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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蓬蓬莱莱国国际际机机场场 有有望望上上半半年年转转场场运运营营
记者近日探营新机场， 各方正在加班加点做转场准备

随着新机场启用时间的临近，各项准
备工作都已启动，如今进出新机场内的车
辆已是络绎不绝，记者所驾车辆经过岗哨
时并没有受到阻拦，这意味着市民想去新
机场转转是被允许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参观者可以随便
进入航站楼等核心区域，公安部门如今对
出入机场内部核心区域的人员加强了管
控。

记者在航站楼入口处的一张通知上看

到，机场员工进入航站楼、飞行区等重点区
域时须出示通行证，进场施工人员和车辆
也必须要办理通行证，忘记携带证件和无
证人员一律禁止入内，进入航站楼、飞行区
的人员一律禁止携带火种。如果没有相关
证件，会被安保人员拒之门外。

记者综合各方消息得知，烟台蓬莱国
际机场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实现转场运行。
目前，距离转场的时间越来越近，工作人员
都在加班加点准备。

进入航站楼，内部已经基本成型，新机
场即将全新启航的标语格外醒目。目前，航
站楼内正在进行内部商铺的装修。

3月20日，接近正午，记者在航站楼内
见到了正在进行商铺施工的装修队，十几
位工人抱着碗筷，正在大口大口地吃饭。

来自安徽安庆的施工负责人何勇告诉
记者，他们一行人3月9日来到烟台，要在4

月10日之前完成商铺装修工作。何勇说，现
在是时间紧任务重，他们必须加班加点保
证完工。

何勇一行人从外地来到烟台，在蓬莱
租了房子，还专门有人做饭。记者采访时饭
菜刚刚送到，中午只有两个简单的炒菜，炒
豆腐皮和炒土豆片，外加一大锅米饭。

不一会儿，施工现场立即变成了“食
堂”，工人们一人一只大碗，盛上一大碗热
气腾腾的米饭，再把香喷喷的炒菜盖到上
面，顺手浇点汤汁，一份可口的“盖浇饭”就
做好了。工人们蹲在地上，兀自吃着饭，没
有一个人说话，呼呼啦啦的吃饭声音充斥
在施工间，像是在“打仗”。

进入机场如何准确地到达目的地？可
以“按图索骥”。

记者驾车进入机场后，感受最明显的
就是机场内林立的标识牌。道路名称、航站
楼、停车场、出租车停车区、出发、到达，各
种标识牌一应俱全。

不光是外部的标识牌众多，机场航站
楼内的标识牌上还显出了“国际范儿”，各

种标识牌上标有中、英、日、韩四种语言。
为何要在标识牌上标上日韩文字？记

者获悉，烟台作为中日韩贸易的“桥头堡”，
将来势必迎来大批的日韩客人，标识牌上
的一个小细节会大大方便更多的外国客
人。

航站楼内部的空间更大，上下两层，设
有多部扶梯和直梯，上下通达。

新机场内有两座建筑造型奇特，分别
是航站楼和塔台，也是机场内的标志性建
筑。

航站楼构型采用弧形前列式布置，总
建筑面积约7 . 9万平方米，选址在航站区地
势高点上，主楼面宽约200米，建筑总长约
530米，建筑高约30米。

据悉，航站楼钢结构是烟台市在建筑
中首次采用波纹腹板H型钢，整个航站楼
钢结构重达13000吨，在烟台建筑史上极为

罕见，施工难度极大。
高大的主楼和横向指廊通过连续舒缓

的曲线逐渐收缩，使航站楼成为一个完整
的整体，既满足机场建筑功能需要，整体建
筑又醒目大气，建筑流线优美，极具视觉冲
击力。

屋面层层叠置的飘板和竖向天窗造
型，意蕴海洋的阵阵波浪、层层沙滩，充分
体现烟台的地域特色，同时合理解决了建
筑内大空间采光通风问题。

航管楼、塔台工程因为奇特的造型，
被很多人称为“小蛮腰”。

航管楼建筑面积约 5 1 0 0 平方米，
塔台建筑高度 5 9 . 2 米，是航站区制高
点，也是进入新机场后最为醒目的建
筑。

塔台整体呈强烈螺旋跃升态势，与
流线舒展的航站楼形成对比，给人以奋
进向上的动感。

航管楼采用不规则构型，立面用材
和色彩沿用航站楼建筑元素，统一风格
之中又形成一定差异。

航站楼前设有大型楼前停车场，位于
航站楼正前方，建筑面积5 . 2万平方米、设
有1088个车位，小型车为主，中型车为辅。

建筑利用现场自然高差，设计为独具
特色的三层阶梯式立体停车场，由低向高
衬托着航站楼。

具体设计充分体现生态节能和人性
化。室内车库在两排停车位之间设绿化通
风采光带，高大乔木升起到地面，结合地面
植草砖车位，增大绿化覆盖面积；室内停车
库可以通往航站楼地下通道及车道边，方
便雨天和冬季通行及上下车。

此前有报道称，目前烟台机场早已全
面启动机场转场的准备工作。

为了适应新机场的全面升级，烟台
机场同步开始了对员工的培训。不仅组
织机场干部、员工赴上海虹桥机场参加
机场转场筹备和启用业务培训班，而且
聘请上海虹桥机场集团的专家到烟台进
行机场转场使用的理论知识专题培训，
就如何安全顺畅地运行管理、经营管理
和服务保障好烟台蓬莱新机场，适应新
机场的软硬件建设规模和技能要求等方

面内容向烟台机场全体工作人员做了系
统阐述与讲解。

去年，烟台机场还根据机场转场工作
计划安排，聘请浦东机场专家对烟台机场
相关保障单位及驻场航空公司进行了关于
机场转场运行准备方面的专题培训。

羊年春节前，烟台机场又组织相关工
作人员前往潮汕机场观摩新机场的启用以
及和旧机场的转场衔接过程，为烟台蓬莱
国际机场的启用做准备。

本报记者 张琪

烟台机场为转场多次赴外地“取经”

航站楼前停车场设1088个车位

59 . 2米，螺旋状“小蛮腰”是制高点

“海浪”搬上航站楼顶，体现烟台地域特色

新机场建筑特色：

航站楼标识牌设中英日韩4种语言

商铺装修进行中，工人加班赶工期

进入航站楼等核心区域须出示通行证

本报记者 张琪

2014年11月27日，烟台蓬莱国际机场顺利完成
试飞，标志着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已具备开航条件。
如今，几个月过去了，目前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情况
如何？本报记者近日进行探访。

目前新机场正在为迎接转场做最后的准备工
作，记者综合各方消息得知，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的
转场工作有望在上半年完成。

从从市市区区去去新新机机场场，，跑跑高高速速最最便便利利
记者驾车体验，从烟台火车站到机场距离43公里，用时约50分钟

本报记者 张琪

今年上半年，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将开通运营，将来烟台市民不管是去坐飞机还是接送客人都要转到新机场了，可是新机机场
到底怎样去？怎样走最便捷？不少烟台人还不清楚。3月20日，本报记者驾车探路，为您推荐用时最短、最为便捷的几条路线。

用时最快、行程最短是多数人的选
择，但也有不少市民会选择经济实用的
路线，比如“不走高速”的路线有没有？
有！

这次记者还是以烟台火车站南广
场为出发点，沿北马路、芝罘屯路、幸福
南路的路线行驶，行至开发区后进入长
江路，沿长江路向西进入北京中路(206

国道)，沿206国道继续向前行驶可见新
机场的相关标识及走向指示，向左转入
新机场连接线，按照指示即可到达。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路线的里程数
与走高速相比相差无几，不过用时较长，
全程用时至少70分钟，且红绿灯达40多
个，走走停停耗时最多。

另外，机场连接线仍处于封闭状态，
选择该路线行驶需要绕行周边村庄，目
前不建议选择该条线路。

总体来说，这条路线算是比较实用
的路线，如果没有急事不赶时间，也是不
错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开发区等地的市
民来说是较为实用的。

20日上午，本报记者驾车从烟台
市区火车站南广场出发，出发时开始
计算行程。

记者驾车沿北马路向西行驶转入
青年路，从青年路转入南大街，沿南大
街、只楚路一路向西行驶至沈海高速
(G15)福山收费站，由福山收费站入口
进入高速路。

进入高速路后向前行驶大约2公
里，在“大杨家立交”处转至荣乌高速
(G18)，向前行驶约12公里后至“八角立
交”处，然后转向“东营 莱州”方向行
驶，再向前行驶十几公里后，沿途可见

“机场”方向的相关标识，按照沿途指
示可选择在机场高速出口下高速，下
高速后再向前行驶几百米就可见直接
进入新机场的道路。

记者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时间，从
市区出发的时间是9点30分，到达时间
是10点20分，沿途用时50分钟，过路费
10元，全程43公里。

出发地(目的地)在芝罘区主城区
的市民，选择这条路线既省时又不绕
路。不过，出发地(目的地)在杜家疃或
者幸福区域的市民，可选择就近上下
高速。

反观莱山区、高新区，甚至牟平
区的市民，按照上面的走法就有些
耗时间，不如选择全程高速更方便，
出发地 (目的地 )在莱山区、高新区的

市民，可在轸格庄或者莱山两处收
费站上下高速，全程高速预计用时
会大大缩减，预计高速通行费 1 5元
左右。

对于本地“飞机客”来说，目前家庭用车
已经较为普及，朋友或者家人驾车送客已是
非常普遍，但是对于外地来烟出差的人来
说，打车比较方便。两种出行方式，哪种最合
算？记者为您算算账。

先来看打车费用。从烟台蓬莱国际机场
打车到烟台市区火车站南广场，全程43公里，
记者咨询一位出租车司机得知，全程费用大
概在130-140元(不含高速公路通行费)。

自驾费用，按照汽车百公里油耗10升来
计算，从市区去机场来回约90公里，当前93号
汽油每升为6 . 16元，燃油费用约为55元，加上
来回高速通行费20元，总共费用约为75元。

制图：武春虎

适用范围：芝罘区幸福片区、烟台开发区

全程用时至少70分钟，路遇红绿灯最多

②自驾不走高速

①跑高速(推荐路线)

适用范围：芝罘区主城区

全程43公里用时50分钟，过路费10元

适用范围：莱山、高新、牟平区

选择全程高速更便捷，只是要花过路费

③打车

打车需要130-140元

自驾需要约75元
乘坐出租车费用测算
(从烟台火车站出发，仅供参考)

以45公里计算
白天：
起步价1-3公里：8元
4-6公里：1 . 8元/公里×3公里=5 . 4元
6公里后：2 . 7元/公里×39公里=105 . 3元
附加费：1 . 6元
合计约120元
夜间(22：00-5：00)

起步价1-3公里：9元
4-6公里：2 . 16元/公里×3公里=6 . 48元
6公里后：3 .24元/公里×39公里=126 .36元
附加费：1 . 6元
合计约143 . 4元

航站楼内
部随处可见新
机场启用的标
语。 本报记
者 张琪 摄

20日，记
者驾车到达机
场高速出口，
目前机场高速
已 经 开 通 运
行。 本报记
者 张琪 摄

烟台蓬莱
国际机场的标
识牌上标有中、
英、日、韩四种
语言。 本报记
者 张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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