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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机场 " 公务机临时口岸
" 开放

哈尔滨机场国际航站楼改扩建工
程通过行业验收

鄂尔多斯机场正式升级为“4E”
级机场

2 月 26 日 15 时 50 分，随着一架由
香港飞来的湾流五型公务机平稳地降落在
珠海机场，宣告珠海机场公务机临时口岸
正式开放。

据悉，近年来，珠海市政府积极推进
珠海机场“公务机临时口岸”运作模式，
2015 年 12 月 22 日，该运作模式获得中
国国家口岸办肯定，并同意公务机从珠海
机场临时出入境。“公务机临时口岸”开
放后，珠海机场对香港的公务机开放，允
许香港公务机在珠海机场起飞、降落、滑
行、停放、维护等。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哈尔滨机场国际航站楼改扩建工程顺利通
过民航东北局的行业验收。

此次国际航站楼改扩建工程新建区域建筑
面积约为 2108.16 平方米，其中，增加候机区
面积约 1025 平方米、新增登机口 2 个、备用
登机口 1 个、新增升降梯 1 部。该工程的投入
使用将提高哈尔滨机场国际业务服务质量，改
善出港候机环境，最大限度的保障哈尔滨机场
T2 航站楼扩建期间国际旅客顺畅出行。

摘录于黑龙江省机场集团管理有限公司

近日，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正式颁发鄂尔
多斯机场“4E”级机场使用许可证，这是华北
地区首家获得 4E 许可证的支线机场，标志着鄂
尔多斯机场具备保障E类航空器的条件和能力，
综合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升级“4E”级机场后，鄂尔多斯机场最大
能够保障波音 747-400 型同类及其以下机型，
能够为大型飞机提供飞行训练场所，能够缓解
周边机场大型飞机备降压力，为航空公司提供
更多的备降场所选择。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博鳌机场校飞成功 3 月初将试运行

新疆哈密机场飞行区改扩建工
程 顺利通过行业验收

2 月 27 日下午 14 时左右，海南岛新建的博鳌
机场迎来了首架 B9330 型校飞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
道上，这标志着博鳌机场的通信、导航设备以及飞
行程序已达到行业标准，将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
年会前投入使用。

博鳌机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中原镇西侧，距琼
海市区 12 公里，距博鳌国际会议中心 15 公里。机
场项目用地面积约 2732 亩，总投资约 11.27 亿元。
博鳌机场建设一条 2600×45 米跑道，飞行区等级
4C，可起降空中客车 A320、波音 737 等机型；建
设 25 个机位的站坪、9900 平米航站楼；配套建设
通信、导航、气象、供电、供水、供油、消防救援
等辅助生产设施。

摘录于中国民航网

2016 年 2 月 4 日，新疆哈密机场飞行区
改扩建工程、新建仪表着陆系统及助航灯光系
统工程、航管通信设施更新改造工程顺利通过
民航新疆管理局行业验收。

2016 年 2 月 2 日至 4 日，由民航新疆管
理局组成的验收委员会在新疆机场集团、哈密
机场以及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配合下对
哈密机场飞行区改扩建工程、新建仪表着陆系
统及助航灯光系统工程、哈密机场航管通信设
施更新改造工程进行了行业验收。

摘录于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发展部

惠东通用航空项目拟今年开工 
设航空旅游观光中心

正在召开的惠州市“两会”上，惠东的
通用航空产业项目也被列入惠州市“十三五”
规划纲要的重大项目表，并计划今年开工。

根据上述草案，惠州市“十三五”规划
重大项目中交通运输项目达 38 项，总投资
2321.3 亿元，“十三五”期间投资 1706.9
亿元。其中惠东通用航空产业项目计划 2016
年开建，2020 年建成，总投资 30 亿元。

摘录于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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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2F 飞机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型号合格证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训练机场将迁建

2016 年 2 月 22 日，Y12F 飞机获得美国
联邦航空局（FAA）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Y12F 飞机是中航工业哈飞公司全新研制的
双发涡桨通勤类飞机。飞机最大起飞重量8.4吨，
最多可乘坐 19 名旅客。Y12F 飞机驾驶舱采用
综合航电系统，结构采用损伤容限设计方法并
大量使用复合材料。

哈飞公司于 2005 年 7 月向中国民航局提
交 Y12F 飞机型号申请。2006 年 8 月，哈飞公
司通过我局向美国联邦航空局申请同步认可审
查。2015 年 12 月 10 日，Y12F 飞机获得中国

2月24 日记者从省政府网站获悉，
省政府批复同意遂宁南坝机场迁建可
行性研究报告。该机场为中国民航飞
行学院训练机场，按满足年教学飞行 6
万小时、年飞机起降 20 万架次和年培
养飞行员 300 人的规模设计。

　　既有南坝机场位于遂宁市船
山城区，存在训练能力受限、与城市
发展相冲突、噪声影响严重等问题。
南坝机场将迁建至遂宁市会龙镇，距
遂宁市船山城区 17 公里、距安居城区

德宏陇川通用机场开工建设

2 月 24 日，陇川通用机场在陇川县景罕镇广宋村开工建设。
陇川通用机场广宋场址位于陇川县城东北方向的景罕镇广宋村，距县城公路距离 16 公里，距

离芒市机场公路距离 107 公里，距离腾冲机场公路距离 156 公里。目前，可行性研究报告从航空
消费、飞行培训、航空作业及公益设施等方面定位分析，近期飞行区指标为 4C，跑道长度为 2200
米，宽度 45 米，能够满足拟使用机型起降、训练和试飞等功能需求，同时配备航管综合楼、停车场、
消防综合楼、职工生活用房及供电、供水、污水（管网）、垃圾收集等公用设施。项目区规划总占
地面积 3550 亩，其中：本期用地 1784 亩，远期控制 766 亩，预留航空产业园区发展用地 1000 亩。

陇川机场建成后，将开展公务飞行、私人飞行、货邮运输、航空旅游、场地租赁、航空器托等
通用航空业务，还可以提供应急救援、通航作业等保障服务。同时，将以机场为依托，打造服务云南，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发展通用飞机的制造、维修、业务培训以及其他相关联产业，
实现通用航空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摘录于云南网

民航局的型号合格证。这次获得 FAA型号合格证，
是我国第一个接受 FAA 同步认可审查并获得批
准的型号。

Y12F 飞机是面向短途支线客运市场和货运
及快递市场需求研制的新一代通用支线飞机，可
广泛应用于客货运输、海洋监测、空投伞降、航
空摄影、地质勘探、医疗救护、人工降雨等方面。
Y12F 获得 FAA 型号合格证，将更有助于其进入
国际市场，对于其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具有重要作用。

摘录于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

6 公里，用地总面积约 3500 亩，投资
18.7 亿元，建设工期 3 年。

　　 新 机 场 飞 行 区 等 级 指 标 为
4C，将新建一条长 2200 米、宽 45 米
的跑道，一条长 2200 米、宽 18 米的
平行滑行道，5条垂直联络道，两个机坪，
校区工程包括机库区、教学办公区和生
活区等，空管工程包括航管工程、导航
工程和气象工程等，设置迫降场地一处，
配套建设供油、环保等相关工程。

摘录于四川在线四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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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重庆市发改委了解到，万州五桥机场改扩建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获批，年内就将启动改扩建，按照
规划，2025 年旅客吞吐量将达 120 万人次。

万州五桥机场又简称万州机场，记者从重庆万州机场
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万州机场位于万州区长江南岸毡帽山
上，距万州主城区直线距离约 5 公里，公路距离约 20 公里。

据了解，机场扩建工程计划投资 93131 万元，计划将
跑道向东南延长至 2800 米，按 4C 指标新建部分联络道、
滑行道及助航灯光系统，并新建 6 个 C 类机位的站坪和
8000 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此外，跑道次降方向建设Ⅰ类
精密进近系统并将跑道入口内移 200 米，同时，扩建停车场、
消防救援、通信、供电、供水、供油、辅助生产生活用房等
配套设施。

据介绍，万州五桥机场目前可满足 A320、B737 同类
及其以下机型的起降，设计年吞吐旅客 50 万人次；扩建工
程将按满足 2025 年旅客吞吐量 12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
万吨的目标设计，将进一步完善渝东北地区综合交通体系，
增强对外开放平台功能。

摘录于华龙网

2016 年 3 月 2 日 -3 日，《南通兴东机场航站楼改扩
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会在上海顺利召开。

本期扩建项目设计目标年为 2025 年，本期工程设计目
标年为 2025 年，旅客吞吐量为 4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4 万吨，飞机起降量 39717 架次。扩建工程的主要内容为：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航站楼 51974 平方米、站坪连接
带 2 万平方米，新增 1 万平方米的站坪，新建航管楼及塔台、
机务场务特种车库等相关附属设施；项目总投资 12.7999
亿元。

摘录于南通兴东机场有限公司

重庆万州五桥机场可研报告获批 年内
启动改扩建

南通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可研报告通
过评审

株洲首条机场跑道昨开建 预计年底
前投用

湖南娄底将于 2019 年
建成通用航空机场

株洲通用航空产业园起降场道、航站楼及附属工程
开工，预计年底前试运营。其中，拟建 800 米长跑道，
为株洲通用机场第一条跑道，也是株洲首条通用航空跑
道。

据悉，工程占地 569.93 亩，总投资约 8000 万元，
飞行区按 1B 级标准，拟建建筑主要包括跑道、滑行道、
停机坪、升降带、联络道及配套设施。其中，跑道路长
800 米，宽 30 米，可满足多种飞机试飞要求。

该项目主要为株洲通用航空产业园中小型航空发动
机、飞机的研发和生产试飞服务，主要设计机型为运-12，
兼顾运 -5，塞斯纳 172R，钻石 DA40 等，飞行区、办
公生活区、生产区等按运 -12 要求规划。同时，还可兼
顾其他通用航空业务，如飞机观光、飞机测绘、农药喷
洒等。

摘录于红网

2 月 15 日，记者从娄底市发改
委获悉，娄底通用航空机场项目前期
工作正式启动，项目初步选址以娄底
高铁南站为中心，南面、西面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万宝镇、蛇形山镇、
洪山殿镇、水洞底镇等区域符合），
选择适航地点建设一个规模适度的通
用航空机场，一期拟按 3C 机场标准
建设（预留 4C 标准机场扩建空间），
修建停机坪、航站楼、陆侧道路、停
车场及其它相关配套设施，跑道长度
1800 米，满足直升机、小型固定翼
飞机和通勤飞机起降要求。

摘录于央广网

敦煌机场扩建项目获批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该委批复了敦煌机场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据了解，敦煌机场扩建工程总投资 9.76 亿元。本期工程按满足 2025 年
旅客吞吐量 96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700 吨的目标设计，飞行区等级指标
为 4D、并满足 E 类飞机备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向东延长现跑道 600 米至
3400 米，扩建站坪至 21 个机位（3B15C3D），新建 10400 平方米的 T3 航站
楼（含消防泵房 200 平方米），改造现 T2 航站楼为国际候机楼；更新改造通信
导航、助航灯光等设施；配套建设机场货运、生产生活辅助、消防救援、供水、
供电等设施。敦煌机场扩建工程航站楼工程计划 8 月底前建成投运，飞行区工
程将于明年全面完工。

摘录于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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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通航机场预计上半年
开建

记者从德清临杭工业区管委会了解
到，该项目占地 438.6 亩，核心区块在临
杭工业区，计划总投资 4.36 亿元。届时，
将建成 600 米 ×30 米的跑道一条，两头
增加升降带各 120 米。同时，配备必要的
航管、通信、气象、消防设施，配套建设
必要的航站楼、导航设施、机库、油库、
停机坪、生活区等。

摘录于杭报在线

建德千岛湖通用机场跑道加
长加宽工程有序推进

连日来，在地处寿昌镇的建德千岛
湖通用机场跑道加长加宽工程工地，建
设单位积极组织技术人员与机械工程设
备正紧张有序地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力
争在今年 4 月底前完成一期新增 50 亩面
积扩建工程任务。据悉，该项目是我市
重点工程，总投资达 1950 多万元，工
程建成后，使机场通用跑道从 500X18
米增加到 800X30 米，可容纳小运 12、
运货 5、赛斯纳 208 等固定翼飞机的安
全起降与着落运行。

摘录于杭报在线

建三江民用机场正式命名为 "
建三江湿地机场 "

记者从黑龙江省政府获悉，建三
江民用机场正式获得国家批复，并被
命名为 " 建三江湿地机场 "。

新 建 的 " 建 三 江 湿 地 机 场 " 项
目，位于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
西南方向的七星农场，飞行区等级为
4C 级，跑道长 2500 米，航站楼面积
3000 平方米。

　

摘录于黑龙江省机场集团管理有限公司

天府国际机场环评获批

3 月 2 日，记者从四川省环保厅获悉，“成都新机场
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得到环保部批复。

批复文件显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位于四川省资阳市
简阳市，为新建区域枢纽机场，飞行区等级 4F，这是最高
级别的机场，可以起降各种大型飞机。机场的设计目标为
2025 年旅客年吞吐量 4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70 万吨，
飞机起降 34 万架次。在机场建设方面，飞行区将新建三
条跑道及相应等级的滑行道系统。航站区新建航站楼 60
万平方米，150 个站坪机位，停车面积 21.6 万平方米。

同时，机场油库油泵棚靠近南厂界一侧将设置隔声量
不小于 10 分贝的隔声屏障；机场试车坪设置长 200 米、
高 3.5 米的隔声围墙。铁路专用线两侧 30 米内禁止新建
居民住宅、学校和医院等振动敏感建筑物。

摘录于华西都市报

民航局下达新疆兵团通用航空建设项
目民航发展基金 3 亿元

2 日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改委的消息：中国民用航
空局新近下达新疆兵团通用航空建设项目民航发展基金 3
亿元人民币，用于新疆兵团 7 个通用航空机场硬化改造和
3 个应急救援项目建设。

据悉，新疆兵团通用航空建设项目于 2014 年底开工
建设，预计今年下半年建成投入使用。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为 3 个通用航空应急救援基地建设及设备购置，7 个通用
航空机场硬化改造，分布于南北疆 7 个师团。项目建成后，
对拓宽新疆通用航空公司服务领域，提高市场竞争力、飞
行作业安全性及维稳处突机动性有积极作用，将有力地推
动新疆兵团通用航空业发展。

2015 年 12 月 26 日，由新疆兵团建设运营的首个民
用兼通用机场、新疆第 18 个民用支线机场——石河子花
园机场正式通航。

摘录于中国新闻网

山海关机场不再进行民航运输 将
用于通用航空发展

记者从河北机场管理集团获悉，本月底，北戴
河机场启用后，山海关机场将用于通用航空的发展，
不再承担民航运输任务。原山海关机场现有人员将
进驻新机场，实现硬件、软件全面接管和融合。

据了解，秦皇岛现在运营的山海关机场为军民
合用机场，长期以来，为秦皇岛的旅游商贸、对外
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2015 年，山海关机场完成旅
客吞吐量 15.6 万人次，继续保持向好发展态势。

摘录于长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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