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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盘点 :2015 全国 26 座千万级机场旅客运输统计

2015 年，中国大陆地区旅客吞吐量超过三千万人次的机场数目达到 9 个，千万级机
场为 26 个。三千万级机场包括北京首都、广州白云、上海浦东、上海虹桥、成都双流、深
圳宝安、昆明长水、西安咸阳、重庆江北（于 12 月 1 日突破三千万人次）。其他千万级
机场为：杭州萧山、厦门高崎、长沙黄花、武汉天河、青岛流亭、乌鲁木齐地窝堡、南京
禄口、郑州新郑、三亚凤凰、海口美兰、大连周水子、沈阳桃仙、贵阳龙洞堡、哈尔滨太平、
天津滨海、福州长乐、南宁吴圩（于 12 月 18 日突破 1000 万人次）。

　　随着各大机场 2015 年的年度运营数据统计相继出炉，我们整理了 26 座千万级机
场的旅客吞吐量数据。统计发现：

　　1、北京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仍然在中国所有机场中位居榜首，达到 8993.80 万
人次，同比增加 4.4%。

　　2、上海浦东机场首次超越广州白云机场，登上亚军宝座。它们的旅客吞吐量分别
为 6009.81 万人次和 5520.77 万人次，增幅分别为 16.3% 和 0.8%。

　　3、成都双流机场是四家四千万级别的机场中的最后一位。2015 年该机场旅客吞
吐量为 4223.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2%。

　　4、其他5家三千万级别的机场吞吐量情况分别为：深圳宝安机场，3972.18万人次，
增幅 9.5%；上海虹桥机场，3907 万人次，增长 2.9%；昆明长水机场，3752.31 万人次，
16.4%；西安咸阳机场，3297.02 万人次，12.7%；重庆江北机场，3240.22 万人次，增
幅 10.7%。

　　5、旅客吞吐量在两千万至三千万之间的机场有两家。杭州萧山机场、厦门高崎机
场的吞吐量分别为 2835.45 万人次和 2181.42 万人次，增幅分别为 11.4% 和 4.6%。

　　6、南京禄口机场在 2015 年表现抢眼，榜单排名上升 4 位，从 2014 年的第 16
位上升为第 12 位。该机场旅客吞吐量 19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7%。

　　7、武汉天河机场旅客吞吐量 1894.20 万人次，同比增长 9.6%，位列 13 位。
　　8、剩下 13 座机场中，吞吐量涨幅超过 10% 的机场有 7 座。乌鲁木齐地窝堡机

场旅客吞吐量为 1851.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青岛流亭机场，1820.21 万人次，
10.9%；海口美兰机场，1616.70 万人次，16.7%；天津滨海机场，1431.40 万人次，
18.6%；哈尔滨太平机场，1405.40 万人次，14.8%；福州长乐机场，1088.73 万人次，
16.4%；南宁吴圩机场，1039.20 万人次，10.4%。

　　9、沈阳桃仙机场旅客吞吐量为 1268.00 万人次，同比下降 0.9%——是 26 座
千万级机场中唯一一座出现负增长的机场。

10、三亚凤凰机场、郑州新郑机场的排名位次不变。三亚凤凰机场旅客吞吐量为
1619.19 万人次，增幅 8.4%；新郑机场旅客吞吐量 1729.74 万人次，增幅 9.4%。

摘录民航资源网

中国通航 2015 年终盘点

2015 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也是“十三五”
的奠基之年。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新形势
下，国家对通用航空助力经济 结构调整、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推进社会公共服务、拉动国内航空消费
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当前，发展通用航空机遇与挑
战并存，动力和压力同在。

截至 2015 年底，我国通用航空机队在册总数
为 2127 架。相比 2014 年，2015 年新增 175 架、
同比增长 8.9%；截至 2015 年底，我国内地实际拥
有飞机的通航企业 298 家。相比 2014 年，2015
年新增 41 家、同比增长 16%；截至 2015 年 11 月，
全行业完成飞行量 73.5 万小时，同比增长 8.9%。
2015 年中国新增九个飞机生产线。通航 2015 年发
生 12 起坠机事故，已致 18 人死亡。

政策方面：2015 年 9 月出台了《通用航空包
机飞行（短途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六部委
联合发的《促进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实施意见》；
11 月发布了《轻小型民用无人机系统运行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11 月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
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
见》；临近岁末又发布了《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开展通用航空经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

截止到 2015 年底，我国共有 88 条低空游线路。
涉及到 20 多个省市。 其中海南省以拥有 15 条线
路居首位，四川省 9 条位于第二位，浙江省以 8 条
线路位列第三。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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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通用机场预计明年竣工

记者从高青县发改局了解到，高青通用机场位于高青千乘路以南，干二排河以西，
占地 392 亩，总投资 3.5 亿元，总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主要建飞机跑道、航站楼、
塔台、机库等。

　　高青通用机场项目由山东锋宇通用机场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并运营，2015 年
3 月开工，2017 年 2 月竣工。记者从该公司网站获悉，这个项目是山东到 2030 年
规划建设的 30 个民用航空机场之一，建设规划中有一条长 980 米、宽 35 米的跑道，
目前，通用机场建设项目的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摘录于齐鲁晚报

敖汉旗通用航空机场选址获批复

记者从赤峰市敖汉旗投资促进局获悉，
2016 年 1 月 4 日，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
管理局正式批复了敖汉旗通用航空机场选址
报告，机场在立项后即可开工建设，据悉，
这是继玉龙机场、阿旗机场之后赤峰地区又
一机场提上日程。

　　据敖汉旗投资促进局投资联络科耿
女士表示，2015 年 9 月 16 至 17 日，敖汉
旗召开机场选址评审会，会上与会人员听取
了敖汉旗通用机场项目选址报告评审的发言，
并对下一步敖汉旗通用机场选址建设工作提

邵阳武冈机场预计今年投入使用

湖南机场 2016 年工作会议暨安全工作会议近日举行。会议透露，到 2020
年，湖南全省要建成 11 个民用运输机场和 10 个以上通用 ( 通勤 ) 机场，其中，
正在建设的邵阳武冈机场，预计于 2016 年建成投入使用。邵阳武冈机场飞行
区等级为 4C，可起降波音 737-800、空客 320 等 C 类飞机，建设规模为新建
一条长 2600 米、宽 45 米的跑道，以及站坪机位、航站楼、停车场、货运仓库
和业务用房等。

据介绍，2015 年，湖南航空运输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全年完成旅客吞吐量
2074.54 万人次，运输起降 17.4 万架次，货邮吞吐量 12.32 万吨 ; 完成经营收
入 14 亿元，实现利润 1.3 亿元，生产经营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长沙机场国
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达 154 万人次，较 2010 年增长 200%。（记者肖洋桂）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出了意见和建议。2016 年 1 月 4 日，中国民用
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正式批复了敖汉旗通用航空
机场选址报告，同意将羊场场址作为敖汉旗通用
航空机场的建设场址。取得该项批复，标志着敖
汉旗通用航空机场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据了解，在选址获批后，将进入编制项目申
请报告与可研报告、环评等环节，在项目报批自
治区发改委立项后将正式开工建设。

摘录于内蒙古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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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宁新建民用机场已进展到项目
申请国家立项阶段，预计 2016 年下半年能完成该项工作。

按照国家民航局　《民用机场建设管理规定》，新机
场建设分为九个阶段：新机场选址、预可行性研究、可行
性研究 ( 或项目核准 )、总体规划、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建设实施、竣工验收、试飞开航等。目前，济宁新建民用
机场已进展到第二个阶段，就是项目预可行性研究阶段，
也可以说项目申请国家立项阶段，预计 2016 年下半年能完
成。

摘录于济宁晚报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行业验收委员会对武当山机场进
行全面检查验收，同意武当山机场通过行业验收。

行业验收委员会经过讨论形成行业验收意见：武当山
机场工程已按批准的初步设计内容建成，工程设计合理，
符合国家和民航有关规范标准，工程主要设备安装调试检
测各项技术指标合格，试运行情况基本正常，能够满足运
行安全和生产使用需要，工程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归档情况
良好，概算实施情况良好，原则同意通过行业验收。下一步，
建设单位应会同各参建单位抓紧落实各验收小组提出的整
改要求，做好相关工作；民航湖北监管局要对机场整改情
况进行复查，并出具意见。

摘录于十堰日报

济宁新建机场进入立项阶段 预计 2016
年下半年完成

武当山机场通过行业验收 能够满足运
行安全和生产使用需要

宝鸡首次应用直升机扑救森林火灾

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日前发生一起森林火灾，由于
地处秦岭腹地，山大沟深、地形复杂，人工扑救困难。
紧急关头，陕西省航空护林站派出直升机开展吊桶洒水
作业，迅速控制了火势。这是宝鸡市在森林火灾扑救中
首次应用森林航空消防直升机。

陕西航空护林站于 2013 年 11 月依托原宝鸡陵原
飞机场建立，主要开展以航空护林、病虫害防治和飞播
造林为主的林业生产工作，共计规划巡护航线 9 条，航
程达 3187 公里，覆盖森林面积 853 万公顷。开航以来，
航站共飞行 351 架次、660 小时，巡护发现烟点 30 起、
火场 5 起，实施吊桶飞行 60 架次。

摘录于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郑州通航产业初具规模 40 家企业落
地 机队达 60 架

今年 1 月上旬，郑州市出台了《郑州市关于发展通
用航空产业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郑州市培育 5
至 8 家规模化的通用航空公司，形成覆盖全市的通用机
场体系和辐射周边的航线网络，建设成为全国公务机运
营基地和全国领先的通用航空经济示范区。

此外，郑州还将以 FBO（固定基地运营商）为支撑，
大力推动与国内外领先 FBO 网络对接，吸引国内外知
名 FBO 专业服务商的入驻，建立中部地区最强 FBO 服
务基地。

据了解，2014 年上街机场完成了一期改造工程，
将原有跑道进行沥青盖被并加宽至 45 米，圈建围界，
修建了联络道、滑行道，硬化了停机坪，使上街机场具
备了 4C 级机场的硬件条件。而投资 2.1 亿元的二期改
造，部分工程已完成。

摘录于大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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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直升机亮相青岛 
将成救援领域新利器

1 月 22 日，市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与青岛旅游集团通用航空服务有
限公司正式签约，就汛期直升机紧急搜
救、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标志着青岛市防汛应急救援
又增添了新手段和途径，防灾减灾能力
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遭遇极端天气发生突发事件时，
如何迅速、有效组织救援，一直是困
扰我市防汛应急救援的难题。直升机
反应迅速灵活、行动快捷准确，在全
球各类救险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极端天
气条件下实施防汛应急救援，直升机无
疑是最有效的手段，有时可能是唯一的
选择。本次签约之后，首先引入的救援
机型为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下属的欧
直 EC155B1 机型。2002 年这一机型问
世，它配备了更先进的发动机，增强了
高空和炎热天气条件下的性能，专为公
用、商务旅客和公务航空运行设计。市
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后，在我市应急救援方面，直
升机将成为一个常见的身影，也是一个
新的救援利器。

摘录于青岛新闻网

庆阳机场新航站楼春运前
一日正式投入运行

2016 年 1 月 23 日，庆阳机场新航
站楼正式投入运行。

庆阳机场本期扩建于 9 月 15 日完
成了庆阳民用机场航站区等扩建工程整
体工作任务，使庆阳机场扩建工程成为
继兰州中川机场枢纽工程之后第二个完
工的省“6873”交通突破行动民航建设
项目。

庆阳机场本期扩建后飞行区等级
为 4C，设计机型选用 B737、A320 和
CRJ200 等。工程设计目标年为 2020 年，
预测年旅客吞吐量为 35 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为 1200 吨。庆阳机场扩建项目
先后分两期进行，包括飞行区工程和航
站区等扩建工程，1 月 20 日顺利完成了
新建航站楼的转场试运营工作。

2015 年， 庆 阳 机 场 完 成 旅 客 吞
吐量 22.9 万人次、运输起降 2854 架
次、货邮吞吐量 30 吨，同比分别增长
51.83%、44.00%、128.46%， 安 全 保
障通航各类飞行 11617 架次。航校基
地训练飞行共计 7294 小时，同比增长
113％。

摘录于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群宣部

武汉天河机场国际航站楼二期扩建
南北新区启用

寒潮来袭 贵州电网首次用
直升机观冰

2016 年 1 月 23 日，总投资 6,467 万元的武汉天
河机场国际航站楼二期扩建工程南北新区完工，并为
缓解春运压力部分投入试运行。作为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启用前机场运行保障的重点建设项目，投入使
用后，能够满足国际旅客年吞吐量 200 万人次，旅客
高峰小时 1,000 人次。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航空运输需求，国际航站
楼二期扩建工程在原国际航站楼的基础上，从南北两
侧进行扩张，扩建工程占地 8,993 ㎡，国际航站楼新
增建筑（含变电站）面积 5,271 ㎡、新增楼前停车场
及道路 3,722 ㎡，配套建设给排水、消防、暖通、供电、
弱电及相关安保等配套设施。扩建后，国际航站楼候
机区面积增加约 2,200 ㎡，值机区面积增加 700 ㎡。
增加值机柜台 8 组，出港边检通道 1 条，安检通道 1 条，
武汉天河机场国际航站楼建筑总面积达到 14,700 ㎡。

摘录于民航资源网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气象局获悉，
截至 1 月 23 日 17 时，受寒潮影响，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致贵州 220 千
伏及以上的 149 条输电导线覆冰，最
大覆冰厚度达 8 毫米。贵州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输电运行检修分公司员工全
线上岗，对易出现导线积冰的铁塔和线
路进行观冰、融冰工作。

面对灾害天气，在贵州空管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输电运行检修分公司首次采用直升飞
机观测冰情。昨日，13 点 40 分，作
业的直升机从安顺出发，对福泉到至凯
里的 220 千伏向郎线进行因覆冰导致
的故障进行巡视。

摘录于多彩贵州网

今年投资 770 亿建机场 未来 5 年将建 66 个

据《中国日报网》报导，中国今年将开建 11 个重要基建项目、52 个升级扩
容项目，同时将加快北京、成都、青岛、厦门与大连等地区的新机场建设。

其中的北京第二国际机场是中国民航发展史上最大的机场建设工程，目前进
展顺利，预计 2019 年竣工并启用。

中国现在有 206 个机场，基于航空需求量增加，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五年增减
66 个新机场。

中国旅游部的数据显示，境外旅游人次去年增长 16%，达到 1 亿 2000 万人次，
今年预计增加 10% 至 1 亿 3000 万人次。

中国民航局指出，航空客运量去年达到 4 亿 4000 万人次，预计今年可提升
至 4 亿 8500 万人次。

摘录于马来西亚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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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通航产业打造成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和经济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蔡甸区正抢抓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战
略新机遇，加大对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和培育力度。

昨日，蔡甸区主要负责人表示，蔡甸的通用航空产
业总目标就是以飞行培训为切入点，逐步形成集通用航
空运营、通用航空服务、航空旅游、通用飞机研制、航
空教育、通用航空文化为一体的产业集群化，由此形成
通用航空产业园区。到“十三五”末，把蔡甸通用航空
园打造成全国最具竞争力及世界知名的通用航空产业基
地，湖北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示范园区，并使通用
航空产业成为蔡甸区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形成“布局
合理、功能完善、规模适度、产业发达、支撑有力”的
通用航空发展体系，并带动全区现代服务业及电子、机
械、材料、新能源等高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摘录于长江日报

武汉通用航空园加快高附加值产业集
聚发展

河南驻马店建国防动员保障基地 公园起降直升机

武汉天河机场国际楼二期扩建工程正式交付使用

1 月 13 日，一处供野战部队后方医院定点使用的直升机停机坪，在河南省
驻马店市驿城区置地公园正式投入使用。至此，经军地多方协调，这个区已给
16 处公园绿地和城市广场、游乐园增设功能，成为军民两用的国防动员保障基
地。

据该区人武部介绍，通过军地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该区已建成应急应战
动员保障场所16个，总面积达286万余平方米，并且，应急通信广播和供水供电、
医疗设施系统一应俱全，能满足持续承担应急应战保障任务的需要。

摘录于中国新闻网 

武汉天河机场国际楼二期扩建工程施工完毕 19 日正式交付运营，北部区
域办票大厅当天启用。扩建后，天河机场国际航站楼总面积将达到 1．46 万平
方米，满足国际旅客吞吐量 200 万人次／年。

近 3 年来，天河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增长迅猛，带来大量国际及地区旅客。
截至目前，武汉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已达 30 条。二期扩建工程可缓解国际航站
楼资源紧张问题，大大提高天河机场国际航班旅客吞吐量，同时改善机场环境，
给旅客以更加便捷舒适的通行体验。

摘录于新华网

广州通用机场 15 年规划曝光

广州市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广州市通用航空发展规
划（2016 － 2030 年）》日前已经以市政府名义正式印发。

规划期间：2016 年 -2030 年，分近期和远期。近期：
2016 年 -2020 年。远期：2021 年 -2030 年。近期目标：
至少 37 个通用机场。

到 2020 年，广州通用机场数量至少 37 个，新建南
沙、从化 2 个一类通用机场，3 个二类通用机场，至少
32 个三类通用机场。

2021 年到 2030 年，广州的通用航空至少建成 45
个通用机场，包括 2 个一类，3 个二类，至少 40 个三
类通用机场。

摘录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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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在南极成功
试飞

12 月 7 日， 中 国 首 架 极 地 固 定 翼 飞 机“ 雪 鹰
601”在中山站附近成功试飞后，科考队员们合影留念。
当日，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 601”在南极中
山站附近的冰盖机场成功试飞。固定翼飞机在南极考察，
特别是内陆考察中可发挥快速运输、应急救援等重要保
障作用，同时可搭载多种科学观测设备，是高效的科研
平台。据介绍，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南极拥
有集快速运输、应急救援和航空科学调查于一体的多功
能固定翼飞机。加快固定翼飞机在中国南极考察中的成
熟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摘录于新华网科技频道

重庆机场 T3A 航站楼封顶 最快明年
6 月底投用

12 月 5 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A 航站楼完成网
架封顶，这意味着作为机场扩建工程重心的 T3A 航站
楼，自 2013 年 4 月进场施工以来，外部结构正式建设
完毕。

据悉，建设中的 T3A 航站楼为 53 万平方米，相当
于 T1、T2 航站楼面积总和的两倍多。投用后，重庆机
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45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10
万吨、年飞机起降 37 万架次的运行需要。

摘录于临空都市报

四川自贡凤鸣通用机场项目通
过省政府批复

全国首个水陆通用机场顺利完
成水上飞机首飞

近日，四川省政府批复同意建设自贡凤鸣
通用机场项目。这是国务院将新建通用机场项
目核准权限下放到省级政府后，四川省政府核
准的第一个通用机场项目。

自贡凤鸣通用机场建成使用后，预计在 
2025 年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 7.4 万人次、飞
机起降量达到 42667 架次。该项目将建 1 条
1200 米跑道、3 条滑行道、办公航站楼、塔台、
站坪、停车场，配套建设通信、导航等设施。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2015 年 12 月 11 日， 一 架 塞 斯 纳 208B
水上飞机在福清市中航福建多功能航空产业园
水上机场成功降落，顺利完成首飞。

福清通用航空机场水上机场位于中航福建
多功能航空产业园内，产业园规划占地 5000
亩，一期用地约 1500 亩，将打造以通用飞机
整机制造为核心；以水陆两用的通用机场和通
航文化产业运营为基础；以通用航空会展体验
为主导；以飞机交易、飞机维修、飞行培训、
航空物流、航空营运、航空金融、航空旅游等
为配套的产业集群。

摘录于通航资源网

国内首款电动轻型运动飞机获生产许可

12 月 3 日，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电动力轻型运动飞机锐翔（RX1E）在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获颁生产许可证，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取得型号设计批准证书（TDA）和生产许可证（PC）
的电动轻型运动类飞机。

锐翔电动飞机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杨凤田牵头，辽宁通用航空
研究院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首款电动力载人轻型飞机。该机于 2012 年
开始研制，历时三年多，完成了包括设计、制造、生产、试验、试飞、适航在内的全部工作，
并多次参加国内外航展，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至今已获得 28 架飞机订单。

据介绍，这款轻型运动飞机以锂电池为能源，稀土永磁同步电动机为动力，采用全碳
纤维复合材料结构机体，每充电一个半小时可飞行 45—60 分钟，巡航速度可达 120 公
里每小时，最大飞行高度 3000 米，可载两人进行飞行员培训、观光旅游、体验飞行、航
空赛事等飞行活动。该机性能优越，具有环保静音、无污染、安全舒适、易操纵、运营
成本低等优点，符合我国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环境友好型、能源节约型新能源飞机。

摘录于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