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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民航华北地区资源配置 

委员会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监管局，华北空管局，各运输航空公司，华北地区各机场集

团（股份）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管理中心，中航油华北公

司，中航油北京公司，中航信北京公司，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

务有限公司：  

根据工作需要，经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2019 年第 2 次局

务会议审议同意，对民航华北地区资源配置委员会（以下简称

“资源配置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及工作程

序等事项调整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  任：华北局主要负责人 

副主任：华北局、华北空管局、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分管

领导 

成  员：华北地区各监管局局长，华北局相关业务部门

负责人（政策法规处、计划统计处、运输管理处、飞行标准

处、机场管理处、空中交通管制处），首都机场股份公司、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管理中心，国航、东航、南航、海航、中

联航、深航、首都航、河北航、春秋航、幸福航、东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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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S、中航油华北公司、中航油北京公司、中航信北京公司、

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分管领导。 

二、工作职责 

（一）基于华北地区航空运输总体规模和发展实际，综

合分析研判华北地区运输机场的资源能力保障状况和政策

环境，对包括航班时刻在内的相关资源配置问题和包括航

权、便利化措施在内的相关政策配套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制

订工作方案，以加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带动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推动华北地

区航空运输高质量发展。 

（二）贯彻落实民航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及“一市

两场”航班时刻资源配置方案》和《北京“一市两场”转场投运

期资源协调方案》要求，做好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转场投运过

程中相关资源配置协调工作。 

（三）研究修订华北地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及航班管

理、航班时刻管理实施细则。 

（四）对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航空运输（通用航空）委

员会（以下简称“运通委员会”）、航空安全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安委会”）、局务会或党委会会议中涉及资源配置、

航班正常及服务质量等重大事项议题进行初步审议，提出相

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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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辖区各协调机场航班时刻协调委员会开展相

关工作。 

三、办事机构及职责 

资源配置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其主要职责： 

（一）组织召开资源配置委员会相关会议，督促落实会

议审议确定事项，联系各成员单位，协调有关工作； 

（二）承办资源配置委员会公文起草及日常工作； 

（三）根据资源配置委员会审议结果拟定方案，视情报

华北局运通委员会、安委会、局务会或党委会审定； 

（四）承办资源配置委员会主任布置的其他工作。 

四、工作制度 

（一）资源配置委员会是华北局的议事协调工作机制。

根据需要，资源配置委员会向华北局运通委员会、安委会、

局务会或党委会请示报告工作；  

（二）资源配置委员会实行主任负责制，常务副主任协

助主任处理资源配置委员会日常工作； 

（三）资源配置委员会实行定期会议及不定期会议制

度。每半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每月召开一次由主任、常务

副主任、华北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月度例会。遇特殊、

紧急事项，可临时召开不定期会议。资源配置委员会会议由

主任或主任委托常务副主任主持，委员会办公室应在与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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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单位、业务部门充分沟通的前提下，汇总提交上会议题和

材料； 

（四）资源配置委员会自觉接受民航局相关职能部门的

业务指导，接受空管、机场、航空运输企业等成员单位的监

督，在广泛征求行业意见基础上开展相关工作。 

五、工作程序 

（一）以下事项需提交资源配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讨

论： 

1.涉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际航空

枢纽建设、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华北地区国际航线、国内

支线、航空货运发展，涉及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

区域航空枢纽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决策和措施； 

2.修订完善《民航华北地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及航班管

理实施细则》、《民航华北地区航班时刻管理实施细则》等

相关文件； 

3.主辅协调机场容量增加后新增航班时刻协调分配方

案； 

4.主辅协调机场容量变化及非协调机场转为协调机场容

量评估意见和建议； 

5.主辅协调机场航班时刻结构优化方案和标准； 

6.涉及辖区航班正常和民航服务质量管理工作的重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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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措施； 

7.其他航空运输、航线航班、航班时刻管理中的重大事

项。 

（二）以下相关事项需提交资源配置委员会月度例会研

究讨论： 

1. 申请筹建新设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设立分公司的初

审（评估）意见； 

2.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变更经营范围、基地

机场的初审意见； 

3.航班换季期间航空公司集中申报的新增国内航线经营

许可和增加航班申请、集中交回或暂停经营的航线许可申

请； 

4.航空公司关于提前解除因航线航班执行率或航班正常

考核不达标受到限制措施的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及新增航班

申请； 

5.公共航空运输企业或分、子公司运营中、航线航班经

营中、航班时刻执行中严重违规行为的处理意见； 

6.主辅协调机场换季航班时刻协调分配原则及方案，

IATA国际航班时刻协调会协调原则及方案； 

7.航季期间超过主辅协调机场高峰小时保障容量的航班

时刻申请；主辅协调机场协调时段临时收回时刻使用办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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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8.主辅协调机场航季期间航班时刻结构优化及固绑限等

特殊时刻使用或解除申请； 

9.主辅协调机场各航空公司之间的涉及协调时段航班时

刻置换申请，其中换季集中协调期间国内航空公司之间的航

班时刻置换申请，可在换季集中协调工作结束后再向资源配

置委员会报告。 

10.航空公司或机场关于提前解除因航班时刻执行率或

航班正常考核不达标受到限制措施的新增航班时刻申请。 

（三）以下相关事项由资源配置委员会办公室各业务部

门负责审核，按行政审批程序审批，审批情况通报华北局局

领导和相关业务部门。 

1.航季期间航空公司提出的登记航线经营许可申请，由

运输处受理，会签空管处和飞标处，报分管局领导审批； 

2.航季期间航空公司提出的登记航线增补正班、加班、

包机、临时经营航班备案申请，由运输处接收，报分管局领

导同意后准予备案；当涉及机场综合保障能力不足、采取临

时容量限制措施、消防等级不足或相关单位处于安全整改期

间等因素的，需会签相关业务管理部门，报分管局领导同意

后准予备案或不予备案。 

3.航季期间主辅协调机场在容量范围内的同时段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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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调整申请；以及非协调时段航班时刻申请，由空管处受

理，报分管局领导审批； 

4.航季期间非协调机场新增航班时刻申请，由空管处受

理，报分管局领导审批。 

此通知。 

附件：民航华北地区资源配置委员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2019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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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航华北地区资源配置委员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民航华北地区资源配置委员会 

主  任：辛天河  民航华北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孙剑英  民航华北局副局长 

何鸣寒  民航华北局巡视员（常务） 

    颜晓东  华北空管局副局长 

马  正  首都机场集团总法律顾问 

成  员：朱为民  民航北京监管局局长   

        吕志农  民航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监管局（筹）局长 

       李东生  民航天津监管局副局长   

       徐  锋  民航河北监管局副局长 

       任超忠  民航山西监管局局长 

       周建国  民航内蒙古监管局局长 

       王  华 民航华北局法规处处长 

       朱春雷  民航华北局计划处处长 

       赫  焱  民航华北局运输处处长 

       刘晨曦  民航华北局飞标处处长 

       项志华 民航华北局机场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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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全宝  民航华北局空管处处长 

       韩志亮  首都机场股份公司总经理 

       孔  越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王明远  国航副总裁 

       董  波  东航营销总监 

       韩文胜 南航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郭志强 南航营销总监、雄安航空筹建办主任 

       陈  明 海航控股副董事长 

       黄国辉 厦航副总经理 

       王  杰 深航副总裁 

       孙  黎 中联航副总裁 

       王银军 首都航市场总监 

       蒋卫东 河北航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黄兴稳 春秋航副总裁 

辛  伟 幸福航市场总监 

肖兵华  东海航副总裁兼AOC总监 

毛忠平  中航油华北公司副总经理 

杨剑武 中航油北京公司副总经理 

李  响 北京民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郭剑鹏 BGS经营管理总监 



-10- 

民航华北地区资源配置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宋全宝  民航华北局空管处处长 

副主任：赫  焱  民航华北局运输处处长 

刘晨曦  民航华北局飞标处处长 

朱春雷  民航华北局计划处处长 

项志华   民航华北局机场处处长 

王  华   民航华北局法规处处长 

成  员：宋玉芳  民航北京监管局运输处处长         

刘绍杰  民航北京监管局空管处副处长 

武燕伟  民航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监管局（筹）    

运输处处长 

孙晓良  民航天津监管局运输处处长 

徐  伟  民航天津监管局空管处处长 

李  焱  民航河北监管局运输处副处长 

杨葆春  民航河北监管局空管处处长 

胡玉兰  民航山西监管局运输处处长 

任喜全  民航山西监管局空管处处长 

古远志  民航内蒙古监管局运输处副处长 

张雄英  民航内蒙古监管局空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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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万营  华北空管局空管部副部长 

王艳玲  首都机场股份公司运控中心副总经理 

朱天柱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管理中心航空业务部 

  负责人 

王雁飞  国航商务委员会网络收益部副总经理 

张  健  国航商务委员会网络收益部副总经理 

曾永超  东航商务委员会总经理 

罗来君  南航营销委主任 

苏  明  南航营销委网络收益部总经理 

期国锋  海航控股商委网络部副总经理 

江  文  厦航客运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 

吴超辉  厦航客运营销委员会运力网络部总经理 

陈春虎  厦航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 

胡  楠  厦航客运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 

苏  炜  深航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田  军  中联航市场部总经理 

顾凌毅  首都航市场部副总经理 

王  罡  河北航市场营销部总经理 

王建英  河北航地面服务部副总经理 

叶  纪  春秋航总裁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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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  峰  幸福航市场部副总经理 

黄勇明  东海航航空发展部高级经理 

吴  戈  东海航运力网络部副总经理 

杭勤勇  中航油华北公司安全技术部总经理 

宋天伟  中航油北京公司技术装备部经理 

王洪生  北京民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机场信息 

服务部副经理 

边庆周 BGS总运行控制中心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