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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获批单位 许可证编号

54016
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

可

1.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03号

2.广东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18号

3.珠海中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27号

4.河南蓝翔通用航空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30号

5.安阳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32号

6.衡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35号

7.荆门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37号

8.湖北楚天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41号

9.海南亚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47号

10.湖北同诚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69号

11.亚联公务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74号

12.广州穗联直升机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81号

13.中山雄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82号

14.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92号

15.湖北蔚蓝通用航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095号

16.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111号

17.东海公务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115号

18.深圳金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140号



— 2 —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获批单位 许可证编号

19.珠海中航飞行学校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155号

20.美亚旅游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156号

21.深联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180号

22.海南三亚亚龙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181号

23.河南贯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182号

24.广东聚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183号

25.河南中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185号

26.湖南华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199号

27.星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203号

28.爱飞客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211号

29.湖南湘军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212号

30.湖南九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223号

31.河南永翔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227号

32.湖南翔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241号

33.广西展卓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242号

34.屯仓通用航空（湖北）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268号

35.河南福森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288号

36.桂林通航有限责任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293号

37.湖南山河通航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02号

38.幸福运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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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获批单位 许可证编号

39.广东金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26号

40.广东达成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27号

41.亚洲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35号

42.华南国际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37号

43.海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44号

44.湖北奥蓝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55号

45.湖北天海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59号

46.安阳瑞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64号

47.湖北祥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65号

48.湖南联播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66号

49.珠海易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79号

50.湖南省湘晨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89号

51.河南省美邦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90号

52.珠海雁洲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94号

53.河南圣大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395号

54.天成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97号

55.岳阳市中洲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98号

56.深圳市福年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399号

57.飞行家（湖北）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411号

58.深圳杰恩凯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417号

59.湖南瀚星国际航空学校有限公 民航通企字第0423号



— 4 —

项目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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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60.广西和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435号

61.广东知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436号

62.湖北龙昊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437号

63.郑州市穆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438号

64.深圳市东部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444号

65.南方电网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453号

66.中通航翔湖南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456号

67.湖北宇航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457号

68.河南元捷飞行学校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476号

69.湖南衡峰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485号

70.长沙桔州航空运动俱乐部有限

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486号

71.郑州三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492号

72.珠海吉泰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493号

73.湖南华岳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502号

74.湖南茶旅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504号

75.广西吉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05号

76.湖南圆方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506号

77.海南金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16号

78.广州市尚得尔航空俱乐部有限

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17号



— 5 —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获批单位 许可证编号

79.天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18号

80.卓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31号

81.湖北鸿云景天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532号

82.广东汇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36号

83.武汉天垄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41号

84.广东澳电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43号

85.湖北辉宏通用航空科技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548号

86.东莞维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49号

87.长沙翔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65号

88.深圳坤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66号

89.睿弛通用航空（海南）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75号

90.天鹤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81号

91.湖北福祥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86号

92.云旗航空运动发展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87号

93.鼎龙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88号

94.深圳市锦润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89号

95.河南美盛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92号

96.河南龙昊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594号

97.新乡市唐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00号

98.深圳金海鹏峰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6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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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建豪（深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16号

100.快线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28号

101.深圳富翔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30号

102.中南通用航空（广州）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638号

103.河南炫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54号

104.河南创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55号

105.广西科虹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674号

106.雏鹰通用航空（海南）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678号

107.新鲲鹏通用航空（深圳）有限

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80号

108.海南翔云之翼通用航空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82号

109.湖北大西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83号

110.乐飞（湖北）航空运动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686号

111.乐天游通用航空（英德）有限

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87号

112.广州锐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88号

113.河南飞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93号

114.湖南星河体育航空运动服务有

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696号

115.海南海直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01号

116.安阳安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02号

117.湖南翔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18号

118.湖南猎玩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7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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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湖北极道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27号

120.广东保亨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30号

121.海南蜂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36号

122.福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37号

123.珠海华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38号

124.广州大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41号

125.魏晋飞行俱乐部（河南）有限

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42号

126.海南林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43号

127.河南斤斗云通用航空有限责任

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44号

128.襄阳鹰航视界航空科技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750号

129.深圳俊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51号

130.湖南大武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52号

131.湖北弘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53号

132.湖南远程天翼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758号

133.河南新丝路国际飞行学校有限

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63号

134.海南金橘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64号

135.湖北弘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72号

136.京京通用航空（广东）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773号

137.海南瀚辰飞行培训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77号

138.清山绿水（广州）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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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华夏云翼（湖南）飞行训练有

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88号

140.海南晋祥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97号

141.安阳徽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799号

142.珠海市云盛通用航空服务有限

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801号

143.海南省隆远翔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
民航通企字第0803号

144.广西鸿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814号

145.广东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815号

146.湖南阿尔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818号

147.海南风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821号

148.广西宏元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866号

149.广东享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871号

150.广东汇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民航通企字第087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