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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王春苗 曾凡容

这两天，从北京来三亚
过年的赵先生有点发愁。“黄
金周都结束这么多天了，票
价咋还这么贵呢？”赵先生
说，自打决定今年来三亚过
春节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在
各种机票销售应用程序上
“刷刷屏”。

今年春节，进出海南的
机票成为岛上居民、游客聊
天的“热门话题”。记者从南
方航空海南分公司了解到，
虽然黄金周已经结束，但受
海南清爽怡人的气候和国际
旅游岛效应影响，2月4日至
12日，海南出岛航班仍异常
火爆。从三亚飞往广州、深
圳、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
航班，客座率已超过99%。
13日左右，学生返校和游客
返乡重叠，大部分航班都仅
有全价票销售。

不仅是在春节，2016年
全年，美兰、凤凰两大机场分
别以 1880万人次、1737万
人次的旅客吞吐量创下各自
新高。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正式恢复通航的博鳌机场
在短短30多天里也刷新了
全国中小型机场航班保障的
新纪录。

那么，海南三大机场旅
客吞吐量增长可观，背后的
原因是什么？海南打造国际
旅游岛在航空运输方面又有
怎样的建设规划和政策扶
持？瓶颈和机遇又在哪里？
本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这个春节，海南的机场到底有
多繁忙？

以海口美兰机场为例，去年春
节，这里的旅客吞吐量7天里的峰
值是8万余人，而今年，这个“高
峰”成为“常态”。

今年，美兰机场迎来史上最繁
忙的春节黄金周：共计执飞航班
3645架次、运送旅客56.6万人次，
同比分别增长4.32%、6.78%。2
月2日的旅客吞吐量更是突破机
场通航以来单日历史峰值，运送旅
客逾8.8万人次。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共完成航

班起降 2507 架次，旅客吞吐量
47.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6%、
7.4%。2月1日旅客吞吐量达7.2
万人次，创凤凰机场春节保障期间
日旅客吞吐量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于2016年12
月29日正式恢复通航的博鳌机场
在短短30多天里，顺利保障航班
超过800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
10万人次，刷新了全国中小型机
场航班保障的新纪录，也为海南火
爆的春节空运市场再添一把“火”。

一个个“新高”带来的是航空
公司、机场、民航海南空管分局等

多家单位工作量的成倍增长。然
而，对于不少工作人员来说，春节
期间的工作压力并不“意外”，因为
在2016全年，他们都在面对着庞
大客流量带来的繁忙与挑战。

在地面上，去年，海口美兰机
场与三亚凤凰机场不断完善软硬
件建设，从扩大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到增加引导人员，每个机场、每天
都需要时刻保证数百架飞机的安
全起降，数万旅客的有序进出。

在空中，这样的保障更为紧
张。机场客流的增加说明航空公
司飞行班次在增多，而班次的增多

就意味着同一条跑道上、同一条航
路上飞机的密度也在增多。可就
在几年前，全海南岛进出三亚的空
中航路只有一条且必经海口，意味
着所有进出三亚的航班都只能在
这一条“路”上飞。2014年，海南
地区各级政府、军民航管制单位携
手对航路结构施行重大调整，新开
3条航线，这就让飞往三亚的航班
可以不再经过海口，以此释放更多
容量，也大大提升了南北两大机场
的准点率。2016年12月，美兰机
场实现了进离场航路分离，进一步
扩大小时容量。

为何近几年游客数量有了如
此迅猛的增长？

“不同于很多内陆省市，海南
的空运随旅游季节有着明显的淡
旺季之分，这就导致很多航空公
司并不会在全年都在这投入相同
的运力。”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例如，前几年，
每年一到6月、7月，航空公司就
会将其飞往海南的航班削减一半
甚至更多，原因就是夏季来这里
的旅客锐减。

为了让航空公司不削减班
次，省旅游委、海口市和三亚市旅
游委等单位联合海航机场集团主
动寻找对策。政企携手“走出去”，
不断挖掘海南更为多元的旅游资
源，将海南的美丽“变着法”地推出
去，例如近两年，海口市政府牵头，
通过资源整合，全力打造琼北8市
县旅游项目等。

说到“主动出击”，还有一样不
得不提的，就是这些年来我省大力
推进的民航客运航线补贴政策。
2006年，海口市旅游委率先在全
国开始了这项工作，制定了《海口
市鼓励航空客运市场开发的暂行
办法》并针对市场变化每两年进行
一次修订。这套政策以资金补贴
方式鼓励航空公司运力投入，同
时，对于国际航线，凡有外籍人士
搭乘航班入港，航空公司也可获得
相应补贴。据悉，2017年海口市
政府将拿出2.7亿元对去年在国
际、国内航空客运市场开发中符合
补贴政策的航空公司给予奖励。

在如此“给力”的政策支持下，
航空公司不仅没有减少淡季航班
班次，还常常在原来的旺季基础上
加密班次，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
凰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也随之有了
大幅增长，琼岛旅游淡季不淡、旺

季更旺。
“海口市政府通过十年来持续

稳定的航空补贴政策，对国内航空
客运市场的撬动所产生的效果已经
达到了预想目标，美兰机场的旅客
吞吐量也翻了一番。下一步，将重
点考虑对国际航空客运市场的开
发”海口市民航办主任曾昌斌说。

近两年，海口、三亚机场开通
新航线的速度与数量更是不断加
快。2016年在美兰机场运营的航
空公司达到43家，共开通国内航
线216条、同比增加18条，执行国
际地区航线 25 条、同比新增 13
条；通航城市122个，新增安顺、北
戴河、大理、罗马、金边、暹粒、琅勃
拉邦、岘港等国内外新航点。

在凤凰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
达 42 家，其中国内航空公司 28
家、国际及地区航空公司14家，成
立了4家基地公司；开通航线148

条，其中国内航线130条，地区航
线2条，国际航线16条；通航城市
85个，其中国内城市67个，地区城
市2个，国外城市16个。

去年12月29日9时30分，桂
林航空GT1088航班从桂林两江
机场飞抵琼海博鳌机场，成为博鳌
机场复航后迎来的首个航班，标志
着该机场在二期扩建后重新投入
运行。自2016年1月6日起，海南
航空、桂林航空、东方航空、山东航
空、中国联合航空等多家航空开通
博鳌至珠海、揭阳、厦门、宁波、扬
州等26条国内主要城市航线。

“以前是我们主动找航空公司
不要减航班，现在经常是他们找我
们要加航班。”海口市旅游委调研
员文德林介绍，接下来海口市将对
航线补贴进行结构调整，加强国际
航线与旅游市场开发，让远方的客
人不再只是把海口当成中转站。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支点的打造
逐步推进与深入，海南航空客运市
场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强，这也为海
南民航保障能力带来不小的考验
和压力。

在采访中，民航海南空管分局
以及海口市旅游委的相关负责人
都向记者表示，目前，海南的航路
航线结构都已经饱和，到达天花
板。航路的开辟需要省市政府、
军民航等多方的沟通与协作。

此外，目前我省民航相关专业
人才的数量也难以支撑该体系的
快速壮大。“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
从毕业到能够独立工作至少需要
两年的时间，现在我们还要支援博
鳌机场的空管保障工作，人手严重

紧缺。”民航海南空管分局管制运
行部主任李林德介绍，美兰机场的
第二条跑道已经开始建设，这意味
着不远的将来，机场的起降班次将
成倍增加，空管保障在人员方面面
临着不小的压力。

进出岛“高峰”变“常态”
海南春节空运市场火爆，吞吐量增长可观

挖掘旅游资源 推进航线补贴
政企携手主动营销，让琼岛旅游淡季不淡、旺季更旺，吸引航空公司加航班

航空客运市场需求越来越强，为海南民航保障能力带来考验和压力

航路航线结构饱和 民航专业人才紧缺

2016年，美兰、凤凰机场旅客吞吐量创新高，博鳌机场刷新全国中小型机场航班保障纪录
航空旅客不断增长，海南该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

云端拓天路 琼岛更通达

2月9日下午，俄罗斯首开海口包机定期航班
服务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省旅游
委国际与港澳台市场推广处副处长符峰华表示，
签约标志着海口在发展入境旅游，打造俄罗斯游
客接待基地上迈出了坚实一步。同时可以打破以
往俄罗斯游客只去琼南地区旅游的局面，促进我
省入境旅游的均衡性发展。

航空公司、机场、政府、后方保障……要想海
南上方的这片蓝天变得更“大”，每一环节的工作
都不可缺少，全链条环环相扣，处处联动，才能进
一步推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以及“一带一路”战
略支点的打造。

为了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战略支点作用，
我省规划了“南北东西，两干两支”的机场格局。
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凤凰国际机场三期改扩
建和三亚新机场等项目正在紧张推进中。美兰机
场将致力于打造依托内地、面向东南亚的区域性
枢纽机场，力争2017客流量突破2000万大关迈入
国内大型繁忙机场行列。

博鳌机场国际口岸开放申请工作也正在进行
中。预计在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之前，博鳌
机场将由国内支线机场升格成为国际机场，届时
可满足论坛年会外国政要大型专机保障要求，实
现国家“一地办会”目标。

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刘永泽表示，
2017年，南航将不断优化运力结构、航线网络布
局，提高运力资源和航线资源在海南航空市场的
有效供给，并适时开通更多国际直飞航线，助力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目前，海口市民航办已经针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以及东盟国家的航线制订了新的补贴
政策。文德林介绍，接下来，海口将尽量让境外游
客增加在琼北地区的停留时间。2017年是中国—
澳洲旅游年，海口还将借此东风，打好“季节反差”
牌，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同时以客流带动物流，当
人们在海南购买澳洲奶粉时，要让海南的椰子粉
也能销往澳洲。

如果说航空公司、机场还有政府的旅游推广是
在台前奋力“叫好”，那么空管局就是在幕后给予强
大支撑。2016年6月，多部门联手启动在海南地区
的中南地区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试点工作。

“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将对海南整个空域进行
更加精细化的管理，释放更多空间，提升容量的同
时还将提升准点率。”民航海南空管分局副局长兰
建琼介绍：“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空管局还将投入5
亿元进行雷达、监视等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保障航
班飞行安全、准点。”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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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完成航班起降2507架次，同比增长3.6%
旅客吞吐量47.2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2月1日旅客吞吐量达 7.2万人次

创凤凰机场春节保障期间日旅客吞吐量新高

今年春节
黄金周

共计执飞航班3645架次，同比增长4.32%
运送旅客56.6万人次，同比增长6.78%

2月2日旅客吞吐量突破机场通航以来单日历史峰值

运送旅客逾8.8万人次

博鳌机场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自2016年12月29日正式恢复通航以来
顺利保障航班超过800架次
旅客吞吐量突破 10万人次

刷新了全国中小型机场航班保障的新纪录

全链条齐动拓宽“天路”
推动海南“一带一路”战略支点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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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客机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起飞。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肖海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