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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中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民航中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收集、分析

和应用，实现安全信息共享，推进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控制风险，预防民用航空

事故，根据《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CCAR-396-R3）

及相关咨询通告的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

管理局）、中南地区各省（区、市）民航安全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监管局）、在民航中南地区注册的民用航空企事业单

位（包括航空公司在民航中南地区的分公司，以下简称企事

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以下简称安全

信息）是指事件信息、安全监察信息和综合安全信息，其定

义和分类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CCAR-396-R3）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安全信息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管理局航安办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地区安全信息工作，监管

局航安办（安委办）负责监督管理本辖区安全信息工作。 

第五条  企事业单位负责管理本单位安全信息工作，制

定包括自愿报告在内的安全信息管理程序，建立具备收集、

分析、共享、应用和发布功能的安全信息工作机制。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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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安全信息管理程序应报所属地监管局备案。 

第六条  企事业单位应指定满足民航局有关规定的人员

负责安全信息管理工作，确保其参加必要的培训，配备必需

的工作设备，为其申请独立的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航安网”）账号。 

第二章 安全信息的报告和处理 

第七条  发生事件（包括紧急事件和非紧急事件）后，

事发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

规定》（CCAR-396-R3）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十六条规定的

程序和时限，参照《事件样例》（AC-396-08R1）的分类和样

例，向局方报告事件信息，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 

第八条  紧急事件的报告以“报告快速、要素完整”为

原则，并按照以下程序执行： 

（一）事发相关单位和人员应立即通过电话和手机短信

报告紧急事件，事件信息报告基本要素应包括但不限于：事

件发生时间、地点、单位、机型、机号、航班号、简要经过、

航空器损伤、人员受伤、初步处置和事件影响等。如对事件

相关要素掌握不充分，应尽快了解后及时补报。管理局和各

监管局值班电话号码见附件 1。 

如紧急事件发生在中南辖区以外的境内地区，事发相关

单位在向事发地监管局立即报告后，应同时报告所属地监管

局。 

在发生影响较大、性质严重事件或短时内无法判断是否

属于紧急事件后，事发相关单位应按照紧急事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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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管局值班人员在接到紧急事件或影响较大、性

质严重事件以及短时内无法判断是否属于紧急事件信息报

告后，应主动核实事件信息，并立即通过电话和手机短信报

告管理局航安办，同时报告管理局运行协调监控值班人员；

如接报信息事实不清、要素不全，应向事发相关单位尽快了

解后及时补报；如需立即开展现场调查，应及时启动调查程

序。 

（三）管理局航安办在接到紧急事件信息报告后，应立

即报告管理局分管安全领导，同时报告民航局航安办值班。 

第九条  航安网事件信息的填报和处理以“填报规范、

内容全面、上报及时”为原则，应严格遵照民航局《事件信

息填报和处理规范》执行，并遵守以下程序要求： 

（一）事发相关单位应在紧急事件发生后 12 小时内、

非紧急事件发生后 48 小时内及时填报航安办网民用航空安

全信息报告表（以下简称“信息报告表”）。安全信息管理人

员填报信息报告表时，应使用本人实名账号。 

初次填报信息报告表时，事件信息应重点突出，根据不

同事件类型将关键信息要素填报清楚，其中简要经过填报要

点包括但不限于：事件发生时间、地点、机型、事件经过、

航空器损伤、主要参数、人员受伤、初步处置、事件影响、

初步原因等。如获得新的信息时，应当及时补充填报，并配

合局方对事件进行调查核实。 

对初步定性为一般事件等级的事件，由事件责任单位在

事件发生后 10 日内向事发地监管局完整上报事件最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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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对于初步定性为事故征候及以上等级的事件，应按照

局方要求提交最终调查信息。 

提交最终调查信息时，事件信息应内容全面、数据准确。

简要经过应如实、完整分析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如同一事件涉及多个事件类型，信息要素应涵盖所有事件类

型的填报要点；如涉及人员受伤，应描述人员受伤情况，并

附医院诊断材料；如涉及航空器损伤，应完整描述航空器损

伤、放行情况和放行依据，并附损伤图片。涉及责任原因事

件，事件原因应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如有调查报告，应当保

持与调查报告原因分析一致；采取措施应填写针对事件暴露

的风险或问题所采取的具体安全措施，如有调查报告，应当

保持与调查报告安全建议和改进措施一致。如对相关人员或

单位进行问责或处罚，应如实填写问责情况。 

如事实简单、责任清楚，应按照规定项目和内容完整填

报信息，并直接申请结束此次事件报告。 

（二）监管局接收到信息报告表后，应在 24 小时内对

事件信息进行审核，如事实清楚，应及时完成对事件的初步

定性工作，并更新信息报告表；如事件信息填报程序、时限、

内容等不符合规章要求，应立即责令信息上报单位进行补

报，情节严重的还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对定性为一般事件和一般事故征候的事件，应在事件发

生后 12 日内按照信息报告表规定的项目和内容向管理局完

整上报事件最终调查信息，并申请结束此次事件报告。 

对初步定性为严重事故征候和事故的事件，应及时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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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并根据管理局指示开展调查和处理事件信息报告

表。 

对不能按规定时限完成定性和上报的事件，应及时向管

理局报告，按程序在航安网申请延期，并尽快上报事件的最

终调查信息，申请结束此次事件报告。 

对事件责任单位和个人开展行政处罚或限制措施后，应

及时填补问责情况。 

（三）管理局对主办监管局上报的一般事件和一般事故

征候最终调查信息，应及时审核并在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

民航局上报事件的最终调查信息，申请结束此次事件报告。

严重事故征候最终调查信息应在事件发生后 30 日内向民航

局上报。事故最终调查信息由管理局按照民航局指示办理。 

第十条  举报安全信息的处理： 

（一）监管局负责受理、调查、处理涉及本辖区的举报

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并在收到举报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后

3 日内，向举报人反馈受理情况。举报事件信息处理表见附

件 2。 

（二）举报安全信息经初步核查可能构成一般事故征候

或一般事件的，由监管局负责调查，并应在调查结束后 3日

内向管理局填报信息报告表。 

（三）举报安全信息经初步核查可能构成严重事故征候

或事故的，监管局应及时请示管理局，根据管理局指示开展

调查并填报信息报告表。 

（四）举报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经初步核查不构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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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故征候或一般事件，但涉及违规违章运行或存在严重

安全隐患的，由监管局按程序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管理

局。 

（五）监管局在完成受理的举报事件调查后5日内，应

当向被举报单位和举报人反馈查处结果；对于管理局交办的

举报事件，应当在调查完成后5日内书面上报调查处理结果。 

第十一条  综合安全信息的报告： 

（一）运输航空公司应于每月 5日前，通过航安网“站

内信息”栏目，按照规定格式（见附件 3），向管理局航安办

报告上月飞行小时、起落架次等生产运行信息，并抄报所属

地监管局。民用机场和通航企业应按照管理局计划部门的要

求上报相关生产运行信息。 

（二）企事业单位召开季度、半年和年度安全工作会议，

应提前 3日向所属地监管局通报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议程，

监管局视情出席会议。企事业单位应于每年 6 月和 12 月中

旬前, 通过航安网“站内信息”栏目，向所属地监管局报送

本单位半年和年度航空安全工作报告。 

（三）企事业单位安全第一责任人、分管安全的领导、

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人员等人员信息，

以及安全信息值班电话发生变化、安全信息管理程序进行修

订后，应于 5个工作日内通过航安网“站内信息”栏目报所

属地监管局备案，并抄报管理局航安办。相关人员信息及安

全信息值班电话备案表见附件 4。 

（四）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应妥善保护与事故、事故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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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件以及举报事件有关的所有文本、影音数据以及其他

资料，并根据管理局和监管局要求上报。运输航空公司应按

要求向中国民航飞行品质监控基站上传 QAR 数据。 

（五）企事业单位应当在每年 7 月 15 日前及次年 1 月

15 日前分别将半年和全年安全绩效统计分析报告报管理局

航安办和所属地监管局备案。  

第三章 安全信息的应用 

第十二条  企事业单位应建立健全事件闭环管理制度，

深入分析事件发生原因，全面查找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及时

采取具体安全措施，跟踪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第十三条  企事业单位应建立航空安全信息分析和发布

机制，并纳入本单位安全信息管理程序，定期分析本单位安

全信息，评估本单位安全状况和趋势，制定改进措施。 

第十四条  企事业单位应建立航空安全预警工作机制，

根据航空安全信息分析情况，开展安全风险警示和管控工

作。 

第十五条  管理局及监管局应分析航空安全信息，及时

汇总和通报典型不安全事件信息，定期（每月、季度、半年、

年度）分析和通报辖区航空安全形势，并通过信息分析评估

辖区总体安全状况，明确阶段性安全监管重点事项和单位。 

第十六条  管理局建立航空安全预警工作机制，各监管

局应根据航空安全信息分析情况，适时发布航空安全预警。 

第十七条  管理局鼓励企事业单位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安

全自愿报告系统、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共享平台及其它适当途

径报告和获取航空安全信息，促进航空安全信息的共享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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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第十八条  管理局和监管局应建立事件信息报送情况通

报机制，适时对紧急事件电话报告和航安网信息报告表填报

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未涉及的有关安全信息管理的其他事

项，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CCAR-396-R3）及

相关咨询通告和文件的规定办理。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安委

会负责本办法的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民

航中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办法》（民航中南局航安

〔2016〕6 号）同日废止。 

 

附件:1. 民航中南局和辖区各监管局值班电话 

2. 举报事件信息处理表 

3. 运输航空公司生产运行信息报告表 

4. 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及安全信息值班电话备

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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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民航中南局及辖区各监管局安全信息值班电话号码 

单位 工作时间 24小时 传真 

中南局航安办 020-86124110 13826224110 020-86123142 

河南监管局 13838007118 13838007118 0371-68512851

湖北监管局 027-85810550 027-85810550 027-85810715 

湖南监管局 13723881518 13723881518 0731-84798562

广西监管局 15177120376 15177120376 0771-6112244 

海南监管局 0898-66815238 13807589188 0898-66815628

广东监管局 13570056560 13570056560 020-86131940 

深圳监管局 13823500406 13823500406 0755-27773832

桂林监管局 13317835522 13317835522 0773-2845608 

三亚监管局 0898-88288652 18876810261 0898-88288673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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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安全举报事件 
 

编号：    (年)-     (号)     

举报方式：□电话 □邮件  □传真  □平信  □其他：                 

举报时间：    年  月  日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举报内容： 

 

 

举报人：        联系方式：          

 

拟办意见： 

局领导批示： 

 

承办单位/部门反馈意见： 

                              

承办人：             年   月   日  

处理结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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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运输航空公司生产运行信息报告表 

 

年份/月份 单位 飞行小时 

训练及 

其他小时 

起降架次 

训练及 

其他架次 

2020年 1月      

2020年 2月      

202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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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信息备案表 

单位：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  机 办公电话 电子邮件 

1      

2      

3      

      

 

         单位安全信息值班电话备案 

 

手    机： 

办公电话： 

传    真： 

其它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