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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岛岛新新机机场场航航站站楼楼方方案案将将出出炉炉
今天下午4点三种方案结束投票，汇总后公布最终结果

烟台潮水国际机场是烟台市
正在兴建的大型国际机场，建成
后，将取代莱山机场。新机场选址
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潮水镇
附近，距烟台市中心约43公里，于
2009年开工。根据计划，2014年完
成机场校验、试飞、转场，并投入
运营。

日前，记者来到蓬莱市潮水
新机场的施工现场，大型机械不
停地进行吊装，航站楼拔地而
起，飞行区跑道基本完工，航管
楼、空管业务楼正在进行室内
装修。8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工程
去年3月开工，现已完成土建主
体和钢结构吊装，烟建十公司
航站楼钢结构项目经理杨德慧
介绍，整个航站楼钢结构重达
1 . 3万吨，这在烟台建筑史上较
为罕见。“现在开始屋面和玻璃幕
墙的施工，后续还要进行装修。”
杨德慧说。

新建潮水机场，客源将可覆
盖烟台市区、蓬莱市、栖霞市、龙
口市、招远市、长岛县及莱州市、
莱阳市、海阳市的部分地区，同时
仍然可以兼顾威海部分地区，甚
至辐射潍坊东北部部分地区。

另外，蓬莱市潮水镇与烟台
市中心公路距离约43公里，与威
海市中心公路距离约110公里，与
青岛市中心公路距离约240公里，
与潍坊公路距离约250公里。烟台
新机场建成后能与南面的青岛机
场遥相呼应，并与济南机场、青岛
机场一起，成为山东省民用航空
三大干线机场。

本报记者 孙健

本报青岛10月9日讯（记者
蓝娜娜 实习生 韩榕） 9

日记者获悉，青岛日前公布的
三种胶州新机场概念规划暨航
站楼方案，将于10日下午4点结
束投票，这也意味着新机场神
秘面纱即将揭开。

9日上午10点，随着青岛市
规划展览馆的开门迎客，不少
早已等候在外的市民、游客步
入青岛新机场展厅，观看正在
公开征集意见的三种新机场概
念规划暨航站楼方案。在展厅
内，除了三种方案的俯瞰图、平
面图和夜间效果图以展板形式
展出，大厅内还有各方案近期
和远期的立体展示台。

根据规划，青岛新机场位
于大沽河西岸，胶州市东北11
公里，距青岛市中心约40公里。
新机场运行等级为4F，主跑道
长3600米，次跑道长3200米。近
期航站楼面积45万平方米，远
期航站楼面积60万平方米。此
次公开征集意见的3种青岛新
机场航站楼概念规划暨航站楼
方案，由专家评审从6个方案中
选出。其中，一号方案定位为

“滨海新机场，齐鲁新门户”，近
期航站楼造型为海星，远期造
型为“齐”字，文化色彩浓厚；二
号方案定位为“生态园林，绿色
机场”，航站楼造型为“X”，通
过机场外疏密有致的绿化景观
打造绿色机场；三号方案以“动
感、活力、开放”为理念，航站楼
造型为“H”，屋顶大小不一的
水滴设计给整体带来活力。

“每天前来参观的市民游
客有三四百人，投票截止到10
日下午4点。从目前来看，方案各
有千秋，投票的最终结果等汇总
后才能知道。方案确定后，我们
会对外公布。”青岛新机场计划
航空部负责人刘洋说。

“齐”字形

打造齐鲁新门户
1号方案定位是打造“滨海

新机场，齐鲁新门户”的特色商
贸、智慧绿色机场，注重机场的
简洁性和灵活性。近期规划围
绕海洋主题设计，航站楼造型
很像一个海星，景观设计以波
浪般的微地形、特色种植和风
的流动，营造波光粼粼的海面
意境。远期规划扩建后的航站
楼与“海星”上下拼接，从空中
俯瞰如“齐”字，寓意着将青岛新
机场打造成齐鲁大地新门户。

设计方案中提到，航站楼
的“海星”五指状布局中，国际
指廊位于中间，国内指廊位于
两侧，中转便捷，机位布置可适
应国际运量的增长调整。

“X”字形

园林设计更环保
2号方案设计的新机场从

外形上看很像字母“X”，方案
打造“园林式机场”，旅客越靠
近机场，景观种植越密，绿意越
浓。航站楼内部更设有八个主
题花园构成机场八景。同时，2

号方案根据青岛气候打造的气
候适应性新机场，建筑节能率
可高达65%以上。

该方案将日韩近机位布置
在最近的区域，打造日韩快线；
嵌入式的轨道交通车站使旅客
从快线站台到办票大厅只需要
向上翻一层；人们可在青岛市
中心办理行李托运，方便快捷；
国内和国际区域划分明确，以
防止市民找错航站楼。

“开”字形

交通枢纽一体化
动感、活力、开放，是3号方

案的核心理念。新机场总体外
形为“开”字造型，其中航站楼
造型为字母“H”。航站楼前交
通中心就近设置机场快线和轨
道交通，与社会停车库共建，利
用地下人行公共换乘通道，实
现长途、公交、出租车换乘。

近期航站楼机动车采用到
发、人车分离、逆时针单循环交
通组织方式。外围交通采用快
轨和高快速路的双快系统，其
中快轨系统由机场快线和城市
航站楼构成，机场快线采用动
车组列车，解决新机场距离青
岛现有市区客流过远现状。

本报记者 蓝娜娜

方案面面观

烟台潮水机场

明年投入运营

3号设计方案的鸟瞰图。 本报记者 蓝娜娜 摄

我省机场分布情况（部分）

本报记者 廖雯颖 马辉 李蕊 宋昊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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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潮潮水水国国际际机机场场
((在在建建))

烟烟台台莱莱山山国国际际机机场场

潍潍坊坊机机场场

济济宁宁曲曲阜阜机机场场
日日照照机机场场((拟拟建建))临临沂沂沭沭埠埠岭岭机机场场

青青岛岛胶胶东东国国际际机机场场
((拟拟建建))

青青岛岛流流亭亭国国际际机机场场

威威海海大大水水泊泊机机场场

济济南南遥遥墙墙国国际际机机场场

东东营营胜胜利利机机场场

缩减航班
90座飞机坐不满

记者探访济南、济宁、潍坊等地机场发现，受高铁迅猛扩张的影响，不少航空公司推出特价票来
面对竞争压力，在运输距离方面，他们的目光也开始盯准千公里以上的新航线。

为了应对高铁的强劲挑战，
从今年起，济南机场大力开拓客
运市场，加强与国内航空公司和
机场的合作，国内航线新增18条，
加密12条；新开国际航线1条，加
密1条。货运方面，机场出台了减
免中转货物操作费等优惠政策拓
展中转货渠道，创新推出了包舱
运输，首次开通济南至武汉的包
舱运输航班。

机场与轨道交通、城市公交
以及铁路的衔接一向是济南的薄
弱点，机场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
建议省政府统筹规划机场地面交
通综合体系建设，在济南市区到
机场的城际铁路项目已获国家批
准立项的基础上，尽快推进市区
至机场的城际铁路及轻轨建设，
同时结合济南机场扩建工程做综
合设计。

相比济南，济宁曲阜机场将
考虑进一步优化布局，例如1000
公里的长途线路，将考虑开通去
往客流较多的珠三角地区新航
班。“像海南、哈尔滨等一些旅游
城市，也将伺机考虑开通，满足市
民出行新需要。”

而潍坊机场则把目光投向注
重服务的高端旅客。记者了解到，
目前飞北京的航班，头等舱都能
保持满员。潍坊政府部门已经提
出新机场的迁建计划，将目光投
向更远处。

做好地面交通

紧盯高端旅客

短途打折机票，不再一票难求

据介绍，一趟高铁平均
能带走300名乘客，这相当于
3架中小型飞机的载客量。为
了争抢客源，不少航空公司
不得不在价格上做文章。郑
永文告诉记者，现阶段不少
去往上海的机票打折很厉
害，原价800元的机票，折后
价仅为100元，加上机场建设
费和燃油费，总价仅为 2 2 0
元，比300多元的高铁二等座

票低不少。
潍坊南苑机场工作人员

也有同样的感受，京沪高铁开
通前，潍坊飞北京的机票打五
折，就有很多旅客买不到票。
但是现在一票难求的情况已
经不复存在了。

上述还只是京沪高铁的
影响，随着济南到武汉、长沙
等地高铁的开通，航班受到
的影响更加明显。济宁市民

航局副局长王东春表示，原
来京沪方向的航班在缩减，
而在7月1日后武汉至济南的
高铁开通后，昆明-武汉-济宁
的航线也考虑调整为昆明-济
宁-包头的航线。“800公里以
内的航线基本不 能 再 纠 缠
了，与高铁比，确实没有优
势，航线做调整，也是构建更
为合理的立体式交通方式的
需求所致。”

京沪高铁一年内使济南机场客运量减20万

与与高高铁铁错错峰峰，，航航线线瞄瞄准准千千公公里里

近日，在济宁曲阜机场的
候机大厅，商务人士陈先生正
准备登上去往成都的航班。“公
司与济宁这边有不少业务往
来，济宁有了机场，从这里往来
还是很方便的。”陈先生告诉记
者。据统计，像陈先生这样的商
务人士是主要客源，但是数量
却在下降。

“自从2011年京沪高铁开
通后，尤其是京沪方向的客
流，明显受到了影响。”济宁市
民航局副局长郑永文告诉记
者，原来去上海的航班每周7
班，后来缩减到4班，现在缩减
至2班，就是这样，90座的飞机
还坐不满。

而作为京沪高铁的必经之
地，济南的民航运输更是遭遇
直面冲击。“2012年，济南遥墙
机场全年飞机运输起降7 . 39万
架次，同比下降0 . 79%，旅客吞
吐量766 . 41万人次，这一数字
在2011年为787 . 97万。在此之
前机场客货运量连续七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工作人员说。

·管窥机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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