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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大英山机场产权属中国人民解
放军南海舰队航空兵。1956年民航海口航站成立
时，大英山机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接管，
三亚机场由驻三亚海军部队接管。1961年4月民
航三亚航站成立，于1963年停航撤站。1969年海
口航站接受民航广州管理局和广州军区空军的双
重领导。

起步阶段的海南航空业务发展十分艰难。50
年代作为海南民航的“重新起步”期，步履维艰。
1956年1月24日，民航海口航站成立，干部职工仅
13人，分为行政、调度、商务、机务、通信、场务等6
个组，负责大英山机场的地面服务保障工作。民航
三亚航站建站，干部职工仅5人，隶属民航海口航
站领导。

历经60年代及70年代的“缓慢发展”期，海南
民航更是遭遇了极大困境。直到70年代后期至80
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涌来，海南民航
也迎来了“重大变革”期。80年代末至上世纪末
期，海南民航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步入了

“高速发展”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十余年
来，海南民用航空业更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

这其中，在海南民航站成立初期至70年代末
的几个特殊时期，根据民航规定，空中交通管制只
能在机场半径50公里的空域内完成，保障设备十
分简陋，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种种内外因素，都极
大制约了海南民航业的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浪潮，
中国民航发展的号角全面吹响，民航改革也踏上了
新的征程。机场和航空公司纷纷加快改革步伐，不
断提高自身竞争力，积极参与经济建设。

1980年民航脱离军队建制，走企业化经营管
理道路，1984年5月三亚航站重新建立。1988年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引发十万人才下海南，南海
大地上的航空热潮也随之兴起，这个自古偏僻的海
岛备受世人瞩目。面对海南岛地理上的天然制约，
海南省委、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高度重视海南机

场的建设和发展。三亚市政府与北方航空公司合
作组建航空公司。

1990年6月三亚航务管理站成立，1992年“民
航海南省管理局”成立，海南的民航从业人数从建
站初的13人，增长到1043人，并拥有调度（管制指
挥）、气象和通信组成的航务部门，还有飞行、机务、
运输等多部门。在这期间，相继成立了南航海南分
公司、海南航空公司，大型客机相继引进。在民航
海南空管的不懈努力下，加强军民航协调合作，加
强空管设备投入，寻找有效机制，破解棘手难题，建
立起安全、高效的空中交通管理体系，为1994年7
月1日三亚凤凰机场通航，1999年5月1日海口美
兰机场通航创造了条件，也为海南航空经济腾飞提
供了有力保障。

1997年12月，民航海南省管理局实施“局场
分离、政企分开”改革，人员一分为二，其中202名
调度、气象和通信人员留在了原民航省局和今“海
南空管分局”，822名运输保障等部门人员划给海
口大英山机场，此前，三亚航站部分人员划归凤凰
机场。至此，民用航空构成了空中交通管制、机场
公司、航空公司三个互不隶属，但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相互发展的三大体系。在这期间，海口大英山
机场的保障架次和旅客与货物吞吐量位居全国前
十名。

空管保障离不开技术保障设施设备的建设和
投入。1999年至2003年间，海南空管甚高频地空
通信设备、仪表着陆系统、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设
备、语音交换系统自动转报系统等一批较为先进的
设施设备相继投入使用，确保了空管保障的平稳运
行和发展壮大。而三亚区管中心更是率先使用区
域导航技术，率先实施缩小的垂直间隔标准，率先
使用策略横向偏移程序技术，率先使用大范围天气
绕飞程序，率先使用定向甚高频设备，率先成为使
用10KM雷达管制间隔的区域管制单位，率先采用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技术……敢为人先让海南空
管人成为中国民航空管技术推进过程中的先行者，

也成为了中国民航空管先进技术与世界同步的窗
口。

而中国民航史上关于海南那浓墨重彩的一笔，
将会记下这个特别的重要时刻：2001年11月2日
凌晨3时30分！这一刻，经过几代人25年28轮次
的艰苦谈判，南海北部地区天空28万平方公里的
空域管理权终于回归，由民航三亚航务管理站接
管，其内设机构三亚区管中心负责运行管理，这是
全国空管一盘棋中的重要构成，在我国区域管制中
作用巨大。海南空管人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为这
片空域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重担，中国管制员
的声音第一次通过无线电波响彻在南海上，彰显出
骄傲的中国力量。

2004年，三亚区域管制中心搬迁到海口后，归
属民航海南空管分局管理。2006年6月8日，三亚
飞行情报区正式建立，维护了我国在南海地区的航
空权益和国家战略利益，提升了我国在航空领域的
国际影响力。

2014 年，海南地区空域优化方案开始试运
行。海南航路航线30多年来第一次实现调整，航
路优化后，打破了长期以来进出海南岛仅有一条航
路的局面，按照“打开两厢，缓解中央”的规划，在海
南岛西侧及东南方向新辟并对外开放3条航线，将
进出海南岛的航班实施分流，有效提升海南地区的
空域容量，缓解了单一航路造成的拥堵，为海南民
航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5年，由民航空管系统整体部署，海南空管
负责具体实施的南海流量管理建设，也取得了明显
成效。南海地区流量管理信息共享平台规划建设、
空域程序研究、流量管理学习材料编写等各项工作
按照计划逐步向前推进。设置专职流量管理席位，
并在2015年春运开始实施海口、三亚、湛江三地出
港航班统一放行，有效向前推进湛桂琼地区流量管
理一体化建设工作。

截至2016年，海口、三亚两地均已实现航班在
机场起降阶段的塔台管制指挥及进离港阶段的进

近管制指挥的物理分离运行模式，客观上减轻了同
一时间段内、同一管制区域内空中交通流压力，进
一步提高了安全裕度，也为两地机场今后的增容增
效奠定了基础。2016年5月，海口美兰机场成为
中南地区首家机坪塔台正式运行单位，海口美兰机
场开始进入空管塔台、机坪塔台同时运行的“双塔
联合”模式，开启了地面运行保障的新时代。2016
年上半年，在海南空管人的主动担当、持续努力下，
三亚、海口的机场放行率大大提高，海口美兰机场
放行正常率从长年处于全国时刻协调后几位，一举
跃升至中南地区第二位，7月份放行正常率更是达
到了82.2%，排名中南地区第一。

2016年3月，在海南空管的协助下，海南博鳌
机场在第16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之前顺利投
入使用。1年时间就顺利通航，创造了中国民航乃
至世界民航界的奇迹。

忆往昔，望今日，海南民航的发展令人惊叹。这
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1994年7月1日，三亚凤凰
机场通航当年，飞机起降只有1400架次，客流量25
万人次。至2011年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而2015
年更是快马加鞭，客流量超1600万人次。1999年5
月1日，海口美兰机场通航，次年飞机起降56000多
架次，旅客吞吐量达到436万余人次。2011年突破
了1000万人次大关，2015年突破1600万人次，创下
历史新高。2001年至今连续16年成功保障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重大飞行任务；2008年5月4日，成功保
障北京奥运火炬专机自境外飞抵三亚，让奥运圣火
首次登陆海南并向国内传递；2013年成功保障“使命
行动C”全天候多兵种联合作战演习活动；2014年3
月11日，成功保障中国空军紧急出动2架军用飞机，
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起飞，赴马航失联海域执行搜
救任务；2016年1月，成功保障南海永暑礁机场和美
济礁机场的民航飞行……事关海南的每一个重大历
史时刻，每一次重要历史事件，分量十足的“成功保
障”四个字背后，都有海口、三亚两地空管人有力的
精心保障与默默付出！

◎1956年2月1日
产权属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海舰队航空兵的海口
大英山机场通航。

◎1961年4月
民航三亚航站建站，隶
属民航海口航站领导。

◎1969年
海口航站接受民航广州
管理局和广州军区空军
的双重领导。

◎1980年
民航脱离军队建制，走
企业化经营管理道路。

◎1984年5月
三亚航站重新建立。

◎1992年
“民航海南省管理局”成
立。

◎1994年7月1日
三亚凤凰机场通航。

◎1997年12月
海南民航实施“局场分
离、政企分开”改革，人
员一分为三，到空管、机
场和航空公司三个不同
所属。

◎1999年5月1日
海口美兰机场通航。

◎2001年11月2日凌
晨3时30分
南海北部地区天空28
万平方公里的空域管
理权终于回归，海南空
管三亚区管中心应运
而生。

◎2006年6月8日
三亚飞行情报区正式建
立。

◎2014年
海南地区空域优化方案
开始试运行。

◎2016年3月
在海南空管的协助下，
海南博鳌机场在第 16
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
幕之前顺利投入使用。

◎2016年5月
海口美兰机场成为中南
地区首家机坪塔台正式
运行单位，海口美兰机
场开始进入空管塔台、
机坪塔台同时运行的
“双塔联合”模式，开启
了地面运行保障的新时
代。

◎2016年上半年
在海南空管人的主动担
当、持续努力下，海口美
兰机场放行正常率从
长年处于全国时刻协
调后几位，一举跃升至
中南地区第二位。7月
份放行正常率更是达
到了82.2%，排名中南
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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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蛮荒飞鸟瘦，
跨过海峡有时年。
八千里路云和月，
惊涛骇浪让人愁。
海南岛，地处中国南海边

陲，自古交通闭塞，孤悬海外。
北宋时期，被贬于此的大文豪苏
东坡面海叹息：“自徐闻渡海适
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
一发耳。艤舟将济，眩栗丧魄。”
他甚至心生担忧：“吾始知海南，
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
‘何时得出此岛耶？’”“何时得
出此岛耶”这千古一问，同样道
出千百年来无数海南人民心之
所忧。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百年
前，人类实现了飞天梦想，70多
年前，一架美制信赖式上单翼4
座小型客机，成功飞越琼州海
峡，降落海口大英山机场，架起
了海南岛沟通外界的第一条空
中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6年
2月设立海口民航站，拉开海南
民用航空发展的序幕。历经60
年艰难前行，今日的海南已成为
中国航空运输业较为发达的省
份，南北两大机场——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的
航空旅客吞吐量，于2011年相
继突破千万大关，进入了大航空
俱乐部，东部博鳌机场于2016
年3月顺利通航，西部儋州机场
也将于“十三五”期间开工建
设。“东南西北、两横两纵”机场
布局初具雏形。

民航发展，空管先行。自飞
机上天开始，空中交通管制便应
运而生。作为琼岛蓝天一条条
空中坦途的守护者——海南空
管人，60年来扎根琼岛，默默耕
耘，以开拓者超凡的智慧和勇
气，锐意进取，用汗水谱写下民
航发展，服务地方的瑰丽篇章。
正是民航海南空管人甲子岁月
的辛勤躬耕，让苏东坡式的海南
岛千年担忧，得到了越来越有力
度的回答。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
局之年，海南民航迎来通航60
周年。时值一甲子之际，我们回
顾过往，一路风雨兼程，理清诸
多变迁，是为了给海南的振翅腾
飞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躬耕天涯六十载 南国蓝天辟坦途
——民航海南空管60年发展历程记

2016年是海南民航通航60周年，也是海南空管
三亚区域管制中心运行15周年，也是三亚情报区成立
10周年，又恰逢“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民航局空管
局明确提出将以安全为基础、以发展为要务、以服务为
使命、以放权为手段、以统筹为重点、以改革为动力、以
班子为核心、以队伍为根本等“八项工作思路”为统领，
始终坚持运行安全、廉政安全、真情服务“三个底线”，
统筹推进持续安全、创优服务、协调发展、人才兴业、开
放合作“五大战略任务”。中南空管局总结“十二五”规
划四点宝贵经验，就如何谋求长远发展，迎接新机遇、
新挑战，为海南空管持续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海南空管分局和三亚空管站坚持“安全
运行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
针，扎实开展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践行“忠诚、奉献、
卓越、创新”的空管精神，曾多次被中南空管局评为

“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海南空管分局三亚
区域管制中心管制室、技术保障部区管设备室先后
被授予全国级青年文明号称号；三亚空管站塔台管
制室荣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并作为民
航行业集体的代表成功入围第20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16家候选集体之列，成为历史上全国民航系统
青年集体首次入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候选集体。

同时，海南空管涌现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全国民航优秀共产党员、空管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等一批优秀代表。

2016年，海南空管分局和三亚空管站紧密结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本着以学习促安全，学习
教育与安全生产两不误的原则，分批次组织全体党
员进行了党性专题教育培训。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
加深了对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
理解，坚定了政治立场，党员身份意识进一步增强。

随着海南民航事业的飞速发展，持续快速增长
的航班量与相对紧张的空域资源矛盾、运行环境间
的矛盾日益凸显，成为海南民航事业前进的一大瓶
颈。但据专家测算，空港客运量每增加100万人，将
拉动地方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增加就业岗位1万
人。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继续为海南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将成为海南空管当下及未来的重点工作。

“十三五”期间，海南空管将进一步加大对设备设
施的投入，新建旧州雷达站、博鳌雷达站等导航台站，
对现有机场盲降设施、气象观测系统进行更新换代，不
断提高设备保障能力，为空管保障提供坚强设备支持。

“十三五”期间，海口、三亚两地空管将持续推动
海南地区航路航线优化工作，稳步推进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线的双向分
离，积极配合完善相关航线规划设计，从根本上缓解
空域紧张和航路航线拥挤问题。

“十三五”期间，海南空管将按照上级统一部署，逐
步展开接管湛江、南宁高空各项准备工作，进一步拓展
空中版图。湛桂琼地区高空一体化，在不远的将来会
进一步加速空中交通流的顺畅通行。

“十三五”期间，三亚终端管制中心正积极推进。
它是海南地区航空具有战略意义的空管项目。它的建
成，将有效缓解海南南部地区军民航飞行流量增长和
空域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提高空管系统综合保障能

力，服务海南地区航空运输发展。
“十三五”期间，中国内地第一个海上机场——“三

亚新机场”工程已经上马。计划投资上千亿填海28平
方公里，设计年吞吐量6000万人次，计划2020年12
月31日实行试运行。项目建成将为面向东盟乃至亚
太、非洲等地区的区域性国际枢纽航空港和自由贸易
及合作发展平台。与此同时，三沙永兴机场开航在即，
为满足三亚、三沙两新机场的保障需求，海南空管将迎
来新一轮大建设大发展，保障能力将得到全面提升。

“十三五”期间，海南空管将继续推进南海流量
管理建设，助力推进我国区域联动的国际流量管理
战略布局，开创中国空管逐步引领国际流量发展的
全新格局。南海流量管理建设的稳步推进，不仅将
有序推动南海空中交通的加速运行，畅通东亚往来
东南亚的空中通道，并将有力加强我国在南海空域
的话语权。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
伟大构想，为民航提供了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建
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是“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宏伟架构之下，建设
畅通的空中通道是必然要求，更是重要契机。

南海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意义，及其自
身特殊地理位置所赋予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海南空管
所辖的三亚飞行情报区，北临湛江，东接香港，西邻越南，
南毗菲律宾，万里苍穹之下就是广阔的南海，正处于国
内往来东南亚、东亚往来东南亚的空中枢纽位置，也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地理位置优势无可替代。

机遇与挑战相随相生。在机遇面前，保障压力
的巨大挑战也将前所未有，但海南空管人将明确安
全理念，努力建设一支具有专业性、自律性、正能量
的安全保障队伍；进一步改善海南地区空管安全保
障环境，提升综合保障水平；从制度配套、机制保障、
人员配置等方面持续推进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以抓
QSMS运行、创新责任体系建设、风险管控成效、强
制安全措施落实为着力点，全面提升安全管理质量
的成效。不断夯实安全基础，巩固良好的安全形势，
为积极服务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浇筑坚实的基础。

任重而道远，海南空管人将继续在民航上级和
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乘风
起航，进一步推进空域优化融合，全力推进南海流量
管理建设，成为空管系统乃至民航行业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前沿阵地，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
生力军。充分挖掘利用地理位置优势，以海南岛为
中心，建设辐射南海，构筑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空枢
纽，是海南空管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回首海南民航的过去，岁月峥嵘，使人欣喜和自
豪。展望海南民航的未来，任重道远，令人鼓舞和振
奋。六十春秋的不舍耕耘，换来了今天的腾飞，空管
人扎根海南，直面南海，默默奉献，书写了一部气势
磅礴的长篇巨著；而站在新的起跑线，海南空管人将
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迈
出更坚毅的步伐。

躬耕天涯六十载，南国蓝天辟坦途。
谁持彩练当空舞，海南空管铸辉煌。

（撰文/黄泽云 王春苗）

琼岛民航深耕六十载，海南空管人见证了中国
民航发展的辉煌历程。

60年间，经历了军民航分家和体制改革的民航
不断壮大。海南空管从起初只是归属于民航海口
航站，只有1名调度员的小小指挥调度室，发展为如
今北有海南空管分局，南有三亚空管站两家兄弟管
制单位，同属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
局。将海南空域结构分为区域管制区、进近管制区
和塔台管制区等几个层次。7200（不含）米以上的
高空区域管制和北纬19°15以北的7200米（含）以
下中低空管制由海南空管分局负责，三亚空管站负
责北纬19°15以南7200米（含）以下的中低空管制
空域，同时承担南海洋区的通讯技术设备设施的保

障。目前，海南空管已拥有包括500余名空中交通
管制、技术保障、气象等专业技术人员在内，共计
600余名干部职工的空中交通管制专业队伍。

60年前的海口航站开通之初只有一条航线，
年运输旅客1000余人。如今的海南空管日保障架
次就超过2000架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年运输旅客均已超过千万人次。

60年前的海口航站负责海口大英山机场半径
50公里范围内的空中交通管制，如今的海南空管
肩负着为起降海南岛内机场，及飞越南海北部上空
28万平方公里空域的民用航班提供空中交通管制
服务的重任。

60年前海南空管人没有专用指挥塔台，调度员

一度只能凭借楼房窗台或到室外观察飞机动态来实
施飞行管制。如今无论是在高高耸立的机场塔台，
或是在明亮的进近管制室、宽阔的区域管制大厅，管
制员通过方寸雷达显示屏，飞行动态便了然于胸，手
中话筒轻轻一按，万米空地间便紧紧相连。

60年来，无论从单位规模、管制条件、保障空
域或是保障架次，海南空管的发展可谓是覆地翻
天。这沧桑巨变里，尽是几代海南空管人的梦想和
努力，汗水与耕耘。

60年来，海南空管人不惧困难险阻，一路走
来，风雨兼程，确保了起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进出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和飞越南海北部空域航班的安
全飞行，目前日均保障架次超过2000架次，累计为

70多个国家（地区）的100多家航空公司提供了安
全、顺畅、优质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60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连续60年
无重大差错和事故，近十年来保障航班数量每年以
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累累硕果，是薪火延续的海南空
管人一甲子兢兢业业的工作见证，更是海南空管人
强烈的责任心、进取心、事业心、专注心的集中体现。

回顾过往，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60年，几经波
折，几度浮沉。这也是一部充满诗意的60年，椰风
作伴，海风相随。60年演绎了一部航空传奇，成就
了世所瞩目的辉煌。民航人扎根琼岛，以开拓者
超凡的智慧和勇气，艰苦创业，奋力开拓，锐意进
取，历经沧桑，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赞歌。

风雨兼程六十载 春华秋实一甲子

岁月如梭沧桑间 星转轮回看巨变

南国蓝天酬壮志 天涯海角畅翱翔

上世纪80年代的三亚机场候机楼。 （资料图）

上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三亚凤凰机场。（资料图）

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海口大英山机场候机楼。（资料图）

上世纪90年代的海口大英山机场航站楼全景。（资料图）

上世纪70-80年代的海口大英山机场候机楼。（资料图）

1996年8月1日，三亚至香港航班正式开通。（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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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海南空管分局技术保障人员冒着风雨巡视设备。

民航海南空管分局。赵小华 摄

位于天涯海角的马岭山雷达站。 林清 摄

三亚凤凰机场指挥塔台。 刘世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