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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招考院〔2018〕12号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关于印发 2018年联合云南本省航空公司

招收飞行技术专业学生的通知

各州、市招生考试机构：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综合司、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民航招飞工作的通知》（民航综发﹝2016﹞11号）要求，中国

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从 2018年开始，将联合云南本省四家航空公

司（祥鹏航空、瑞丽航空、昆明航空、红土航空），进行高校

主导、公司参与的校企合作的联合招飞模式。现将《中国民用

航空飞行学院关于2018年联合云南本省航空公司招收飞行技术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文件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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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严密组织，广泛

宣传到各中学，做好民航招收飞行技术学生有关工作。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018年 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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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关于 2018年
联合云南本省航空公司招收
飞行技术专业学生的通知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综合司、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民航招飞工作的通知》（民航综发﹝2016﹞11号）要求，从

2018年开始，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将联合云南本省四家航空

公司（祥鹏航空、瑞丽航空、昆明航空、红土航空），进行高

校主导、公司参与的校企合作的联合招飞模式，更好的为广大

云南考生服务。

一、招生计划

2018年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将在云南省招收飞行技术专

业本科学生，具体招生计划以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云南招生·计

划版》最终面向社会公布的人数为准。在学院投放云南省的飞

行技术专业总计划下，省招生考试院与委托招飞的航空公司（东

航云南分公司）各自计划分开公布，考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

在飞行技术专业代码下按省招生考试院设置的不同代号区别，

录取时按各自计划分开录取。

飞行技术专业学制四年，本科提前批录取。

二、培养目标

为云南省内的祥鹏航空、瑞丽航空、昆明航空、红土航空

订单式培养本土飞行员，学生顺利毕业后按入校时所签合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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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回以上公司就业。

三、报名条件

（一）招生对象和范围：参加 2018年云南省全国普通高校

招生统一考试的男性文、理科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年龄 16—20周岁（1998年 9月 1日—2002年 8月 31日），外

语语种为英语。

（二）政治条件：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

主义祖国，品德优良，志愿献身民航飞行事业，符合《民用航

空背景调查规定》标准。

（三）身体条件：身体通过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指定的

民航体检鉴定机构招飞体检。

（四）心理品质条件：参加民航局组织的飞行员心理选拔

测试，其心理品质应满足民航飞行职业需求。

（五）文化条件：高考成绩应达到民航局确定的招飞录取

控制分数线（不享受任何政策加分照顾），控制线上考生按计

划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计划录满为止。

四、招飞程序

（一）报考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行技术专业考生，须通过教

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登录招飞系统（http://gaokao.chsi.com.cn/gkzt/mhzf）

或（http://mhzf.caac.gov.cn）进行考生注册、填报招飞志愿、信息

查询以及参加预选初检、招飞体检鉴定、心理测试、背景调查、

系统招飞志愿确认等高考前选拔工作。（重要提示：之前参加

过其他招飞单位体检已经通过的考生，如想报考我校，按照民

航招飞信息系统共享原则，考生不需要再次参加体检，只需在

http://gaokao.chsi.com.cn/gkzt/mh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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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进行登记，领取背景调查材料，在招飞系统上添加我校自

招志愿即可。）

考生通过招飞系统确认的“有效招飞志愿”，将作为考生填

报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行技术专业高考志愿的依据，即

“有效招飞志愿”。系统中未确认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本校志

愿的，将视为无效志愿，我校将不予录取。

根据民航招飞工作流程，招飞系统于高考前一年 11月 1日

开通考生注册功能，高考当年 5月 31日停止信息更新录入。

（二）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将派员在部分州、市设点，

对报名考生进行目测筛选、初步检查，考生可就近选择站点参

加初检，初检前详细阅读《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飞自荐标

准》（附件 2），并如实填写《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收飞行

技术专业学生初检表》（附件 1）。

（三）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将组织通过初步检查的考生

进行招飞正式体检和心理测试（具体时间、地点在初检现场通

知），未经招飞初检的考生一律不得参加招飞正式体检，体检

实行单项淘汰制。考生往返路费、食宿自理。

（四）对体检合格考生，将对其及父母亲进行背景调查。

（五）我院将于 2018年 6月底前，将具有报考资格的考生

名单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省招生考试院备案。

（六）体检、背景调查、心理测试均合格的考生，高考前

要有通过民航招飞系统确认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有效招

飞志愿”，高考后成绩出来前考生必须与学院签定报考承诺书

（未签定者视作放弃报考），高考成绩出来后填报志愿时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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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填报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志愿。对达到

中国民用航空局划定的2018年民航招飞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以

上的考生，根据填报志愿（招飞系统“有效招飞志愿”和高考本

科提前批第一志愿缺一不可，且须一致）、高考成绩，按公布

计划数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择优录取。

五、工作要求

（一）民航招飞工作是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 9月，民航局招飞体检鉴定新规范（MH/T7013-2017）

已经正式发布，部分身体条件放宽，特别是视力标准大幅下降，

意味着更多的优质生源能够报考飞行技术专业。因此，希望各

州市招生办公室高度重视民航招飞工作，要有领导主管，并安

排专人负责招飞工作的组织、管理、宣传等工作；各普通中学

应指定专人具体承办招飞事宜，严格按照招飞条件和《中国民

用航空飞行学院招飞自荐标准》（附件 2）对报名学生的身体、

思想、现实表现、学习成绩和本人及家长的报考态度等逐项进

行分析，全面衡量，确定推荐名单，切实把好招飞第一道关口，

凡不符合招飞条件的考生不得报名参检。

（二）学院和各级招办应加强对招飞各环节工作的管理和

监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招飞工作的任务和责

任落实到人。同时按照“阳光招生”的要求，规范管理、严格程

序、严肃纪律，强化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公平、

公正、公开。对违反招生纪律和规定的，将按《教育部关于实

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及《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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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员的责任。

附件：1．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收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初

检表

2．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飞自荐标准

3．祥鹏航空、瑞丽航空、昆明航空、红土航空公司

简介

4．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018年云南省联合招飞

初检日程安排

联合招飞各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招生处 姚老师 18881009265

祥鹏航空 王先生 18687833767

瑞丽航空 张女士 15825250975

昆明航空 唐先生 18387186972

红土航空 段女士 1890873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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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招收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初检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一寸

免冠

照片
籍贯

生源地

（学籍所在

地）

政治

面貌

父亲姓名 年龄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年龄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

学

校

意

见

最近一

次月考

成绩

语文 数学 英语 综合 总分

学校（盖章）

身

体

状

况

身 高

（学院填写）
厘米

体 重

（学院填写）
公斤

眼科验光单粘贴处
是否做过视

力矫正手术

手术时间

考

生

须

知

1．考生参加初检时必须携带一个月以内的眼科验光单一

份。（必须携带！！！）

2．报考学生经所在学校同意并加盖公章后，按通知的时间、

地点参加面试初检。

3．学生应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一寸免冠照片 1张。
注：须凭此表参加面试初检！

————— 以下信息十分重要，请用正楷字体认真填写 —————

姓名 生源地 市 县（区）

学校 班级 文理科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父母或老师） 联系电话（本人）
备注：1、请各位同学确保以上信息填写工整、完全正确；

2、请确保填写的联系方式能够及时联系到本人，避免重要信息不能及时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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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飞自荐标准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报考：

1．男生身高不足 168cm 或者超过 187cm。

2．体重过重或过轻，体重计算方法：（身高－110）±10%。

3．颜面五官明显不对称。

4．骨与关节疾病或明显的“O”型或“X”型腿、胸廓畸形等。

5．胆道和泌尿系统结石。

6．传染性、难以治愈皮肤病，如头癣、湿疹、牛皮癣、慢性荨麻疹。

7．艾滋病病毒（HIV）抗体检测阳性。

8．梅毒、淋病、尖锐湿疣等性传播疾病。

9．胸腔脏器手术史。

10．慢性消化系统疾病。

11．病毒性肝炎、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或肝脾明显肿大。

12．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或畸形，如肾炎或血尿，蛋白尿。

13．结核病，如肺结核等。

14．精神分裂等精神病家族史、癫痫病史。

15．使用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6．眩晕病史、晕车、晕船。

17．口吃、中耳炎病史，听力差，经常耳鸣。

18．裸眼视力低于 C 字表 0.1（相当于 E字表 4.0），矫正视力低于

1.0，屈光度数超过 450 度；行角膜屈光手术时未年满 18周岁或手术时

间未满 6个月。（考生参加初检时请携带一个月以内的眼睛验光单一份，

眼镜店验光即可。）

19．色盲、色弱、斜弱视等。

20．恶性肿瘤，可能影响功能的良性肿瘤。

21．直系亲属有违法犯罪记录或参加邪教组织者。



—10—

附件 3

航空公司简介

祥鹏航空：

祥鹏航空是海航集团下属成员企业，于 2006 年开航，主运营

基地为云南省昆明市。截至目前，祥鹏航空机队规模 46 架，在飞航

线 106 条，其中国际航线 17 条，通航城市 84 个，涉及 28 个省区、

直辖市，8 个国家（含中国）及地区。目前，祥鹏航空在昆明市场

占有率达到 13.46%，在丽江市场占有率 12.77%，为云南省第二大基

地航空。目前，祥鹏航空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连通全国一、二线

及各大省会城市，辐射东南亚、东亚的立体航线网络。公司曾荣获

中国最佳旅游供应商、消费者信赖企业、旅客话民航用户满意优质

奖、中国最具发展潜力雇主、2016 中国十佳特色航空公司、2016

世界旅游大奖（WTA）亚洲国内领先航线奖等优秀称号。
祥鹏航空官方网站二维码

瑞丽航空：

瑞丽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丽航空”）作为云南省

首家本土纯民营航空公司，由云南著名少数民族企业家董勒成

先生独资组建，于 2014 年 5 月 18 日正式开航，主运营基地设

立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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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机队规模的不断扩大，瑞丽航空目前机队规模达16架，

预计至 2020 年底机队规模达到 40 架、至 2025 年达 80 架。

瑞丽航空将依托云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力争成为中国

最具民族特色的航空公司。
瑞丽航空官方网站二维码

昆明航空：

昆明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航”）是经中国民用航

空局批准成立的航空运输企业，于 2007 年 2 月 15 日正式开航，

公司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为运营基地，主要经营航空客、货运

输业务。截止 2017 年末，昆航员工 2000 余人，共运营波音 737

飞机 26 架，经营国内国际航线 49 条，通航城市 36 个。真诚地

欢迎有志于中国民航飞行事业的适龄青年加入到昆航大家庭！

昆航官方网站 http://www.airkunming.com，招聘联系电话

0871-67086688-6666，邮箱 KMAHR@shenzhenair.com。

昆明航空官方网站二维码

http://www.airkunming.com
mailto:K11949@shenzhen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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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航空：

云南红土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红航”）主要从事国

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主运营基地设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目

前主要执飞南京、青岛、成都、长春、珠海、呼和浩特等城市。

红航引进同程旅游作为公司战略股东，计划在 2020 年年末

在册飞机数量达到 30 架，开通 50 余条国内、国际航线。

红航吸引了行业内众多理论扎实、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

飞行教员，为飞行学员成长打造了良好的师资环境，建立了科

学的飞行学员培养体系。飞行学员成长为责任机长的平均周期

大幅度缩短，在保证训练质量的同时保障了飞行学员的成长晋

升速度。

同时，红航秉承打造互联网+精品航空公司的战略理念，为

优秀人才提供一流的薪酬，飞行员平均薪酬水平在行业内具有

显著的竞争力。

红航以“共享天空，共享世界，共享美好旅程”为使命，

秉承“严谨，细致，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秉承“同舟、

同程、同心、同责”的企业价值观，欢迎优秀人才大展宏图。

红土航空官方网站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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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018年云南省联合招飞初检日程安排

注：没有设初检学校的学生可就近选择学校参加。

地区 初检地点 初检时间安排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五华区

昆明市第一中学 2月 1日 13:00 姚老师 18881009265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月 30 日 13:30 姚老师 18881009265

盘龙区

昆明市第十中学 1月 30 日 09:00 姚老师 18881009265

昆明市第十一中学 1月 29日上午 姚老师 18881009265

官渡区

昆明市第十二中学 1月 29日下午 姚老师 18881009265

官渡区第一中学 1月 29日下午 姚老师 18881009265

西山区 昆明市滇池中学 1月 31 日 14:00 姚老师 18881009265

呈贡区 呈贡区第一中学 2月 5日 13:00 姚老师 18881009265

宜良县 宜良二中 2月 6日上午 姚老师 18881009265

安宁市 安宁中学 2月 2日 16:30 姚老师 1888100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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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请同学们就近选择初检点报名，报名时携带本人身份证

件或户口本原件，1 个月以内眼睛验光单一份（眼镜店验光即

可）；

2．成绩要求：报名同学的总分须在二本线上，英语 85 分

以上；

3．2018 年 2 月 5 日起，民航招飞信息系统开通网上志愿确

认功能，请前期参加过其他单位招飞体检通过的同学注意，如

果想报考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本校自招志愿（即联合招飞），请

务必预留一个志愿，否则一旦其他 2 个志愿组合确认完成，将

无法再报考我校自招志愿（联合招飞）。切记！！！

4．初检场地要求：请校方尽可能安排多媒体教室，便于播

放宣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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