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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企业文化

NO.1 企业概况



企业概况
Company profile

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中文简称“海航技术”，英文简称“HNA 

Technic”）成立于 2010 年，是海航集团旗下集航空器维修、机队技术管理、

改装设计、航空维修培训、航空器喷涂、航材销售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航空维修

服务企业。公司拥有9 大维修区域中心，30 多个维修基地，为全球超过

200 个站点提供航空维修服务，持有CAAC、FAA、EASA、中港澳JMM、

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维修许可证，并获得AS911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公司是CAAC和HK CAD授权的设计组织，拥有多名局方授权的委任代表，

持有多个STC和MDA设计批准证书，具备飞机客舱内饰布局调整、飞机客舱

WIFI、机载座椅电源、驾驶舱EFB支架和电源，以及机载视频监控系统和X-

CVR系统等多方面的飞机改装设计能力，为国内外100 余家航空企业提供

“高效率、一站式”的航空维修综合服务，致力于成为“航空工程维修

领域世界级综合服务商”。

公司简介



企业概况
Company profile

追求卓越品质，提升客户价值

振兴民族企业，践行社会责任

【企业使命】

诚信为基、创新为本、至诚奉献

用感恩的心回馈社会

让客户放心、让局方省心、让员

工安心

培养前置性风险防范意识

有解决复杂及困难问题的意志

【企业理念】

诚信、责任、风险、

标准、团队、纪律

【机务维修作风信条】

专注、专研、专业、

严谨、严格、严肃

【海航技术工匠精神】

企业文化



航线维护、定检维修、发动机维修、附件维修、
技术服务、航材销售、航空喷涂、技术培训

NO.2 公司业务



公司业务
Company business

覆盖全球的航线维修网络

◆多机型航线维护

◆ 地面勤务

◆ 国内及境外快速技术支援（AOG）

◆ 发动机更换支援

◆ NDT支援等

9大航线维修区域中心

海口、北京、西安、昆明、重庆、天津、乌鲁木齐、深圳、福州

30多个航线维修基地

三亚、广州、宜昌、宁波、潍坊、东营、桂林、大连、沈阳、青岛、兰州、

长沙、杭州、南京、郑州、丽江、成都、绵阳、呼和浩特、贵阳、徐州、

哈尔滨、博鳌

全球200余个维修站点

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圣何塞、布拉格、罗马、巴黎、特拉维夫、柏林、
都柏林、曼谷、莫斯科、多伦多、西雅图、芝加哥、波士顿、纽约、布鲁
塞尔、蒂华纳、爱丁堡、伦敦、马德里

全方位航线维修服务

航线维护



专业飞机机体大修，国际标准运营

承接各级别机体定期维修、退租检、客舱翻新及改装业务，具备CAAC Part-145、JMM联合维修许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颁发的FAA Part-145和欧洲航空安全局颁发的

EASA Part-145等资质。

定检维修

公司业务
Company business

● 多机型全面服务：提供波音、空客、

EMB145、ERJ190 等机型的大修。

● 全方位一站服务：深度维修、结构修

理及改装、机加工、复合材料修理、特

种工艺修理检测、飞机更换发动机及起

落架、客舱翻新等。



专业发动机维修，缔造精品业务

为飞机发动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拥有CFM 及普惠授权维修资质，目前已完成4200余次CFM56-5B/5C/7B及PW4000型号的发动机进场维修工作，其中超过90%的维修工作在苏黎世和科

克郡当地厂房完成。

发动机维修

公司业务
Company business

● 多机型全面服务：提供波音、空客、

DOR328、EMB、ERJ190 等机型的大

修。

● 全方位一站服务：深度维修、结构修

理及改装、机加工、复合材料修理、特

种工艺修理检测、飞机更换发动机及起

落架、客舱翻新等。



全面的维修能力
1600多项部件维修能力

涵盖电气、电子、机械、动力、

起落架机轮刹车

精品维修项目：辅助动力装置、

高压级活门、预冷器控制活门、

温度控制活门、高压调节器、冲

压空气门做动器。

多机型维修能力
波音、空客、EMB145、

GULFSTREAM、E145、E190、

HAWKER等

自主研发能力
EIS 测试台、MCP 测试台、水系

统附件测试台等。

EDP 供压管维修技术获得国家专

利，此维修技术可为客户降低大

量维修成本。

附件维修

公司业务
Company business



打造全方位技术服务，致力高科技创新应用

拥有20 余年的机队工程管理经验，可提供波音、空客、安博威公司等10 余种机型的机队工程管理和工程咨询服务。可提供RR、GE、PW 等公司各大主流型号发动机的工程管理、

机队管理和7 X 24h 发动机监控服务。可提供高品质的客舱管理服务和差异化的客舱维护方案，以及客舱内饰设计及改造服务。可提供高效、安全、预防性的航空运行和安全风险

数字化管理平台及各类飞机相关IT 技术研发服务。

技术服务

公司业务
Company business

拥有CAAC DMDOR、香港DOA 两大飞

机设计改装单位资质，设计能力涵盖所

有主流机型，可提供从改装设计取证、

航材保障到改装施工一条龙服务。



海航技术拥有由中国民航维修协会颁发的“航材分销商资质”证书，不断拓展国内外重要OEM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分销权，致力为客户集中处理各类航材问题，帮助客户减

少运营成本、降低库存要求、减少航材浪费，提高效益和可靠性。

航材销售

公司业务
Company business

目前，海航技术负责超过450 架以波音

和空客机型为主力的庞大机队的维修类

耗材储备，依靠遍布全国主要城市的库

房和不假外求的维修能力，为客户提供

7*24 小时不间断的AOG 紧急支援等

贴心服务。



专业高效，国际领先品质

喷涂业务通过先进的管理理念、OEM 实作受训以及获得STTS 总部认证的专业喷漆技师、OEM 喷涂设备以及一脉相承的OEM 标准工艺，为客户提供民航飞机、直升机、公务

机、轮船、游艇等整体及局部喷涂，零部件或其他要求的专业喷涂服务。近年来，飞机喷涂业务专注于整机喷漆能力提升与停场周期的压缩突破，并率先实现行业整机喷漆六

天停场记录，不断朝着世界领先级航空喷涂企业的目标迈进。飞机喷涂业务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航基地喷漆机库为主运营场地，占地面积约3000 平方米。

航空喷涂

公司业务
Company business

● 多机型全面服务：提供波音、空客、

DOR328、EMB、ERJ190 等机型的大

修。

● 全方位一站服务：深度维修、结构修

理及改装、机加工、复合材料修理、特

种工艺修理检测、飞机更换发动机及起

落架、客舱翻新等。



先进一流设备，培育航空维修人才
航空培训业务拥有一流的教学辅助设备（CBT 教室、2D/3D 教室）及德国汉莎原装进口的实训车间。授课教员技术理论扎实，维修经验丰富，并全部通过德国汉莎培训师培训，

可提供147 部/145 部/66 部及客户化培训课程。

技术培训

公司业务
Company business

● 多机型全面服务：提供波音、空客、

DOR328、EMB、ERJ190 等机型的大

修。

● 全方位一站服务：深度维修、结构修

理及改装、机加工、复合材料修理、特

种工艺修理检测、飞机更换发动机及起

落架、客舱翻新等。



NO.3 责任与荣誉

社会责任、企业荣誉



责任与荣誉
Responsibility and honor

2016 年 7 月29 日 联合南海网开展儿童航空知识科普活动

2012年05月30日 为万宁二中贫困学生捐赠书籍

2010年04月23日 为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

2010年04月-5月 倾力保障玉树抗震救灾飞行任务

2011年08月10日 “绿脚印”——绿色海南环保行活动嘉宾参观海航技术节能减排项目

2011年12月11日 白堆小学捐资助学活动

2012年03月04日 带领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师生参观、了解飞机维修现场

2012年03月30日 组织员工义务献血活动

2012年03月31日 开展地球一小时·为地球做出一个改变的活动

2013年04月24日 为雅安地震灾区捐款

2014年05月-6月 海航技术安全小书包活动在海口、西安、重庆等地开展

2014年11月5日 在海口海航基地开展了“送孩子一份成长礼物” 少儿航空知识科普活动。

2015年05月31日 联合兄弟单位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

2015年12月19日 开展“‘绘’见飞机，放飞梦想”儿童航空知识科普公益活动

2016 年 5 月21 日 开展“绿色海南 环保先行”公益环保徒步活动

2016 年 6 月 加入“绿色航空倡议网络”

社会责任
2017 年04 月28 日 开展东寨港红树林
环保种植活动，种下500 棵树苗

2017 年06 月-12 月 海航技术分别在海口、北京、西安、
昆明、重庆、天津、深圳、乌鲁木齐等地开展“筑梦计
划”之航空科普进校园活动

2018年6月1日 海航技术在海
口举办“筑梦计划”系列活动
之学生体验日暨六一航空嘉年
华活动

2018 年6 月 白
堆小学捐资助
学活动

2018年8月27日 旬邑县资助捐
赠活动

2018年10月9日 海航技术“筑梦
计划”走进文昌市东阁镇群建小
学

2018年10月22日 海航技术“筑
梦计划”走进北京天竺第一小学

2019年5月26日 海航技术“筑梦
计划”之探秘飞机维修基地活动
举行

2018年8月22日 海航技术“筑
梦计划”走进重庆两路街道张
家口社区



责任与荣誉
Responsibility and honor

 2015年两项研发项目获批海南省高新技术项目

 2016年海航技术 “民航飞机发动机通用高效清洗设备的研发”、“基于

ARINC-615通讯协议的客机维修专用便携式数据加载设备的研发获海南

省高新技术项目

 2016年获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状

 2016年获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

 2016年获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2017年获航空业年度最佳雇主

 2017年获中国年度最佳雇主海口十强

 2018年获海南省文明单位

 2018年获海南省工人先锋号

 2018获中国航空维修（MRO CHINA）红冠奖之“技术突破奖”

 2018获海南企业100强

 2018获航空业最受大学生欢迎雇主奖

 2018获海南省民营企业100强

 2018年获海南省总部企业

 2018年获安全“阿米巴管理体系创建与应用项目获2018年民航安全管理

创新优秀案例二等奖

 2019年海南省民营企业100强第6位

 2019年获第二届中国航空维修（MRO CHINA）红冠奖之“维修服务奖”

 2020年获海南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2020年获中国年度优选雇主

 2020年获“全国民航工人先锋号”称号

 2020年获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

 1995年获民航中南地区先进单位

 1996年获中南地区机务系统零事故征候达标单位

 1997年获中南地区机务系统零事故征候达标单位

 1998年获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海南省委企业工作委员会）

 2000年获民航中南地区争当优秀机务人活动先进单位

 2000年获中国民航安全生产金鹰杯

 2001年获中国民航机务维修先进集体一等奖

 2003年获中国民航先进单位

 2004年获中国民航安全生产金鹰杯

 2006年获中国民航安全最高奖金鹏杯

 2007年获中国民航安全生产金鹰杯

 2007年获海南省团委授予的“青年文明号”称号2010年获中国民

航工会授予的“工人先锋号”称号

 2011年获全国民航文明单位

 2012年获全国民航五一劳动奖状

 2012年获民航海南监管局民用航空器维修行业标准知识竞赛团体一

等奖

 2013年获2012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2013年 获“博鳌论坛年会保障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3年获得海南省团委授予 “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2013年获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2014年获海口海关A类企业管理类别

 2014年民用客机全机实时监控和健康管理系统获批海南省高新技术

项目

企业荣誉



THANK  YOU
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海航基地

网址：www.hnatechnic.com

扫一扫 关注我们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