦东 PR336 航班任务时未携带有效的体检合格证。

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
款人民币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
南局罚决政法字[2012]3 号）
对 MITCHEL F.LASMARIAS 作出警告的行
政处罚。（中南局罚决政法字[2012]4
号）

2012 年中国民用航空珠海空中交通管理站在曾涛、徐泽芬、杨明松、许 对中国民用航空珠海空中交通管理站
克古 4 名气象人员执照逾期未注册的情况下多次安排上述 4 人独立从事 作出罚款人民币 8,000 元的行政处罚。
航空气象服务工作。

（中南局罚决政法字[2012]5 号）

曾涛、许克古、徐泽 2012 年民航珠海空管站员工曾涛、许克古、徐泽芬、杨明松在气象人员
芬、杨明松

行政处罚

执照逾期未注册的情况下独立从事航空气象服务工作。

4

对曾涛、许克古、徐泽芬、杨明松分别
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政
法字[2012]6～9 号）

序号

违法责任人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

2010 年 8 月 24 日，齐全军机组驾驶河南航空有限公司 E190 机型 B3130
号飞机执行哈尔滨至伊春 VD8387 定期客运航班任务，作为机长，齐全军 对齐全军作出吊销航线运输驾驶员执
10

齐全军

未履行《民用航空法》关于机长法定职责的有关规定，违规操纵飞机导 照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政法字
致飞机撞地，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飞机撞地后，没有组织指挥 [2012]10 号）
旅客撤离，没有救助受伤人员，而是擅自撤离飞机。
2012 年 10 月 28 日，北京华彬天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孟学东在航前已知 对孟学东作出暂扣私用驾驶员执照 2 个

11

孟学东

航路变更的情况下，飞行准备不充分，最终导致因直升机燃油不足紧急 月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政法字
降落在郑州区域空军某师部操场。

12

13、14

[2012]11 号）

河南蓝翔通用航空 2012 年 3 月 29 日，河南蓝翔通用航空公司在 B-8056 飞机适航证背面未
公司

马力、郜鹏

签署的情况下，将该机由石家庄机场转场飞行至河南上街机场。

对河南蓝翔通用航空公司作出罚款人
民币 2,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
决河南字[2012]1 号）

2012 年 1 月 18 日，南航河南分公司马力机组（机长马力，副驾驶郜鹏）
对马力、郜鹏分别作出暂扣驾驶员执照
执行 CZ3396 航班任务，在郑州新郑机场使用 12 号跑道仪表进近着陆过
6 个月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河南
程中未能做到精细飞行，导致飞机在跑道左侧边线外道肩处接地，滑跑
字[2012]2、3 号）
过程撞压跑道边灯，构成一起运输航空严重事故征候。

5

序号

15

16

17

违法责任人
民航飞行学院洛阳
分院

公司

武汉天河机场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19

的教员培训 3 名安检人员并在该 3 名安检人员的危险品培训合格证上进 行政处罚。
（中南局罚决河南字[2012]4
行了签署。

号）

将经营活动信息向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备案。

对河南蓝翔通用航空公司作出警告的
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河南字〔2012〕
5 号）

2012 年 2 月，武汉天河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在未取得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批 对武汉天河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罚
复和不停航施工许可批复的情况下，组织施工单位进入机场飞行区实施 款人民币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
国际航站楼扩建工程。

南局罚决湖北字[2012]1 号）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迟延报告 2012 年 1 月 8 日
B737-700/B-2917 飞机多次中断起飞不安全事件信息。

湖北空港航空地面 湖北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未按要求对 C-90256 升降平台车进行有
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

民航飞行学院洛阳分院于 2011 年 9 月 27-28 日安排无培训安检人员资质 对民航飞行学院洛阳分院作出警告的

河南蓝翔通用航空 河南蓝翔通用航空公司于 2012 年 3 月-8 月开展通用航空经营活动前未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18

主要违法事实

效维护，以保持其持续正常使用。

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作出警告并罚款人民币 10,000 元的行
政处罚。
（中南局罚决湖北字[2012]2 号）
对湖北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作
出罚款人民币 20,000 元的行政处罚。
（中南局罚决湖北字[2012]3 号）

6

序号

20

违法责任人
远大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

2012 年 1 月 4 日，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某（飞行员）等人对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民
未经空中交通管制部门许可驾驶贝尔 427 型/B-7748 号直升机在长沙市 币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
远大城上空进行了短时间的飞行活动。

决湖南字[2012] 1 号）

2012 年 1 月 4 日，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李仁担任机长，未经空中
21

李仁

交通管制部门许可驾驶贝尔 427 型/B-7748 号直升机在长沙市远大城上
空进行了短时间的飞行活动。

22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 2012 年 9 月 1 日，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A320/B-6710 号机在长沙黄花
公司

行政处罚

机场发生重着陆后，未经机务人员签字即放行。

对李仁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中南局
罚决湖南字[2012] 2 号）
对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作出警告的
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湖南字[2012]
3 号）

2012 年 4 月 25 日，广西川福物流有限公司在南宁机场托运货物时，未

23

广西川福物流有限
公司

按规定对锂电池进行包装，提供的检测报告中的锂电池型号与实际托运 对广西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
的锂电池型号不一致、并且出具两份锂电池型号不一致的非危险品托运 民币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
人申明和货物代理人货物收运部门核验记录单，存在故意提供虚假航空 罚决广西局字[2012]1 号）
运输文件的行为。

7

序号

24

违法责任人
广西川福物流有限
公司

广西民航产业发展
25

有限公司南宁航空
物流分公司

26

主要违法事实

2012 年 4 月 25 日，广西川福物流有限公司在南宁机场托运货物时，安 对广西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
排未按经局方批准的危险品训练大纲进行训练合格的人员从事货物收运 民币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
工作。

罚决广西局字[2012]2 号）

2012 年 4 月 25 日，广西川福物流有限公司在南宁机场托运货物时，广 对广西民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南宁航
西民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南宁航空物流分公司安排了未按经局方批准的 空物流分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 10,000
危险品训练大纲进行训练合格的人员从事货物收运工作，误收锂电池危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广西局字
险品货物。

[2012]3 号）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对销售代理人和地面服务代理人管理不力，
公司

致使误收锂电池危险品货物。

施任战、谭朝威

对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作出警
告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广西局字
[2012]4 号）

2012 年 4 月 25 日，广西川福物流有限公司在南宁机场托运货物时，广
27、28

行政处罚

西川福物流有限公司员工施任战、广西民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南宁航空
物流分公司实习生谭朝威未按经局方批准的危险品训练大纲进行训练合
格而从事危险品航空运输的相关工作。

8

对施任战、谭朝威分别作出警告的行政
处罚。（中南局罚决广西局字[2012]5、
6 号）

序号

违法责任人

主要违法事实
对于机场净空范围内出现疑似超高障碍物，梧州机场公司从 2012 年 2 月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 开始，先后通过自查或者委托有测绘资质单位等方式进行复核，但未能
29

梧州机场有限责任 采取有效措施履行好机场净空保护职责。机场公司在落实机场净空保护
公司

30

31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区定期巡视检查制度、人员培训、净空管理相关设施设备配备和履行机

任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 15,000 元的行
政处罚。
（中南局罚决广西局字[2012]8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2 月期间违反《大型飞机公共航 对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
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的规定，在任何连续的 7 个工作日内，民币 29,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
未安排一个至少连续 36 小时的休息期。

罚决海南字[2012]1 号）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2 月期间违反《大型飞机公共航 对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
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的规定，使用无 ICAO4 级资格飞行员 民币 20,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
执行部分北京进出港航班。

罚决海南字[2012]2 号）

32～ 伍成国、史军、张昌 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的规定，在任何连续的 7 个工作日内，未
烈、李跃春

对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梧州机场有限责

号）
场净空保护协议等工作上存在明显不足，导致机场的净空管理工作滞后。

海航驾驶员伍成国、史军、张昌烈、李跃春违反《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

35

行政处罚

有一个至少连续 36 小时的休息期，且违规行为次数在三次以上（含本
数）。

9

对伍成国、史军、张昌烈、李跃春分别
作出暂扣驾驶员执照 2 个月的行政处
罚。
（中南局罚决海南字[2012]3～6 号）

序号
36～
184

185

违法责任人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

梁东亮等 29 名飞行 海航梁东亮等 29 名飞行员和崔景宜等 120 名乘务员违反《大型飞机公共 对梁东亮等29名飞行员和崔景宜等120名乘
员和崔景宜等 120 名 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的规定，在任何连续的 7 个工作日 务员分别作出罚款人民币 800 元的行政处
乘务员
海南美兰国际机场
货运有限责任公司

内，未有一个至少连续 36 小时的休息期。

罚。（中南局罚决海南字[2012]7～155 号）

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有限责任公司违反《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 对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有限责任公
理规定》的规定，未确保危险品货物装载人员按经局方批准的训练大纲 司作出罚款人民币 20,000 元的行政处
训练合格且安排其从事相关工作。

罚。（中南局罚决海南字[2012]156 号）

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刘远、李务壮、李杰、韩康生、对刘远、李务壮、李杰、韩康生、王铭
186～ 刘远、李务壮、李杰、
王铭和唐宏违反《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训练要求参与了 和唐宏分别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中
191 韩康生、王铭和唐宏
危险品货物装载工作。
南局罚决海南字[2012]157～162 号）

192

193～
195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对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警告的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派员执勤超时。

行政处罚。
（中南局场罚海南字[2012]1
号）

2012 年 3 月 21 日，南航驾驶员陈尚荣、曾劼、冯成执行 CZ350 航班任 对陈尚荣、曾劼、冯成分别作出警告的
陈尚荣、曾劼、冯成 务时，由于本机组原因，在珠海进近管制区域发生陆空通信联系中断 7 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广东字[2012]
分钟，构成责任运输航空一般事故征候。

10

1～3 号）

序号

违法责任人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

2012 年 5 月 27 日，南航驾驶员庾晓利作为责任机长，执行 CZ6199 航班 对庾晓利作出暂扣航线运输驾驶员执
196

庾晓利

任务，在广州白云机场着陆时压坏滑行道边灯，构成运输航空严重事故 照 3 个月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广
征候。

东字[2012]4 号）

2012 年 5 月 27 日，南航驾驶员崔鑫光作为副驾驶，执行 CZ6199 航班任 对崔鑫光作出暂扣商用驾驶员执照 2 个
197

崔鑫光

务，在广州白云机场着陆时压坏滑行道边灯，构成运输航空严重事故征 月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广东字
候。

198

王凯

199

王鑫

200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
公司

[2012]5 号）

2012 年 10 月 15 日，南航海南分公司乘务员王凯未携带有效客舱乘务员 对王凯作出罚款人民币 500 元的行政处
训练合格证，执行南航 CZ3219/20 和 CZ6784 航班任务。

罚。（中南局罚决广东字[2012]6 号）

2012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4 日期间，深航驾驶员王鑫在不满足驾驶员 对王鑫作出罚款人民币 1,000 元的行政
近期经历要求的情况下，作为机组必需成员参加航班运行。

处罚。（中南局罚决广东字[2012]7 号）

2012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4 日期间，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了不 对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罚款人
满足驾驶员近期经历要求的飞行员（王鑫）作为机组必需成员参与航班 民币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
运行。

罚决广东字[201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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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01

202

203

204

违法责任人

主要违法事实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 2012 年 6 月 21 日，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未按规定保存签
公司广州分公司
民航中南空中交通
管理局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东海公务机有限公
司

派或放行单以及飞行计划。

民航中南空中交通管理局管制单位岗位培训教员未向地区管理局备案。

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中南局场罚广

对民航中南空中交通管理局作出警告的行
政处罚。（中南局场罚广东字[2012]2 号）

2012 年 4 月 18 日，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B6311 飞机执行 HO1155 对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警
航班飞行任务，航空安全员潘振斐匕首丢失并在飞机前舱洗手间垃圾桶 告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深圳字
内找回，在 2F 座位底下找到软手铐。

[2012]1 号）

2012 年 4 月份，东海公务机有限公司部分值勤运行控制人员在实际工作 对东海公务机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民
中履行运行控制责任，但在局方批准的公司《飞行运行手册》中所列出 币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
的经公司授权实施运行控制的人员名单中没有上述人员姓名。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 23 日凌晨机组决定备降深圳机场，在备降过程中，由于深圳机场不接受
限公司

对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

东字[2012]1 号）

2012 年 2 月 22 日,东航 B737/6642 号飞机执行 MU2371 航班任务，2 月
205

行政处罚

非紧急情况航班备降，致使该航班无法尽早得到备降许可，给空中飞行
机组造成较大安全压力，迫使机组在紧急油量边缘宣布紧急情况。

12

决深圳字[2012]2 号）
对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警告
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深圳字
[2012]3 号）

序号

违法责任人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

2012 年 2 月 27 日，南航广西分公司 B737-800/B-5193 号飞机在执行 对南航广西分公司作出警告并罚款人
206

南航广西分公司

CZ3266 航班任务时疑似遭雷击，航空器受损，该公司未按规定报送该不 民币 5,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
安全事件信息。

决桂林字[2012]1 号）

2012 年 10 月 20 日，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地勤服务公司张志伟在对西部航
207

张志伟

空公司 A320/B-6765 号机进行维修时，未按规定操作，导致飞机右侧翼
上紧急滑梯充气放出，造成一起地面不安全事件。

208

马来列夫•谢尔盖 2012 年 4 月 30 日，俄罗斯洲际航空公司驾驶员马来列夫•谢尔盖执行
（MALAYREV SERGEY）UN535（莫斯科-三亚）航班任务时未随身携带飞行人员驾驶执照。

对张志伟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中南
局罚决桂林字[2012]2 号）
对马来列夫•谢尔盖作出罚款人民币
9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三亚
字[2012]1 号）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亚太国际会议中心二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间未按要 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作出罚款人民币
209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求认真履行场净空保护职责，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未能采取有效措施，10,0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三
导致亚太国际会议中心二期改扩建项目穿透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内水平面。亚字[2012]2 号）

210、
211

于建华、付大卫

2012 年 7 月 15 日，深航驾驶员于建华、付大卫驾驶 A320/B-6377 号机
执行 CSZ9491 航班任务时，机组在下降过程中调错飞行高度。

13

对于建华、付大卫分别作出罚款人民币
900 元的行政处罚。（中南局罚决三亚
字[2012]3、4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