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规章制度汇编                                       航空安全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空安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民航西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

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安全动态，控制和消除航空安全隐患，依

据民航总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CCAR-396）、《民用航

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规定》（CCRA-395）、《民用航不安全事件的处置

程序》（MD－AS－2004-01）、《飞行品质监控工作管理规定》（MD

－AS－2001-001）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航空安全信息是指与民用航空不安全事

件、航空安全运行监察、航空安全举报事件等有关的信息。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各单位及在辖区运

行的民航各企事业单位的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四条  民航西北地区的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实行统一管

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负责西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

管理工作，其工作职责是：组织、指导、监督和管理民航西北地区

各单位的航空安全信息工作；负责全地区航空安全信息的收集、审

核、统计、分析、上报，并及时通报全地区的航空安全运行情况；

组织、指导航空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推广和人员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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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机关各有关行业监管职能部门应指

定专人负责部门业务范围内的航空安全信息工作。 

（三）各监管办应指定机构或专人（1-2 名）监督管理管辖范围

的航空安全信息，负责辖区内航空安全信息的收集、审核、统计、

分析、上报工作。 

（四）各企事业单位安全管理职能部门负责本单位的航空安全

信息管理工作，配备相庆的安全信息管理人员，并制定航空安全信

息工作制度，按要求组织实施。 

第三章  航空安全信息类别 

第五条  民用航不安全事件信息是指飞行事故、航空地面事故、

飞行事故征候和其它不安全事件信息。 

（一）飞行事故的定义和分类，按国家标准 GB－14648-93《同

用航空器飞行事故等级》执行。 

（二）航空地面事故的定义和分析，按国家标准 GB18432-2001

《民用航空地面事故等级》执行。 

（三）飞行事故征候的定义和分类，按民用航空行业标准

MH2001-2004《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征候》执行。 

（四）其它不安全事件是指除事故、事故征候以外的不安全事

件，按民航总局咨询通告《航空其它不安全事件主要样例》（附录一）

执行。 

以上标准若被修订、代替，以最新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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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航空安全运行监察信息是指安全监察信息、航空安全

管理动态信息、飞行品质监控信息、安全工作总结信息等。 

第七条  航空举报事件信息是指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或民航地

区管理局举报的与航空安全有关的事件信息。 

第四章  航空安全信息的报告 

第八条  飞行事故报告 

（一）凡发生在西北地区的飞行事故，事故发生后，事发相关

单位应立即（事发后 4 小时内）向民航总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应急办报告事故信息。在事发后 12 小时内，事发单位应当填报“民

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主送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

办，抄送事发地监管办。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应当在事发后

24 小时内将审核后的初始报告表上报民航总局。 

（二）凡发生在西北地区以外的飞行事故，事故发生后，事发

相关单位应立即（事发后 4 小时内）向发航总局、事发地管理局、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应急办报告事故信息。在事发后 12 小时内，事

发单位应当填报“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主送事发

地管理局航安办，抄送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 

事发单位不能因为信息不全而推迟上报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

件初始报告表；在上报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后如果

获得新的信息，应当及时补充报告。 

事发相关单位是指航空器运营人及事发地的运行保障部门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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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场、油料等（下同）。 

（三）由管理局组织的事故调查，负责调查的单位应当在事故

发生后 90 天内向民航总局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和填报“民用航空飞行

不安全事件最终报告表”。 

第九条  航空地面事故信息的报告 

（一）凡发生在西北地区的航空地面事故，事故发生后，事发

相关单位应立即（事发后 4 小时内）向民航总局、民航西北地区管

理局应急办报告事故信息。在事发后 12 小时内，事发单位应当填报

“民用航空地面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主送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航安办，抄送事发地监管办，涉及辖区外航空公司的事件，同时抄

报公司所在地管理局航安办，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应当在事

发后 24 小时内将审核后的初始报告表上报民航总局。 

（二）凡发生在西北地区以外的航空地面事故，事故发生后，

事发相关单位应立即（事发后 4 小时）内民航总局、事发地管理局、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应急办报告事故信息。在事发后 12 小时内，事

发单位应当填报“民用航空地面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主送事发

地管理局航安办，抄送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 

事发单位上报航空地面事故初始报告表后，如果获得新的信息，

应当及时补充报告。 

（三）由管理局组织的事故调查，在航空地面事故调查结束后，

负责事故调查的单位应当在 10 日内向民航总局提交航空地面事故

调查报告和填报“民用航空地面不安全事件最终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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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飞行事故征候报告 

（一）飞行事故征候发生在西北地区内，事发相关单位应尽快

向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和事发地监管办报告事故征候信息。

事发单位应当于事发 24 小时内填报“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初始

报告表”，主送事发地监管办，抄送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和事

发单位所在地管理局航安办；事发地临管办应当在事发后 36 小时内

将审核后的初始报告表上报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民航西北

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应当在事发后 48 小时内将审核后的初始报告表

上报民航总局。 

（二）飞行事故征候发生在西北地区以外，事发单位应尽快向

事发地管理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和单位所在地监管办报

告事故征候信息。事发单位应当于事发后 24 小时内填报“民用航空

飞行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主送事发地管理局航安办，抄送民航

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和单位所在地监管办。 

事发单位上报飞行事故征候初始报告表后，如果获得新的信息，

应当及时补充报告。 

（三）飞行事故征候调查结束后，事发单位应当在 3 日内向负

责调查的单位填报“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最终报告表”；若监管

办是负责调查的单位，则应当在收到事发单位最终报告表 5 日内向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填报最终报告表，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航安办应在飞行事故征候调查结束后 10 日内向民航总局填报“民用

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最终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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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其它不安全事件信息的报告 

（一）其它不安全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尽快向事发地

监管办报告。 

（二）不安全事件发生在西北地区内，事发单位应当于事发后

24 小时内填报“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或“民用航

空地面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主送事发地监管办，抄送民航西北

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和单位所在地监管办，涉及辖区外航空公司的事

件，同时抄报公司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航安办，事发地监管办应

当在事发后 36 小时内将审核后的初始报告表上报民航西北地区管

理局航安办，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应当在事发后 48 小时内将

审核后的初始报告表上报民航总局。 

（三）不安全事件发生在西北地区以外，事发单位应当于事发

后 24 小时内填报“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上初始报告表”或“民

用航空地面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主送事发地管理局航安办，抄

送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和事发单位所在地监管办。 

（四）其它不安全事件调查结束后，事发单位应当在 3 日内向

负责调查的单位填报“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最终报告表”或“民

用航空地面不安全事件最终报告表”；若监管办是负责调查的单位，

则应当在收到事发单位最终报告表 5 日内向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

安办填报最终报告表，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应在其它不安全

事件调查结束后 10 日内向民航总局填报“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

最终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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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若发生的不安全事件原因清楚、责任明确，可以不用填

写初始报告表，而直接填写最终报告表。 

第十二条  发生在境外的航空不安全事件报告 

当在境外发生航空不安全事件后，事发单位应当尽快民航西北

地区管理局航安办或应急办报告；并根据情况分别按照第八、第九、

第十、第十一条的相关要求报送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抄报所在

地监管办。 

第十三条  媒体报道涉及航空不安全事件的报告 

凡是在新闻广播、报刊以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报道的涉及辖区

单位的航空不安全事件，相关单位应迅速查清事实，将事实情况快

速向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报告，同时抄报所在地监管办。 

第十四条  举报事件调查的信息报告 

（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接到举报后，应如实记录举

报内容，填写“民航西北地区航空安全举报事件”表（见附录二），

并报管理局领导，按照领导批示送有关单位或部门查办。 

（二）各调查单位或部门应当在举报事件调查结束后 5 日内，

将调查结果上报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如果举报事件构成不

安全事件的，应同时填写“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最终报告表”

或“ 民用航空地面不安全事件最终报告表”，主送民航西北地区管

理局航安办，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在 10 日内将审核后的最终

报告表报民航总局。 

（三）各监管办依据职责制定本单位的航空举报事件的得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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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流程，负责管辖范围的航空举报事件的调查，调查结束后将调查

结果报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备案。对超出管辖权限的举报事

件报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航空安全监察信息的报告 

（一）由西北地区管理局组织的安全检查、运行监察和专项监

察 ，由牵头部门督促各检查组，在检查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将《安

全检查结果通知单》（附录三）录入西北管理局航空安全信息系统的

运行监察栏目内；由管理局机关各职能部门、监管办、空管局组织

的安全检查、运行监察和专项监察，由检查单位或部门在检查结束

后 7 个工作日内，将《安全检查结果通知单》（附录三）录入西北管

理局航空安全信息系统的运行监察栏目内。 

（二）被检查单位在收到《安全检查结果通知单》后的 7 个工

作日内，填写《安全检查整改情况报告表》（附录四），并报送安全

检查组织部门，安全检查组织部门收到后 7 个工作日内录入西北管

理局航空安全信息系统的运行监察栏目内。 

（三）各检查组在完成安全检查、运行监察、专项监察的复查

后 7 个工作日内，应将《安全检查复查情况报告表》（附录五）录入

西北管理局航空安全信息系统的运行监察栏目内。 

第十六条  航空安全管理动态信息的报告 

管理局鼓励民航各单位及时上报在航空安全管理方面突出的工

作、好的经验和做法以及先进事例，通过民航总局“中国用航空安

全信息网”中的“信息流转”报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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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审核后报民航总局，在“中国民用航空安全

信息网”上发布。 

各监管办、西北空管局、机关各职能部门直接在西北管理局航

空安全信息网上发布部门的安全工作动态和信息。 

第十七条  飞行品质监控信息的报告 

各航空公司于每月 10 日前按民航总局《飞行品质监控工作管理

规定》要求向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上报飞行品质监控月报。 

第十八条  安全工作信息的报告 

（一）各监管办、西北空管局、管理局机关飞标处、适航维修

处、航务处、航卫处、机场管理处、市场管理处、法规处、适航审

定处、公安局于每月 3 日前将本单位上月的《月度安全情况报告表》

（附录六）录入西北管理局航空安全信息网的工作报表栏目内；民

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汇总后，将本地区的《月度安全情况报告

表》于 5 日前报民航总局，并为管理局安委会例会提供参考。 

（二）民航各企事业单位将本单位上月的《月度安全情况报告

表》（附录六），于每月 3 日前上报当地监管办，抄报民航西北地区

管理局航安办。 

（三）民航各企事业单位于每年 6 月 20 日前和 10 月 20 日前分

别将本单位年中和年度安全工作总结，上报当地监管办，抄报民航

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各监管办、西北空管局、管理局机关各相

关职能部门于每年 6 月 20 日前和 10 月 20 日前分别将本单位、部门

的安全工作总结，上报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 
 9



航空安全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规章制度汇编 

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总结应包含飞行时间、运输架次、机场旅

客吞吐量、起降架次等生产数据；管理局所属单位和部门的工作总

结应该包括安全检查次数、发现问题数量等数据。 

第十九条  机构调整和人员变更信息的报告 

（一）民航企事业单位成立独立运行的新机构后，要将机构名

称、主要负责人、主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机构名称、工作人员、

管理职能、电话号码以及信息报告程序等分别上报当地监管办、民

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二）各单位行政负责人、安全主管负责人、航空安全管理部

门人员发生变更后，于 10 日内将变更信息上报当地监管办，抄报民

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 

第五章  航空安全信息报送规范和要求 

第二十条  飞行事故、航空地面事故、飞行事故征候信息报告

由各单位领导签发，其它信息由单位航空安全管理部门领导签发。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应严格按 CCAR-396 部规定时限上报航空

安全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缓报或谎报航空安全信息。 

第二十二条   航空安全信息报告应通过民航总局的“中国民用

航空安全信息网”施行。各监管办、管理局机关各部门通过管理局

“航空安全信息网”施行。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电子邮件、电

话、传真等方式报告，但对各类不安全事件的初始报告和最终报告

必须完成网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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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事故和应急情况下，各单位可选择如下电话报告：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应急办：    029-88791155（24 小时） 

                              029-88791091（24 小时） 

民航甘肃监管办应急值班电话：   13909495225（24 小时） 

民航青海监管办应急值班电话：   13897201234（24 小时） 

民航宁夏监管办应急值班电话：   13519587788（24 小时） 

民航陕西监管办应急值班电话：   13892888023（24 小时） 

西北空管局应急值班电话：       029-88798280（24 小时） 

在发生除事故和应急情况以外的不安全事件时，各单位可以选

择如下电话报告： 

民航甘肃监管办值班电话：       13909495225（24 小时） 

民航青海监管办值班电话：       13897201234（24 小时） 

民航宁夏监管办值班电话：       13519587788（24 小时） 

民航陕西监管办值班电话：       13892888023（24 小时）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办公电话：     029-88791043 

                                       029-88791050 

                                       029-88793050 

                                       029-88793005 

                                       029-88791048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传真：         029-88791085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电子邮箱：Xbhab@nwcaac.gov.cn

民航总局安全信息网网址：    http://safety.caa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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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三条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每年对各单位航空安全信息

管理工作进检查评比，对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扬

和奖励。各单位安全信息的管理和上报工作将作为管理局对各单位

或部门安全责任书兑现的重要考核内容。 

第二十四条  事发单位瞒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飞行事故、航

空地面事故或飞行事故征候信息的，由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责令其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事发单位瞒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其他不安全事

件信息的，由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

警告，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各监管办、管理局相关部门和单位，违反第四章

相关条款，没有及时审核、上报航空安全信息的，由民航西北管理

局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其它违反信息管理相关规定的行为，由民航西北

地区管理局责令其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安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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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航空其它不安全事件主要样例 

附录二  航空安全举报事件 

附录三  安全检查结果通知单 

附录四  安全检查整改情况报告表 

附录五  安全检查复查情况报告表 

附录六  月度安全情况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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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航空其它不安全事件主要样例 

一、本咨询通告是《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CCAR－396）

中所定义的其它不安全事件的主要样例。 

二、适用范围 

本《通告》适用于中国民航各航空公司、机场、空管及相关企

事业单位。凡发生了航空其它不安全事件，可比照本“样例”，按《民

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上报。 

三、该类安全信息的处理原则 

1、收集其它不安全事件的信息，目的在于更全面、更准确地分

析和掌握全民航安全运行总趋势，局方从中查找规章、标准方面存

在缺陷。航空企事业单位，要查找在执行规章、手册、程序方面存

在的隐患和漏洞。预防事故的发生。 

2、民航总局收到的其它不安全事件信息需要通报时，只通报事

件基本情况，不公布单位及个人的名称。该类事件由事发单位按照

本单位的规定进行处理，地区管理局、监管办负责监督整改措施的

具体落实情况。 

3、民航总局和地区管理局将鼓励积极报告航空不安全事件的单

位和个人，不以报告不安全事件的多少来评定航空企业安状况。事

件报告很多，说明当事单位发现问题和隐患的能力强。只要采取了

积极改进的措施，安全状况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对隐情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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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等缺乏诚信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据民航有关规章进行处罚。 

四、说明 

1、尽管本附件列举了应报告的大多数事件类型，它仍不能保证

全面和完整。对于其他类型事件，如果判定有益于航空安全，同样

应当报告； 

2、本附件不包含事故和事故征候。 

3、应报告的事件是危及或者可能危及运行安全，或可能造成不

安全情况发生的事件。如果报告人认为某起事件不安危及运行安全，

但是如果在相似或不同的条件下反复发生，则应当进行报告，对于

某一种产品、部件或设备，判定为应报告，可能对另一种而言就不

同。单一人为或技术因素的缺失或存在，可能就会将事件转变成事

故或严重事故征候。 

4、对于具体运行批准（如：RVSM，ETOPS，RNAV 或设计或

维修计划），可能会针对与该批准或计划相关的失效或故障有具体的

报告要求。 

航空其它不安全事件样例 

1、天气原因除外的返航、备降。 

2、飞机中断起飞。 

3、危险或有潜在危险情形导的复飞。 

4、航空器滑行偏出跑道和滑行道。 

5、飞错进、离场程序。 

6、高度 100 米以上出现失速警告。 
 15



航空安全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规章制度汇编 

7、航空器部件空中脱落，或其它原因造成的航空器受损。 

8、飞机起动、滑行、试车时发动机尾气流损坏停放在地面的其

他飞机或地面设施、设备。 

9、严重偏离空速、预定航迹或高度（300 英尺以上），或空中

防撞系统（ACAS）出现决断咨询。 

10、某一飞行阶段不能成预定的航空器构形（如起落架或起落

架舱门、襟翼、安定面、缝翼等）。 

11、飞行区保障设施、设备故障，影响航空器正常运行。 

12、重着陆-机型要求需要进行“重要陆检查”。 

13、牵引航空器时造成航空器和设备受损。 

14、静止状态的航空器发生非正常位移。 

15、飞行活动区内，地面设施、设备、贷物等失火；航空器内

冒烟、失火。 

16、因操作错误，损坏机上设备，严重影响安全。 

17、空中餐车、储物柜滑出，损坏机上设备或导致人员受伤。 

18、航空器紧急滑梯非正常放出。 

19、航空器重心超过规定范围起飞，空中未造成航空器操纵困

难。 

20、航空器维修、维护工作中，造成人员受伤。 

21、航空器维修中造成航空器及部件损坏。 

22、航空器在起降或滑行过程中，外来物被吸进发动机或因道

面不洁致使轮胎损坏，需要换。 
 16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规章制度汇编                                       航空安全 

23、无证车辆和人员进入机场隔离内；或人员、车辆、动物等

进入飞行区影响航空器正常运行。 

24、航空器与航空器、车辆或其它地面设备设施物件相刮碰。 

25、在装卸货物、行李、邮件和航空食品过程中造成航空器及

设备、设施损坏或人员致伤。 

26、载运的货物发生外溢、泄漏、活体动物逃逸造成航空器及

设备、设施损坏或影响航班正常。 

27、陆空通讯中断，影响空管指挥。 

28、通信导航设备故障，影响航空器正常飞行。 

29、提供错误的航行资料、航行通告。 

30、航空器受到非法干扰影响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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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航空安全举报事件 

编号： 

举报方式：□电话  □邮件  □传真 

□其他：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举报内容： 

 

 

举报人： 

联系方式： 

送：□管理局领导 

 

 

转：□管理局处      （室、局）□西北空管局      监管办 

 

航安办        年  月  日 

反馈意见： 

 

 

受理人：                 年  月  日 

处理结果： 

 

 

年  月  日 

航安办    传真：029-8879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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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安全检查结果通知单 

检查单位  

检查组成员  

被检查单位  

检查日期  

检查项目  

检  查  结  果 

 

建    议 

 

检查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1、检查人员填写《安全检查结果通知单》，并对检查结果负责。 
2、被检查单位在收到《安全检查结果通知单》的七日内，填写《安全检查整改措施

报告表》，并报送检查组织单位。 
3、《安全检查结果通知单》和《安全检查整改情况报告表》一式 3 份，由地区管理局

航空安全办公室、业务主管部门和被检查单位存档。 
4、被检查单位安全整改措施，由局方各业务主管部门具体监督，并将落实情况报送

航空安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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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安全检查整改情况报告表 

检查单位：                    监察员：                 检查日期： 

序号 发现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 
情况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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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安全检查复查情况报告表 

被检查单位：                                    检查日期： 

序号 发现问题 
整改 

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复查情况 

复查是否 

合格 

      

      

      

      

      

      

      

      

      

      

      

      

      

      

      

      

检查单位：                       监察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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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月度安全情况报告表 

年  月  日 

单位： 领导签批： 

总体安全形势 

 

安全主要工作情况 

 

不安全事件查处情况 

 

下月安全工作要点 

 

安全工作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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