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文件

民航西南局发 〔⒛16〕 21号

关于下发 《民肮西南地区外籍飞行人员肮空

卫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西藏区局、各监管局,各运输航空公司:

《民航西南地区外籍飞行人员航空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已于

⒛16年 2月 29日:,经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局务会审议通过。现

将本办法下发,并于下发之日起执行。

民航西南地区外籍飞行人员航空卫生管理暂行办法件附
·叶



~     △

管理局航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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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6年 3月 10日 印发



附件 :

民肮西南地区
外籍飞行人员肮空卫生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民航西南地区外籍飞行人员航空卫生管理 ,

保证从事飞行运行的外籍飞行人员身体状况符合履行职责和飞

行安全的要求,确保航空活动安全有序地进行,维护公共安全和

公众利益,根据民航局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

审定规则,9f CCAR-1ˇ 21-R4)、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

(CCAR“ 7Fs-R2λ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航空卫生工作要求》

(AC-12卜 101R1∶ )、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审核和颁发

程序》(AP-67邛-QO1)以及 《关于外籍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参加我

国飞行运行的意见》
′(民航发 匚⒛12〕 60号 ),结合西南地区实

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本辖区CCAR-121部航空公司(以

下简称航空公司)飞行运行的外籍飞行人员。

第三条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以 下简称管理局 )航空卫生

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管理本辖区外籍飞行人员航空卫生管理工

作。各监管局负责监督本辖区外籍飞行人员航空卫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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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

第四条 持有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民航当局颁发的有效体检

合格证的外籍飞行人员,在参加本辖区航空公司飞行运行前,应

按照CCAR-67Fs-R2第 67.45条的规定向管理局申请办理外籍飞

行人员体检合格证或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

第五条 参加飞行运行不足 120日 (含 )的 ,可 以申请办理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以下简称体检合格证认可证

书 ),由雇佣单位将《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申请函》、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审批表》(附件 1)、 申请人

护照、驾驶员执照、体检合格证提交给管理局航空卫生管理部门

审查。如因境外调机等原因,无法提供体检合格证原件时,可先

提交复印件,在 申请人提供与复印件完全一致的原件后可获得体

检合格证认可证书;也可以向民航局指定的体检合格证确认机构

申请出具其体检合格证有效性的确认函,然后再向管理局航空卫

生管理部门申请审查。

第六条 参加飞行运行超过 120日 的,应 申请办理体检合格

证,由雇佣单位将 《引进外籍飞行人员的函》、申请人护照、驾

驶员执照、体检合格证复印件提交给管理局航空卫生管理部门审

查。

灿第七条 管理局航空卫生管理部门在收到审查材料后,按照

CCAR-67Fs-R2第 67.25条和第67.27条 的规定进行受理和审查。

审查认为符合相应要求的,给予颁发相应的体检合格证或体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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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认可证书;审查认为不符合相应要求的,不予颁发体检合格

证或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所在单位。

第八条 拟申请办理体检合格证的外籍飞行人员,由航空公

司凭管理局航空卫生管理部门签发的书面通知向航空人员体检

鉴定机构申请体检鉴定。管理局航空卫生管理部门为体检鉴定合

格的申请人颁发体检合格证。

第九条 外籍飞行人员在参加航空公司的公共运输飞行时,

应当持有依照 CCAR-67FS-m颁发的有效体检合格证;在参加调

机、新机型训练、协助建立飞行经历等非商业运行时,应 同时持

有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民航当局颁发的有效体检合格证和依照

CCAR-67Fs-R2颁 发 的 有 效 认 可 证 书 ,或 者 持 有 依 照

CCAR-67Fs-R2颁发的有效体检合格证。

第三章 外籍飞行人员航空卫生保障

第十条 航空公司应按照 CCAR△ 21-R4第 121.576条 (a)

款规定,在航空卫生管理手册中增加外籍飞行人员的航空卫生保

障工作制度和与之配套的工作程序和措施,包括外籍飞行人员航

窆卫竿倌息传递程序、医学处置措施、驻外站点航卫保障等,以

保证对外籍飞行人员实施与中国籍飞行人员相同的航空卫生保

障。
铉

' 第十一条 航空公司在向劳务中介公司雇佣外籍飞行员时,

应在雇佣合同中明确,劳务中介公司有义务和责任将其所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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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籍飞行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全部如实告知航空公司。

第十二条 航空公司应指定专职航空医师负责外籍飞行人

员健康管理,掌握其健康状况和医疗信·惑,并对健康分级为 C级

的外籍飞行人员的身体状况进行重点监控。外籍飞行人员应进行

飞行前健康状况申报 (附件 2),航空医师应使用
“飞行人员和

管制员健康监管系统
”记录外籍飞行人员航前体检的检查结果 ,

并签发医学证明,以保证其在参与运行时身体状况符合其所持体

检合格证的医学标准。

第十三条 航空公司应指派专职翻译人员负责与外籍飞行

人员进行语言沟通,协助航空医师了解外籍飞行人员身体情况 ,

实施航前体检,健康抽查和其他航空卫生保障工作。

第十四条 航空公司应结合本单位运行种类、特点,对外籍

飞行人员开展医学保健知识的宣传、遵章守纪和诚信教育,要求

他们在身体状况发生异常变化、服用药物时,及时主动报告航空

医丿币;在其身体状况不符合其所持体检合格证的医学标准时,航

空医师应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按照飞行机组成员临时停飞、恢复

飞行制度的要求执行。

第四章
∵
附 则

钐第十五条 本 《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暂实施三年。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管理局航空卫生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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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申请审批表
AppⅡ cation】or VerifIcatioⅡ of FOreign nΙ edical CertiⅡ cate

(用墨水笔或打印填写所有项目Type or Primt A【I Entries“ Ino
基本信息 Ba“c Informatit,n

片

t
οο

照

Ρh

1丿毪名Name asit appears on your pilot L沁 eⅡ se 2国籍 N扯it,naⅡ 匆 3tLl± WJDate ofBirth

年Y月 M日 D
4性别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5删  Phce of Birth 6在华联系电话 Telephone"China

7永久通信地址 Permanent Mailing Addre$

8身份证明名称 Type ofIdentiⅡ cation Document
□护照Passport 口其他 0thers

9身份证明编号 IDˉ No.

lO御提否胄咖 、听、说和写汉语lgP can you read,hea巧 speak and wr杌 the Chhese Ianguage?

□是 Yes □否 No
1I你是否持有或曾经持有 cAAc颁发的驾驶质执照?

Do you nOw hold,or have you ever heId a CAAC pⅡ ot Ⅱcense?
□是 Yes 口否 No

召J型罡皙

 |磊
鹭 昱

碍ζY月 M日 D
14你持有现行有效的体检合格证吗?

Do you hold a currentˇ 1edicaI CertiⅡcate?

□是 Yes □否 No

15合格证种类
Class of Certiflcate

16体检合格日期
Date ofExamination

年 Y月 M日 D
依据的执照和等级 Ⅱcense or RatiⅡ g AppIied for oⅡ  Bas、 of

持 有 外 籍 驾 驶 员执 照 HoIder
of a CurreⅡ t ForeigⅡ  PⅡot

License Issued bV

17国家ctluntry    |IB执照种类Grade of Ⅱcense  
ˉ
 |⒚执照编号Ⅱcense No。

20等级 RatiⅡg Gnter all ratings that appear cln your IicensΘ

申请体检合格证认可 Applk耐on for VeⅡ fIc耐t,n of Med“ 州Cer"f1cate
21体检合格证等级 Cla“ ofMedicaI CertⅢ cate   I□     Ⅱ□     Ⅲ□

you ever Ⅱot to ny as the nightˉ crew”在持有有效体检合格证期间,你是否发生因疾病或健康问题导致不能参加飞行?Dm
because any diseases and heaIth probIems d"ring you hoId the vaIid medical certifIcate?

口是 Yes □否 No,如果是,请描述 rYes,,describ⒐

声明:我保证填写的上述内容是真实和正确的,并在此授权我原执照颁发国向中国民用航空局提供所有相关信息。
APPLICANT’ s sTATE~Ι EN∶l【l:I certify that aⅡ  statemeⅡ ts and aⅡ swers pro"ded by me oⅡ  the appⅡ caton form are complete
and tru￡ ±2±⊥e best2￡ ”y knOw19dg0aⅡ d I hereby authoⅡ ze the、suirg CAA to pro访 de alI pertiⅡentiⅡ formation to CAAC。
23申请A签字 s屯nature ofAppkant

"申
请日期 Date ofApplicatit,n

年 Y 月 M 日D
犭 提交材料

A1兑aChmeⅡ ts

□外籍执照汉语或英语翻译复印件 Chinese or English TraⅡ scripticln ofForeign Πlot Ⅱcense and the Copy
□外籍执照复印件 Foreign Pilot Ⅱcense and the Copy

□体检合格证复印件 MedicaI Certmcate and the Copy

服务单位se"ice Organization

“ 单位全称 Name of service Organizatit,n 27计划聘用期限 EmpIoyment Period

从 Fr。m 年 Y月 M日 D
至 %  年 Y月 M日 D

zs单位负责人审核意见Resu"JveⅡ  by Responsibh Manager 29闫击话 Telephone
30职务 Tkh 31垡釜喟产sigiature 31日期 Dat⒐  年 Y月 M 日D

监察员报告 Inspectors Report

32地区管理局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of CAAC

East□ 中南 CentraI st,uth口 西南 southeast□西北 Northwe虻 口东北 Northea⒍ 口新疆 XiⅡiianε

33a口经审查 ,认可原体检合格证 ,有效期至        。Based oⅡ Medical C渊 啦c肘e ce而fIc耐on,诋 vaI:dψ 沁JlI~___。
□经审查,不认可原体检合格证。 Based oⅡ MedicaI CertⅢ cate CertifIcation,it is vt,id.

33b监察员签字 ⒏gnature of Inspector 33c日期 Date of CertiⅡ cation

年 Y 月 M 日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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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外籍飞行人员飞行前健康状况申报表
Pref t Hea1th Declaration For Fore ot

基本信息 Basic InforⅢ ation

姓名 Name 性别 sex 男Ma1e□  女 Fema1e□ 出生年月 Date of Birth

年 Y 月 M 日 D

护照号码 ID№。 国籍Nationa1ity 航段 Route

健康 申报 Health Declaration。  Items 1 to 3 must be comp1eted by the pi1ot

1  P1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nswer “yes”  or “
no”  for every condition

listed be1ow with 
“

V” 。

Yes No

感冒 Co1d

发热 Fever

头痛, 眩晕 Headache, Dizziness

耳部不适 Ear波 scomfort

睡眠不良,失眠 sleep山 sorder

8小时内饮用酒精饮料 Alcoho⒒c beverages in8hours

⒛ 小时内使用药物 Drugs in24hours(drug name        )

负性情绪 Unhappiness

其他身体不适 Othe壬 mscomf。 r诛

2你感觉自已的身体状况 Do you consider your health∞ ndition:

□ 适合本次飞行 suitab1e for fⅡ ght mis挤 on

□ 不适合本次飞行 Unsuitab1e for fⅡ ght血ission

请说明源因肛ease descrhe the reason f you consider you are unsuitable for fhght

皿】ss△ 0n:

3声明:我保证填写的上述内容是真实和正确的,如有不实后呆由本人负责。

I△ertify that a11 statements and answers prov1ded by me on the declaration form are

complete and true to the best of皿y knOW1edge. If not I a皿 responsib1e for the consequences。

签字signature

日期Date  年Y  月 Ⅲ  日D

P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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