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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民航立法专项规划 

 

编制立法规划是推动民航行业法规建设与时俱进、推进

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为了统筹行业

立法各项工作，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

规范、引领作用，民航局编制《“十四五”民航立法专项规

划（2021-2025年）》。 

一、总体要求 

（一）发展形势 

“十三五”期间，民航法规建设遵循科学民主依法的原

则，民航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以下简称“民航法规体系”）

与时俱进。首部行业五年立法规划出台，有效发挥引领作用；

部局立法关系进一步理顺，明确了大部制下民航法规制定程

序；《民用航空法》全面修订送审稿正式报送国务院并完成 3

次局部条文修正；“通用航空法规体系重构框架”制定，23

部相关规章开展修改；立改废并重，规章新制定 15 部，修

订 80 部，废止 5部；“放管服”改革、军民融合、生态文明、

公平竞争、证明事项、产权保护等领域法规清理及时开展；

行业和公众全覆盖的立法建议征集机制、民航局和管理局行

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制度全面建立。五年来，民航法规

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和针对性持续提升，为贯彻落实民航

总体工作思路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供给，行业立法工作的保



 2 

障、规范和引领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与此同时，法规建设仍

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立法资源严重紧缺与持续旺盛的行业

立法需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二是立法领域贯彻系统观

念、提高立法质量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项目

立项、起草阶段论证评估不充分，立法规划和计划的执行力

受到影响。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法治

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2021-2025 年）》为“十四五”期间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明确

了路线图和施工图。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

务和主体工程，完备的民航法规体系是推进民航法治政府建

设的基础性制度保障，对民航安全发展改革具有重要的保

障、规范、引领作用。当前，我国民航迈上了从单一航空运

输强国向多领域民航强国跨越的新征程，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求，都对民航法规体系

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指导思想 

“十四五”期间，民航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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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十四五”

时期民航总体工作思路，有效发挥民航法律法规规章体系应

有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规范、引领作用，坚

持法治体系建设正确方向，加快重点领域立法，为开启新时

代民航强国建设新征程、推进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现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三）工作原则 

推进“十四五”期间的民航立法工作，要按照“控总量、

调结构、严标准、提质量、优体系”思路，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法规建设与时俱进。行业实践是法规建设的基

础，民航法规体系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坚持改革和法治

相统一相协调，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不

断增强立法的适应性、前瞻性，为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

应用和智慧民航建设留出空间。 

二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从我国民航

发展实际出发，遵循法规建设的内在规律。牢固树立“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开门立法”、问计于民，持续完善立法意

见征集处理机制。坚守法治“底线”和“红线”，合理规划

立法项目，严格立项和法规审查标准，切实避免越权立法、

重复立法、盲目立法。 

三是坚持立法质量和进度并重。良法是善治的前提，高

质量的发展需要高质量的立法。突出提升立法质量，加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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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评估论证，充分有效发挥法规建设的制度供给功能。不断

提升立法工作的效率，持续增强法规建设的针对性、及时性

和有效性。 

四是坚持立法的中国特色。民航法规建设深深植根于中

国民航发展实际，在充分借鉴国际民航有益经验的同时，要

增强制度自信，及时将中国民航行业监管的生动实践和成熟

经验上升为制度规定、转化为立法成果。持续完善涉外领域

立法，注重国内法与国际航空法的衔接。 

五是坚持统筹兼顾。遵循系统观念，注重制度集成，优

化民航法规体系内部结构。做好规章修订的同时，加大法律、

行政法规制修力度。开展“贯穿式”审查，从体例上整合相

关规章，适当控制规章总量。提升制度工具优选能力，有效

发挥法律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政策文件、

行业自律等的不同功能。加强业外相关法律法规制修的参与

深度，拓宽立法空间。 

二、工作目标 

（一）主要目标。集中有限的立法资源，紧紧围绕民航

强国建设发展阶段转换期、发展质量提升期、发展格局拓展

期的新特点、新需求，瞄准民航法规建设领域不适应民航高

质量发展的问题和矛盾，从基础制度、安全、发展三方面，

加强重点领域法规建设，推进重大立法项目的开展，增强适

应性、引领性、前瞻性，持续完善民航法律法规规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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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重点。紧紧围绕重点领域和重大立法项目，

开展“十四五”民航法律、法规、规章制修，推进民航法规

建设。 

——持续完善基础制度。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用航空法》（以下简称《民航法》）修订，深入开展《航空法》

制定研究。开展事故调查、机场管理、飞行标准、适航审定

等重点领域的法规制定修订。配合做好无人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等领域法律法规完善。研究术语定义、行政处罚、监

管数据等方面的规章制定。 

——筑牢安全基础。持续完善适航审定、飞行标准、民

用机场、安全保卫、网络安全、综合安全等领域的立法。 

——引领高质量发展。完善航空运输、无人机以及改革

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 

 

 
民航法律法规规章体系子系统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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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立法项目 

（一）持续完善基础制度 

1.贯彻新时代民航强国战略要求，加快推进《民航法》

修订，深入开展《航空法》制定研究，筑牢法治民航之基。 

——继续贯彻“急用先修”的要求，推动《民航法》整

体修订，适时开展局部修订。（起草部门：政法司、各相关

司局） 

——做好《民航法》修订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开展《航

空法》制定研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立法工作。（各相关司

局） 

专栏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 

《民用航空法》1995 年 10 月颁布，1996 年 3 月 1

日施行。二十多年来，为保障民用航空活动安全和秩序，

保护民用航空活动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民用航

空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民用航空面临

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关国际公约大幅修订，国内

相关立法作出修改，民航相关管理体制作出调整，民航

安全形势对安全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有必要认真总结

《民用航空法》实施实践，借鉴和吸收国内外民航立法

及民航国际公约的新成果，突出强化航空安全监管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促进民用航空事业发展，为建设民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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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围绕推动民航高质量发展，完善重点领域的法规修订

制定，有效发挥法规在支撑法律、补强规章等方面的功能。 

——积极推进《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民用航

空器事故调查条例》制定、《民用机场管理条例》《民用航空

器适航管理条例》《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修订。（各相关

司局） 

 

飞行标准管理是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对民航飞

行活动的空中和地面运行实施安全监管的重要职能。《民

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作为民航运行安全管理领域

的重要行政法规，对落实 “强化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手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

目前，民航飞行运行安全很多重要领域的法律依据位阶

较低，监督管理依据部门规章和文件情况较普遍，制定

行政法规将有效的填补此空白，有利于民航运行安全管

理法规体系的完善，强化对民航运行的安全水平的制度

保障。 

 

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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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事故调查工作是事故预防工作的起点。

民用航空器事故调查工作专业性强、实施难度大。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航空器数量增长快，民用航空器事故调

查工作面临新的形势。有必要根据《民用航空法》和国

际民航公约附件 13 的要求，结合我国调查工作的需要，

制定行政法规，对事故调查的目的、事故等级的划分、

事故调查的权限和机构、专业事故调查员队伍、民用航

空器和国家航空器双方事故的调查、非法干扰事故的调

查、外国参加事故调查、安全建议管理以及事故调查中

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 

 

——配合有关部门完成《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条

例》出台；协助有关部门研究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

本规则》等空中交通管理法规的修订制定。（各相关司局） 

3.结合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实践，密切关注并配合有关部

门开展法律修订制定，补齐疫情防控法律短板和不足。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

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修订工作，将行业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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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措施在法律上作出明确安排。（各相关司局） 

——积极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制定，争取

形成有利于中央垂直管理部门有效发挥作用的顶层设计。

（各相关司局）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上位法修订制定情况，

及时启动《中国民用航空应急管理规定》修订评估、研究修

订《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管理规则》等工作，持

续完善民航应急管理制度。（起草部门：综合司、运控中心、

机场司，各相关司局参加） 

4.增强“系统观念”，继续探索适当的途径和手段，不

断增强民航法规建设的系统性、协调性、科学性、有效性。 

——在“十三五”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台《民航

术语和定义》，探索克服立法“碎片化”的有效途径。（起草

部门：政法司，各相关司局参加） 

——加强和规范监管数据管理，保障监管数据安全，研

究制定《民航监管数据管理规定》。（起草部门：政法司，各

相关司局参加） 

——根据《行政处罚法》修订情况，研究修订完善《民

用航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外国航空运输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审批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政法司、国际司） 

（二）筑牢民航强国建设的安全基础 

1.强化规章标准源于产品、源于实践的理念，提升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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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立法定标”能力，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航空器适航

审定法规体系，持续加强适航审定能力。（起草部门：适航

司） 

——完善适航审定行政法规。结合《民航法》第四章规

定，研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为适航审定规章完善提供必要空间。 

——加强适航审定管理。创新适航管理思路，完善管理

制度，修订《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民用

航空器适航指令规定》《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规定》。探索完

善无人机适航管理政策，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

全管理规则》中登记管理、适航管理章节的编写，明确无人

驾驶航空器适航管理要求。 

——创新完善审定标准。服务国家航空产业发展战略。

根据航空产品类别完善审定标准，修订《正常类、实用类、

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规定》《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运

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正常类旋翼航空器

适航规定》《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载人自由气球适

航规定》《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螺旋桨适航标准》，制定

《飞艇适航规定》。完善环保审定标准，修订《涡轮发动机

飞机燃油排泄和排气排出物规定》《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

审定噪声规定》。完善航油航化审定标准，修订《民用航空

用化学产品适航管理规定》《民用航空油料适航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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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民航标准化管理。贯彻《标准化法》修订和民

航标准化管理工作最新成果，修订《民用航空标准化管理规

定》。优化计量管理，修订《中国民用航空计量管理规定》。 

 

专栏四：《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修订） 

民用航空器的适航管理，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

民用航空器的设计、生产、使用和维修，实施以确保飞

行安全为目的的技术鉴定和监督。为保障民用航空安

全，维护公众利益，促进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1987年

5 月 4 日国务院制定并颁布了《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

例》，6月 1日实施。条例共计 29条，规定了我国民用

航空器适航管理的管理机构、标准、程序以及有关适航

审查许可、国籍登记、外国航空器进口、航空器加改装、

维修等基本制度。条例与《民用航空法》第二章、第四

章共同构成民航适航类规章的上位法依据。制定 34 年

来，未作修改，有必要结合实践研究完善。 

       

2.坚持安全底线，持续加强“三基”建设，创新监管方

式，完善飞行标准领域顶层设计，与时俱进完善规章，推进

依法治理，不断提升运行安全水平。（起草部门：飞标司） 

——加强顶层制度设计。配合做好《民用航空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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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标准规定的完善、修订，开展《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

条例》制定，及时梳理总结成熟的监管实践，从法律、行政

法规层面引领安全发展。 

——完善资格资质准入。狠抓“三基”建设，优化飞行、

签派、维修等基础环节的证照标准、程序、权责，修订《民

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和训练机构管理规则》《民用航空器

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定》《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

定规则》《飞行训练中心合格审定规则》《民用航空人员体检

合格证管理规则》。 

——创新完善监管方式。按照通航法规体系重构要求，

修订发布《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

合格审定规则》《一般商业运输和空中游览运营人运行合格

审定规则》，制定发布《特殊商业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依据上位法，构建系统的无人机监管规章制度，制定《民用

无人机安全管理规定》。 

3.围绕民用机场建设和运营，提升基础保障能力和安全

管理，优化完善机场法规制度，推进国家综合机场体系和平

安、绿色、智慧、人文机场建设。（起草部门：机场司） 

——完善机场法律法规。配合做好《民用航空法》第六

章修订，做好立法评估和研究工作，开展《民用机场管理条

例》修订。 

——强化机场运行安全。补充跑道安全管理等内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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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场规章之间结构关系，修订《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

定》《运输机场使用许可规定》。适应通用机场运行实际，保 

障通航发展，制定出台《通用机场管理规定》。针对专用设 

 

备管理领域的新问题，修订《民用机场专用设备管理规定》。

研究制定《民用机场航空燃油供应安全运营许可管理规定》。 

——规范建设监管制度。简化审批程序，明确权责划分，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精神，民航局将分类作为核心管理手段，对

通用机场建立了分类分级的管理体系。贯彻民航局推进

通用航空法规体系重构工作部署，进一步调整优化通用

机场分类分级方式，明确各类各级通用机场全生命周期

内建设管理、使用许可及备案、运营管理各个阶段的行

业管理要求，切实提高通用机场建设及运营管理的规范

性，进一步降低通用机场领域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通

用机场建设发展阻力做好政策保障，需要制定通用机场

管理规章加以明确。《通用机场管理规定》拟规范通用

机场的定义和分类分级、管理主体和职责、场址管理、

命名、使用许可及备案、运营管理等事项。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ShowDepartmentLeaderOpinion$dlOpinion$_ctl11$ctlFileList$_ctl0$fileList$_ctl4$title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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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相关行为，保障机场基础设施建设，修订《运输机场建

设管理规定》。结合监督职责变化，修订《民航专业工程质

量监督管理规定》。 

4.按照改革要求，深化研究，积极完善顶层制度安排，

持续开展空中交通管理领域规章修订，建设“四强空管”，

增强空管对行业发展的引领支撑能力。（起草部门：空管办） 

——配合完善顶层设计。贯彻改革部署，配合做好《民

航法》修订、《航空法》制定涉及空域管理等相关工作。配

合研究并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通用航空

飞行管制条例》等法规修订。研究修订《民用航空使用空域

办法》。 

——加强安全管理。规范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

位的安全监督和管理，衔接国际民航组织有关文件和《民用

航空安全管理规定》，提高空中交通运行安全水平，修订《民

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位安全管理规则》。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完善行业无线电管理，修订

《民航无线电管理规定》。修订《民用航空导航设备开放与

运行管理规定》《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飞行校验管理

规则》《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及探测环境管理办法》。 

——提升空管运行效率。调整间隔标准，明确实施条件、

程序，扩容增效，高效使用空域，修订《民用航空空中交通

管理规则》。适应机场多跑道构型发展变化，做好空管运行

http://10.1.100.201/atmba1/fgchwyzs/content.asp?id=17
http://10.1.100.201/atmba1/fgchwyzs/content.asp?i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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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场规划建设的衔接，修订《平行跑道同时仪表运行管理

规定》。适应航空情报服务向航空情报管理过渡要求，围绕

新航空情报服务体系及其运行新要求，修订完善《民用航空

情报工作规则》。优化预先飞行计划管理的程序，修改《民

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办法》。 

——加强资格资质管理。贯彻“三基”要求，加强管制

员、情报员、电信人员、气象人员执照、培训管理工作，修

改《民用航空情报员执照管理规则》《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

制培训管理规则》《民用航空情报培训管理规则》《民用航空

电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规

则》。 

——落实“放管服”等改革要求。适应民航气象服务新

要求，提高民航气象服务水平，调整民航气象管理思路，优

化行政许可事项，简化流程，修订《民航气象工作规则》。

落实“放管服”要求，按照机坪管制移交工作方案等要求，

修订《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 

5. 加强安保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安保法律法规规章，

提升安保能力，建设平安民航。（起草部门：公安局） 

——完善民航安保法规体系。配合研究《民航法》修订，

新增“安全保卫”专章。落实改革要求，研究《民用航空安

全保卫条例》修订工作。加强民航消防制度建设，研究制定

《民航消防安全管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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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修安保运行规章。适应航空公司、机场安保工作

的发展新需求，修订《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安全保卫规则》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保卫规则》《公共航空旅客运

输飞行中安全保卫工作规则》，研究制定《外国航空运输企

业安全保卫规则》，修订《航空安全员合格审定规则》。 

——做好其他方面立法。制定《民用航空安全保卫信息

规则》。进一步规范航空器活动区交通管理秩序，研究修订

《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贯彻有

关改革精神，研究修订《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制定《通

用航空安全保卫管理规则》。 

6.加强民航网络安全管理，构建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

和指导行业网络安全工作。（起草部门：人教司） 

——制定行业管理规定。深入研究《网络安全法》等上

位法，结合行业实际，建立健全民航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保

障民航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可靠运行，推进《民用航空网络

安全管理规定》制定。 

7. 持续完善航空安全基础性规章制度，强化民航运行

协调决策等制度。 

——结合民航安全管理实践，研究修订完善《民用航空

安全管理规定》（起草部门：航安办）。 

——加强民航运行协同决策管理，规范 A-CDM运行程序、

权责，在相关标准制定基础上，研究论证制定民航协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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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相关规章。（起草部门：运控中心,各相关司局参与） 

（三）引领民航行业高质量发展 

1.不断提升航空运输服务品质，注重制度系统集成，全

面完善航空运输法规规章，增强竞争力和影响力。（起草部

门：运输司） 

——提升系统性建设。深化《民航法》修订涉及运输基

本法律制度的研究。加强运输法规建设的系统性，从体例上

加大现行运输类规章的整合力度，推进制度集成。 

——完善航空运输规则。修订《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

李国内运输规则》《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际运输规则》，

合并制定《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推进特殊需

求旅客出行服务，论证相关规则，研究制定《公共航空运输

特殊需求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研究修订《航班正常管理规

定》和《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反应和家属援助规定》。 

——完善运输市场监管。修订《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

经营许可规定》。强化对外航监管，维护企业的市场主体地

位，总结实践，及时修订《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航线经营许可

规定》与《外国航空运输企业不定期飞行经营许可细则》，

研究合并为一部新规章。落实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规范民航计算机定座系统服务行为，确保公共安全和信息安

全，保障航空消费者合法权益，修改《外国航空运输企业在

中国境内指定的销售代理直接进入和使用外国计算机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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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许可管理暂行规定》，制定《民航计算机定座系统服务

管理规定》。结合民航运输市场发展，深化研究制定《民用

航空运输市场监管办法》。适时启动修订《公共航空运输企

业经营许可规定》。 

——促进航空物流业发展。立足于中国民航货运市场发

展实际，提升航空货运能力，推进传统航空货运企业向航空

物流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多种运输方式的协同，修订《中国

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际运输

规则》，合并制定《公共航空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完善危险品运输管理立法。满足新形势下危险品航

空运输的发展和管理需要，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

简政放权，促进危险品航空运输的安全、规范、高效，修订

《航空运输危险品管理规定》（制定《公共航空危险品运输

管理规定》）。 

2.适应新领域、新业态发展，从适航审定、人员资格、

空管服务、运营等多环节推动民用无人机领域制度建设，维

护航空安全，促进无人机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配合做好顶层设计。配合有关部门加快《无人驾驶

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制定进程，推动早日出台。（政

法司牵头，各相关司局参加） 

——构建民航相关制度。依据《民航法》《无人驾驶航

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加快民用无人机领域发展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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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制定《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起草部门：飞标司，各相关司局

参与） 

 

为了规范民用无人机的安全运行管理工作，作为起

草中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的配套措

施，拟制定适用于民航领域的规章（CCAR92）工作职责、

重要定义、相关分类、监管平台等基本内容做出规定。

经营管理方面，明确市场主体准入条件、经营范围、管

理要求、保险购买及电子证监管等规定。驾驶员管理方

面，明确执照和等级的要求，教员、航空器等级、考试

的一般程序、训练和运行记录、执照的变更或补发等；

实名登记管理方面，明确基本要求、登记程序、登记标

志及其展示、登记信息变更、注销等要求；适航管理方

面，明确设计、生产等审定方面的要求；空中交通管理

方面，明确飞行空域和飞行间隔、空中交通管理功能及

参与方职能、发展阶段、隔离空域内飞行等；运行方面，

规定运行分类和安全评估方法，分别明确开放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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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类运行的程序。同时，补充有关法律责任。 

 

3.优化通航发展环境，持续推进通用航空法规体系重构

工作，着力加强制度供给，及时总结经验，固化改革成果。 

——通航法规重构。完成《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民

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特殊商业运营人运行

合格审定规则》《通用航空安全保卫管理规则》《民用航空器

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则》修订、《一般商业运输和空中游览

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制定。（起草部门：飞标司、公

安局） 

——常态化工作。通航法规体系重构涉及的主要规章修

改任务完成后，相关工作纳入常态化立法工作安排，按照年

度计划和立法规划有序推进。  

——短途运输发展。研究论证短途运输属性，同步完善

相关法规，促进短途运输规范健康发展，完善民航服务网络。 

——提升服务能力。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

通航发展制度环境，修订《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

定》，明确非经营性通用航空信息备案规范要求；修订《通

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降低企业经营的制度成本。 

4.深化改革，推动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内外部制度环境，

更好发挥民航业的战略性先导性作用。 

——建设绿色民航。跟踪国家有关气候变化、碳排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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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机制、环境保护等领域法律法规完善，研究论证民航行业

节能减排相关规章制度建设。（起草部门：计划司） 

——重视各相关领域法律制度建设，运用多种平台，及

时形成立法需求。加强综合运输、军民融合、放管服改革、

地方机场管理等相关领域跟踪研究。（各相关司局参与） 

四、保障措施 

（一）坚持党的领导。民航法规建设领域，要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全面依法治国和

重大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将党的领导贯穿到民航立法全过程，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民航法规建设之中，认真贯彻

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推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在民航法规建设

领域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二）完善工作流程。从源头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流程，

不断提升立法质量。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有法规“立

改废”需求的主责部门要主动同法制部门衔接，及时启动相

关程序。严格立项管理，所有项目均应主动申请立项，开展

必要性论证，切实避免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盲目立法；纳

入规划计划的项目，起草部门要按时开展，做好评估论证等

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力争将重大问题、重大分

歧解决在起草阶段。有效衔接好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用好项目年度更新滚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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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立法沟通。贯彻民主立法的要求，提升立法

工作的回应性，巩固民航法规“三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制

度，坚持并完善面向全社会全行业征集立法建议工作机制。

加强立法工作的针对性，加强调查研究，探索建立立法工作

联络点制度，听取有关行业协会学会、科研院所、市场主体

等重点单位和一线群体的意见，“问计于民”。有效衔接立法

与执法，及时收集研究法规实施中发现的立法问题。论证建

立立法建议信息系统，研究制定民航立法建议管理办法。 

（四）整合立法资源。统筹民航法规研究力量，依托现

有平台，加强与行业内外法律院系、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

合作与交流，探索建立民航立法研究支撑体系，夯实立法能

力提升的智力基础，有效发挥各类资源在立法论证、第三方

评估、立法培训等专业服务方面的作用。对民航立法技术专

门机构建设给予支持，培育并不断增强立法协助功能。加强

理论思维，重视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和储备。 

（五）提升立法能力。加强民航立法工作，坚持在法治

的轨道上推进行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要有一支德

才兼备的高素质工作队伍。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革命

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建立局方专门人员、公

职律师、行业和支撑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法律顾问在内的立法

工作人员队伍。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有计划多渠道地开展立

法工作培训，加强各部门履行法规起草、自查、审查职责的



 23 

各类立法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 

（六）重视法制宣传。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

行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坚持“谁执法谁普

法”，持续开展《民航法》和民航法规体系主要法规、规章

的宣传教育，切实落实“三个敬畏”要求，形成守法光荣的

良好氛围。 

（七）保障经费支持。民航立法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很强

的基础工程，研究、起草、论证、审查等环节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预算管理

相关规定做好立法工作经费保障。  

 

 

附件：1.民航法律法规规章体系框架（2021年版） 

2.民航局 2021－2025年立法规划项目表（20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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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民航法律法规规章体系框架（2021 版） 

 

一、 民航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是民航和航空领域的基

础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作为民

航法律法规规章体系的龙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是民航法规、民航规章制定修订的基本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应当与时俱进，适时完

善。同时，应当积极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法》制定的

研究工作，正确处理两法关系。 

 

二、 民航法规规章 

民航领域的专门法规、规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

航空法》共同构成了民航法律法规规章体系，这是一个相对

完整、有机的法规制度体系。民航法规发挥着支干功能，民

航规章则是有力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实施的

主体部分。以职责分工为主要标准，初步将民航法律法规规

章体系分为十二个子系统。 

 

1.行政规则 

民航术语和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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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行政许可工作规则 

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行政检查工作规则 

行政复议办法 

行政赔偿实施办法 

监察员管理规定 

民航监管数据管理规定※ 

 

2.航空器 

2.1 适航审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规定 

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 

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 

正常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 

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 

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 

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7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1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6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7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75.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22.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1510/t20151029_2788.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4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0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0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08.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2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1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5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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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发动机飞机燃油排泄和排气排出物规定 

螺旋桨适航标准  

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 

民用航空材料、零部件和机载设备技术标准规定 

民用航空器适航指令规定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适航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油料适航管理规定 

2.2.登记 

2.2.1 国籍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条例 

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规定 

2.2.2 权利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条例实施办法 

 

3.航空人员 

3.1 空勤人员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审定规则 

民用航空器领航员、飞行机械员、飞行通信员合格审定规则 

航空安全员合格审定规则（参见 10.1）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2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5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0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8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1510/t20151029_281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4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1510/t20151029_278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38.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1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65.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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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面人员 

民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规则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培训管理规则 

 

3.3 空管相关 

民用航空电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民用航空情报员执照管理规则 

民用航空情报培训管理规则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培训管理规则 

 

3.4 体检合格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 

 

3.5 委任代表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 

中国民用航空计量技术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规定 

民用航空飞行标准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管理规定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9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7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0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9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0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98.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2.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0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34.html


 28 

 

4.空中交通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4.1 一般规则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位安全管理规则 

平行跑道同时仪表运行管理规定 

4.2 空域管理 

——空域管理条例※ 

——外国航空器临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运输不定期飞行管理暂行规定 

——外国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 

民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办法 

民用航空使用空域办法 

4.3 空管人员（详见 3.3） 

4.4 飞行保障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工作规则 

民用航空导航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飞行校验管理规则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1510/t20151029_2792.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1510/t20151029_279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3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03.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0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1510/t20151029_2795.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1510/t20151029_2793.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6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1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2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2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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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 

民用航空情报工作规则 

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则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及探测环境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中国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规定 

4.5 搜寻援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 

 

5．飞行标准 

——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 

5.1 承运人等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 

5.2 培训等其他机构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 

飞行训练中心合格审定规则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2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9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1510/t20151029_278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9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05.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8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4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73.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9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04.html


 30 

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定 

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 

5.3 机场、设备等 

民用运输机场低能见度运行规则※ 

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 

飞行模拟设备的鉴定和使用规则 

 

6.机场 

——民用机场管理条例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民合用机场使用管理的若干

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务院、中央军委 1985 年 12 月 30 日

联合发布） 

——国务院批转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成立民用机场管理委

员会的请示的通知（国发〔1984〕30号） 

6.1 运行安全 

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规定 

通用机场管理规定※ 

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管理规则 

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 

民用机场专用设备使用管理规定 

民用运输机场低能见度运行规则※ 

民用机场航空燃油供应安全运营许可管理规定※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8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78.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32.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9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1510/t20151029_2785.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7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0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4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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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设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机场和

合用机场审批程序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办发〔1985〕49

号） 

民用机场建设管理规定 

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7.运输管理 

7.1 经营许可 

民用航空运输市场监管办法 ※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 

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航线经营许可规定 

外国航空运输企业不定期飞行经营许可细则 

定期国际航空运输管理规定 

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 

外国航空运输企业在中国境内指定的销售代理直接进入和

使用外国计算机订座系统许可管理暂行规定 

外国航空运输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审批管理办法 

7.2 运输规则 

公共航空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7.3 消费者保护 

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反应和家属援助规定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5.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5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9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65.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72.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6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6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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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 

航班正常管理规定 

7.4 危险品运输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8.通用航空 

——国务院关于通用航空管理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2

号）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371 号） 

8.1 准入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境外通用航空企业在我国境内开展经营活动管理规定※ 

8.2 保障 

通用机场管理规定※（参见 6.1） 

通用航空安全保卫规则※（参见 10.1） 

8.3 其他：其他规章中通用航空相关内容 

 

9.综合调控 

9.1 投资与竞争规则（参见 2.2.2） 

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68.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5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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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价格管理 

国际航空运输价格管理规定 

9.3 运行监测 

民用航空统计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财经信息管理办法 

民航企业安全保障财务考核办法 

 

10.航空安保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机场地面安全措施的通知

（国务院、中央军委〔1982〕9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工作的通知（国发〔1993〕

82 号） 

——国务院批转民航总局、公安部关于组建民航公安机构的

请示报告（国发〔1981〕10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 

10.1 安保规则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安全保卫规则 

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中安全保卫规则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保卫规则 

通用航空安全保卫规则※ 

航空安全员合格审定规则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98.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23.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1510/t20151029_2791.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8.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3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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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入境航空器载运人员信息预报预检实施办法（与公安部联

合发布） 

10.2 安全检查 

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 

10.3 其他 

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则 

 

11.标准与计量 

11.1 标准与标准化 

民用航空标准化管理规定 

11.2 计量 

中国民用航空计量管理规定 

中国民用航空部门计量检定规程管理办法 

 

12.航空安全与事故调查 

12.1 安全管理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网络安全管理规定※ 

12.2 应急救援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40.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62.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2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63.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62.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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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应急管理规定 

12.3 搜寻援救（参见 4.5） 

12.4 事故调查 

——民用航空器事故调查条例※ 

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规定 

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反应和家属援助规定 

 

13.其他：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条例 ※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运行管理规定 ※ 

 

※为需要新制定的项目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595.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53.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4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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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民航局 2021－2025 年立法规划项目表（2021 版） 

一、法律（2项） 

——政法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 

——政法司：《航空法》研究 

二、法规（共 5项：制定 2项，修订 3项） 

（一）拟制定（2 部） 

——航安办：《民用航空器事故调查条例》 

——飞标司：《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 

（二）拟修订（3 部） 

——公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 

——机场司：《民用机场管理条例》 

——适航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三）配合制修订（4部，不纳入统计）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修订《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制定《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制定《空域管理条例》 

三、民航规章（共 73 项：其中制定 14 项、修订 59 项） 

（一）政法司（2 部：1 部制定，1 部修订） 

1.研究制定《民航监管数据管理规定》（未送审） 

2.修订《民用航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已送审） 

（二）运输司（10 部：2 部制定，8 部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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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订《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制定《公共

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已送审）  

2.修订《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已发布）  

3.修订《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中国民用

航空货物国际运输规则》，整合后制定《公共航空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已送审） 

4.修订《外国航空运输企业在中国境内指定的销售代

理直接进入和使用外国计算机订座系统许可管理暂行规定》 

（制定《民航计算机定座系统服务管理规定》）（已送审） 

5.修订《航班正常管理规定》（2023 年送审） 

6.研究修订《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航线经营许可规定》

和《外国航空运输企业不定期飞行经营许可细则》，整合后

制定新规章（2023 年送审）  

7.研究修订《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暂定 2021

年送审，需结合上位法制定情况确定） 

8.研究制定《公共航空运输特殊需求旅客服务管理规

定》（未送审，2023 年送审） 

9.研究制定《境外通用航空企业在我国境内开展经营

活动管理规定》（2023年送审） 

10.修订《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反应和家属援助规

定》（2023 年送审） 

（三）飞标司（10 部：2 部制定，8 部修订）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MHGZ/201511/t20151102_8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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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订《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则》（已

送审） 

2.修订《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已送

审） 

3.修订《民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和训练机构管理规

则》（已送审） 

4.修订《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已送审） 

5.修订《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2021 年送审） 

6.修订《一般商业运输和空中游览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

规则》（已送审） 

7.修订《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定》（已送审） 

8.制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暂定 2021 年

送审，需结合上位法制定情况确定） 

9.制定《特殊商业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已送审） 

10.修订《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未送审，

2023年送审） 

（四）适航司（18 部：1 部制定,17 部修订） 

1.修订《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已送

审） 

2.修订《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规

定》（已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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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订《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未送审，2024 年送审） 

4.修订《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未

送审，2024年送审） 

5.修订《正常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未送审，2023

年送审） 

6.修订《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未送审，2023

年送审） 

7.修订《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已送审） 

8.制定《飞艇适航规定》（未送审，2022 年送审） 

9.修订《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未送审，2025 年送审） 

10.修订《涡轮发动机飞机燃油排泄和排气排出物规定》

（已送审） 

11.修订《螺旋桨适航标准》（未送审，2022年送审） 

12.修订《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未送

审，2022年送审） 

13.修订《民用航空器适航指令规定》（未送审，2023

年送审） 

14.修订《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规定》（已送审） 

15.修订《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适航管理规定》（未送审，

2022年送审） 

16.修订《民用航空油料适航管理规定》（未送审，2022

年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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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修订《民用航空标准化管理规定》（已送审） 

18.修订《中国民用航空计量管理规定》（已送审） 

（五）机场司（6 部：1 部制定，5 部修订） 

1.修订《运输机场使用许可规定》（未送审） 

2.修订《民用机场专用设备管理规定》（已送审） 

3.修订《运输机场建设管理规定》（已送审） 

4.修订《运输机场专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已送

审） 

5.修订《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未送审） 

6.制定《通用机场管理规定》（已送审） 

（六）空管办（13 部：13 部修订） 

1.修订《民航无线电管理规定》（2022年送审） 

2.修订《中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则》（2023年送审） 

3.修订《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位安全管理规

则》（2024 年送审） 

4.修订《民航电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2021年送审） 

5.修订《民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办法》（2021 年送

审） 

6.修订《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未

送审） 

7.修订《民用航空情报员执照管理规则》（2022 年送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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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修订《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培训管理规则》（2023

年送审） 

9.修订《民用航空情报培训管理规则》（2023年送审） 

10.修订《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2022年送审） 

11.修订《民用航空情报工作规则》（2022 年送审） 

12.修订《平行跑道同时仪表运行管理规定》（2022 年

送审） 

13.修订《民用航空使用空域办法》（2024 年送审） 

（七）公安局（10 部：4 部制定，6 部修订） 

1.修订《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未送审） 

2.修订《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

则》（未送审） 

3.修订《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保卫规则》(已送

审) 

4.制订《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安全保卫规则》（未送

审） 

5.制定《通用航空安全保卫规则》（已送审） 

6.制定《民用航空安全保卫信息规则》(已送审) 

7.制定《民航消防安全管理规则》（未送审） 

8.修订《航空安全员合格审定规则》（未送审） 

9.修订《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中安全保卫工作规则》

（未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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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修订《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安全保卫规则》（未送

审） 

（八）人教司（1 部：1 部制定） 

制定《民用航空网络安全管理规定》（未送审） 

（九）国际司（1 部：1 部修订） 

修订《外国航空运输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审批管理办法》

（未送审） 

（十）运控中心（2 部：2 部制订） 

1.研究制订《民用航空协同运行管理办法》 

2.研究制订《民用航空运行数据共享开放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