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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选址：胶州市中
心东北11公里，胶东街
道办事处境内。距青岛
市中心约39公里。

●规模：主跑道长
3600米，次跑道长3200

米，航站楼面积45万平
方米，可起降A380。

●定位：区域性枢
纽机场、面向日韩的门
户机场。

●进展：获国务
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复
同意建设。

日照机场

●选址：日照
东港区后村镇山
字河附近。

●规模：跑道
长2600米，航站楼
9000平方米。

●定位：国内
支线机场。

●进展：通过
民航局可研报告
行业审查意见，获
2 . 5 5亿元民航发
展基金补助。

菏泽机场

●区位：位于济
南、徐州、郑州等大中
城市的中心位置，京
九铁路与新亚欧大陆
桥在此交会。

● 规 模 ：跑 道
2 6 0 0 米 ，航 站 楼 约
12000平方米。

●定位：国内支
线机场。

●进展：定陶孟
海场址被确定为第一
预选场址，预计2015

年开工建设。

聊城机场

●选址：聊城
经济开发区东部，
在原军用机场基础
上改造扩建。

●规模：跑道
长2400米，可满足
波音737系列要求。

●定位：国内
支线机场。

●进展：有望
签订军地合用机场
协议。

机场投入产出比
全国平均是

1：8
每百万旅客
能为当地带来

为当地创造
就业岗位

18 .1 亿元
经济效益

5367
机场直接创造

1亿元经济效益

可能给当地带来

5 . 4亿元经济效益

以江苏淮安机场为例

机场每年亏损

1000万元

带动财政收入

超过50亿元

中国 0 . 19个

美国 0 . 57个

日本 2 . 59个

印度 0 . 38个

（每万平方公里
机场数）

建机场不能算机场盈亏
小账，要算拉动区域经济发
展的大账。

欧盟 0 . 92个

结论

中国机场数量远落后于国
际发展水平。

结论

菏泽机场：

有望落户定陶孟海

菏泽机场选址报告已编制完
成，9月底经过专家组勘查论证，定
陶孟海场址被确定为菏泽机场第一
预选场址，距离菏泽市中心约25公
里。

菏泽目前已具备建设机场的良
好基础和条件，区位优越，条件适
宜。菏泽位于济南、郑州等大中城市
的中心位置，是东部地区产业西移、
中原地区资源输出和南北区域交流
合作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明显。菏
泽每年的市外务工人员在150万人
以上，出国务工人员达10万多人，人
口密度是全国水平的六倍。预计到
2020年，菏泽机场旅客吞吐量可达
1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可达4500

吨。

聊城军民合用机场：

今年有望开工

根据聊城市对外公布的信息，
聊城军民合用机场2014年将完成土
地征用手续报批，做好机场总体规
划、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编制评
审报批和工程招投标等开工前各项
工作，力争项目开工建设。

随着聊城社会经济的发展，为
进一步改善交通环境，聊城市计划
在东郊军用机场的基础上改造扩建
为军民合用机场。

聊城军民合用机场项目设计定
位为国内支线机场，位于聊城经济
开发区东部驻地，在长江路东头。聊
城市计划在其基础上改造扩建为聊
城军民合用机场，近期新建航站楼
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项目投资估
算6 . 5亿元，计划年接待旅客20万人
次。

机场各自为政

航线分散经营

省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我省
民航综合实力仍然较为薄弱，全国
旅客吞吐量超过千万的机场有21

个，山东仅有青岛机场一个且排名
第十六，这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不相适应。他认为，全省机场综
合运输枢纽尚未有效建立，机场多
处于城市郊区，与其他交通方式衔
接不强。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自从
我省机场属地化管理后，彼此之间
各自为政，联系松散。

有专家建议，小型支线机场应
多在“连接”上做文章，做好省内机
场之间航线的时刻和航班密度设
置，比如东营、临沂等小型机场可
以从当地支线机场乘飞机到济南
机场快速中转到全国各地，外来游
客也可以从两大机场中转至支线
机场，进而带动省外航线发展，最
大限度发挥机场作用，避免成为财
政的沉重包袱。

专家把脉

青日聊菏将建新机场，机场亏损为何还要到处建

机机场场建建设设要要算算
拉拉动动经经济济大大账账

近年来，我省机场建设如火如荼。青岛在胶州建新机场，烟台潮水机场今年全面
完成，日照、聊城、菏泽等省内二线城市机场建设也加速开跑，可谓全面开花。机场建
设是个大工程，投资高、回报慢，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机场运营是亏损的，为何我
们还要到处建机场？除了机场收益这笔小账，背后的经济大账该如何算？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孟敏

■进展 青岛新机场明年开工

根据刚出台的《山东综
合 交 通 网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山东将构建重点依托
济南、青岛、烟台的“三干十
三支”民用机场布局。近期
重点迁建青岛、烟台、潍坊、
济宁机场，建成日照、聊城、
菏泽、泰安机场。

“目前我省民航已初步
形成济南、青岛两个干线机
场和烟台、威海、东营、潍
坊、临沂、济宁六个支线机
场共同发展的格局。”省发
改委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烟
台潮水机场今年将全面完
工，预计2015年通航；青岛

新机场得到国家正式批复
同意建设；日照机场建设获
得2 . 55亿元民航发展基金
支持；聊城、菏泽加快了筹
建机场的步伐。

从四个新机场规划看，
青岛新机场标准最高、规模
最大，运行等级为4F级，这
是国内最高等级，比肩北上
广，可起降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商用客机。新机场落户胶
州，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
批复同意建设。2015年开始
建设，预计建设周期四年。

日照机场、聊城军民合
用机场和菏泽机场都定位

为支线机场，跑道等级为4C
级(可降落空客A320、波音
737窄体客机)。日照机场计
划总投资13 . 6亿元，聊城估
算投资6 . 5亿元，菏泽则为4
亿元左右。

山东机场东多西少，聊
城、菏泽机场被列入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和西部经济隆
起带发展规划，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西
部机场建设优先。根据我
省民航业发展意见，“十二
五”末力争实现全省县级行
政单元1 . 5小时内能享受到
航空服务。

■现状 六个支线机场全部亏损

现有八个机场运营情
况如何？

2013年全省旅客吞吐
量为2883 . 9万人，青岛流亭
机场1451 .7万人，济南遥墙机
场813 . 9万人，两个干线机场
占全省客流量78 . 5%，六个支
线机场旅客吞吐量合计618 .3
万人，大多数支线机场客货
两块均“吃不饱”。

“六个支线机场全部亏
损。”省发改委相关人士坦
言，受到航空公司运力、收
益考核和干线机场时刻、空

域资源制约等影响，我省支
线机场经营亏损较为严重。

业内人士分析，经济欠
发达地区的支线机场，客流
量比干线机场要少，市场需
求相对不足。尤其是山东地
面交通高速公路、高铁运输
快捷方便，支线机场所在城
市到济南、青岛两市的车程
一般都在2-4个小时，支线
航空低密度航线运行优势
不再明显。一位航空公司人
士曾向记者透露，由于客流
量不足，航空公司考虑到运

营成本，不愿意在支线机场
投放航班或加密航线，“飞
一次亏一次。”

公开资料显示，湖南五
个机场中四个支线机场长
年亏损，年均亏损1 5 0 0万
元。支线机场亏损并非山东
独有，在民航业，中小机场
和支线航空长期亏损是一
个“世界性难题”。据民航局
统计，2012年全国183个民
航机场有134个机场亏损，
亏损额达29亿元，90%支线
机场处于亏损状态。

■算账 直航后济南台企翻一番

六个支线机场亏损尚
未扭转，一批新机场已在开
工建设和筹备。为何亏损还
有如此高涨的建机场的热
情？这笔账该怎么算？

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认
为，机场创造的经济效益不
能单算机场自身盈亏，要看
机场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
用。机场的定位是“公共基
础设施”，首先强调公益性，
之后才考虑收益，“机场最
主要的任务不是盈利而是
开通更多的航线和时刻。”

国际机场协会研究认
为，机场每百万航空旅客吞
吐量，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总
和1 . 3亿美元，相关就业岗
位2500个。

2008年山东开通台湾
直航，目前有济南、青岛、烟
台和威海四个直航点10条
航线，每周往返52个航班，
运力达到每天往返1000多
人次。济南市台协会长王金
锁告诉记者，自从开通两地
直航后，“来济南投资建厂
的台企差不多翻了一番。”

王金锁表示，绩效对企
业非常重要，直航改善了投
资环境、压缩了成本，对于
企业生产管理效果立竿见
影。当天去次日回的节奏大
大方便了台商往返，甚至可
以过上回台周休的生活。

省发改委有关人士分析，
当前我省正处在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
推进实施“两区一圈一带”
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构建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都需
要加快民航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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