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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全球 对标一流自贸观察

海南低空净

空率高、空中能

见度远，年可飞

行日、可供空中

游览观光的时间

居全国之首，优

越的气候条件和

碧海绿岛金沙滩

等优质自然资源

是海南开展低空

旅游的最突出优

势。经过几年的

发展，海南低空

旅游线路、飞行

架次、飞行小时

等指标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空中

观光、娱乐飞行

的体验值大大增

强，已形成旅游

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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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通航发达国家
的低空旅游发展相当成
熟，低空旅游产业随着世
界旅游事业的发展呈现出
了持续高速发展的态势。综
合分析，其主要成功经验如下：

（一）产品与景区高度匹配

根据每个景区或城市的区位、
经济状况、地形地貌、风景形态、文
化传统等特点，合理选取水上飞机、
运动飞机、滑翔机、热气球等开发低
空旅游业务。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科
罗拉多大峡谷、澳大利亚东岸的大
堡礁等地比较成功的低空旅游项目
为例，游客主要是通过直升机完成
风光游览。

（二）航线与项目科学设计

低空旅游早已成为一项发展成
熟的旅游项目，它的范畴不仅仅局
限于小型飞机或直升机，包括热气
球、滑翔伞、旋翼机、水上飞机等在
内的各类低空飞行器都得到了广泛
运用。目前，投用的航空飞机及其
航务保障、维修、工资等项费用较
大，市场准入门槛要求很高。在国
际市场上，可用于旅游用途的民用
直升机售价为1500万元至2000万
元，加上建设地面起降场、购买航材
备件、航油保障等费用，新组建直升
机旅游公司需要耗资数千万元以
上。因此，规划与设计低空旅游项
目时，都进行了全面的运营成本分
析和客源预测，注重地面产品和空
中产品的搭配、长时间游览和短时
间体验产品的搭配、静态和动态的
结合，依据实地情况从不同维度去
合理规划设计产品与开辟观光航线
及旅游项目。

（三）培育通用航空文化

在通用航空发展成熟的国外，营
造航空文化氛围都是从游玩乐趣开
始的，低空旅游真正的意义在
于培育通用航空市场。目
前，随着低空旅游的发展已
经催生出一批航空小镇或
航空社区。以美国为例，很
多人在少年时期就经历模
拟飞行体验、参观航空会展
与航空博物馆，从小接受航
空文化的熏陶，飞行已成为
其生活的休闲方式，也就推
动了通用航空文化活动的
繁荣发展，从而衍生出航
空运动、飞行大会、航空展
览、飞行培训、航空小镇等
航空经济市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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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百米的高空看风景自是别有风情，这也为旅
游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发展低空旅游产业，是海
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内容。美国等发达国
家的低空旅游产业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借鉴其成
功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进一步推进、培育和发展海南
低空旅游产业，丰富海南旅游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
的地品牌，逐步建成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为此，本
版今日摘编刊发一篇实地探访美国低空旅游产业
发展的考察报告，以资各方参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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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
健全的产业政策，建议海南通过出
台引导和支撑产业发展的政策，发
布低空旅游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市场准入制度与运营标准，进一步
完善通航机场、停靠设施、通航服
务设施，出台完善的低空旅游行业

法规、行业标准体系与产业扶持政
策，在低空飞行器购置、注册领域
进行政策改革，大幅降低通航运营
企业准入门槛与经营成本，并设立
低空旅游产业发展基金，在土地、
税收等方面适度优惠，支持低空旅
游的行业协会、学术机构与航空俱

乐部等社团组织发展，营造通用航
空产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
健全的法规体系与产业政策支持低
空旅游产业规范发展，创新低空旅
游产业政策，激活私人飞行消费市
场；进一步激活低空飞行的投资市
场和消费市场。

海南现有

低空旅游产品

3个

娱乐飞行体验
低空观光

低空旅游交通

美亚航空水上飞机旅游项目
亚龙航空直升机旅游项目

琼州海峡8分钟跨海飞行项目

低空旅游
即通用航空旅游，是指以观光游览、

愉悦身心为目的，利用民用航空器在低空
空域（国外一般指3000英尺以下的垂直范
围内，在我国原则上是指 1000米以下的垂
直范围内）开展的观光、休闲、娱乐等旅游活
动，是“通航+旅游”的有机融合形式之一，如观
光旅游、休闲度假、冒险体验、体育娱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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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南资源禀赋、经济发
展、低空旅游基础设施、景区分布、
市场规模等情况，做好低空旅游产
业规划工作，合理布局低空旅游项
目，完善通航基础设施和配套生产
性服务业建设，优化旅游产品体
系、相关配套服务和衍生品等，通
过将低空旅游与高端旅游、休闲度

假、野外探险等业务跨界融合实现
不同业务和低空飞行之间的融合
发展。

适时发展低空旅游飞行器制
造、低空旅游、配套酒店和娱乐设
施、通用航空维修服务、低空旅游
会展服务，逐渐形成低空旅游全产
业链。一是区域互动，统筹全省低

空旅游资源，在各市县合理布局低
空旅游产业链上的相关环节，因地
制宜开展低空旅游飞行器制造、维
修和保养等服务，在旅游资源丰富
的地区开展低空旅游和其他业务；
二是在不同市县，不同旅游景区之
间，打破行政管理壁垒，全省一盘
棋，实现旅游产品共建共享。

优化布局 | 实现产品共建共享B

在打造低空旅游产品时，注重国
际国内成功案例研究，同时结合海南
资源禀赋和热带旅游特点，开发一批
具有海南特色的低空旅游产品，打造
一批低空旅游品牌。开发高端化、个
性化的低空旅游主题产品，提升旅游
的附加值。一是将低空旅游和海南
建设特色小镇结合起来，打造若干具
有示范效应的低空旅游特色小镇。

二是在海口、三亚等重点城市，开发
城市型低空观光旅游产品，建设低空
旅游体验基地。三是在琼海、万宁等
海岸线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发海岛、
海岸线低空观光产品；四是在琼中、
保亭、五指山等中部市县，开发热带
雨林低空观光旅游产品；五是结合景
区特色和地理条件，合理选取水上飞
机、运动飞机、滑翔伞、热气球等开发

低空旅游产品；六是打造各具特色的
航空会展、飞行赛事、文化交流等主题
活动，扩大通用航空爱好者和消费者
群体，培育海南低空旅游项目品牌。

打造海南低空旅游品牌，创新营
销模式，吸引国内外的游客和通航爱
好者到海南旅游观光。增强产品的
多样性、服务的乐趣性，构建模块
化、可定制、差异化的产品体系。

打造品牌 | 开发海南特色产品C

创新政策 | 激活投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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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细化行业标准
加强行业自律

通用航空特别是低空旅游
的安全监管与运行效率、运营成
本、行业发展的平衡是世界各国
航空界共同关注的关键问题。

低空飞行器的飞行安全风
险较高，国外对各种业务类型的
低空旅游运营企业均有严格的
安全要求（包括航空器适航、年
度检查），针对低空旅游运行的
热气球、直升机等航空器驾驶员
也都有相应的资质能力要求与
安全背景核查。

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对
低空旅游项目监管、轻型运
动飞机（LSA）适航认证、
AR91部运行的空中旅游
项目、从业飞行员资质管
理等方面相对 EASA 和
CAAC都较为宽松，主要
强调行业和厂家自律。
美国行业主管部门与行
业协会非常注重低空旅
游的安全性和专业性，杜
绝重大安全隐患，通过细
化领域行业标准和加强
行业自律来规范。

低空旅游目的地的建设和营
销，同样要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监测
与评估进行调整优化提升。建议海
南引进专业咨询评估机构，利用旅
游客源、消费市场、游客偏好、消费
倾向、旅游人流等大数据进行监测，
分阶段对法规体系、行政审批与监

管、环境和居民影响、运营安全风
险、业态结构与市场、产业竞争力等
方面进行全面分析评估，服从市场
调节功能，聚集低空旅游政府监管
部门、项目投资企业、旅游机构和旅
游产业专业精英等召开峰会或论坛
进行研讨，不断创新改革产业政策、

优化产业规划、改善营商环境、产业
品牌化、提升服务质量、提高产业安
全系数，不断做强做精海南低空旅
游产业，做活做美海南旅游业。

（作者单位：洋浦经济开发区经
济发展局）

全面监测 | 及时调整优化提升D
⬇三亚亚龙通三亚亚龙通

航直升机满载游客航直升机满载游客
在草坪起飞在草坪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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