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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作为我省千万
级枢纽机场，近年来随着海南发展，机
场容量已趋于饱和，因此，美兰二期扩
建项目加快建设、抓紧投产对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和自贸港建设意义重大。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我省还将进一步放宽空域管制
与航路航权限制，优化航运路线，鼓励
增加运力投放，增开航线航班，同时随
着海南扩大开放第五、第七航权，以及
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的加快，可以预
计未来一段时期内海南进出港的航班
量将大幅增长。

美兰二期承担着海南民航扩容升

级的使命，预计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
到 2025 年，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35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40万吨
的标准，实现海南自贸港与全球的高
效连接，推动海南成为面向太平洋、印
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

同时，美兰二期投入使用后，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将形成南北双跑道的运
行格局，并实现航空、环岛高铁、城际
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
的便捷转换，建立起海南高效便捷的
交通换乘体系。

重点项目本身也是推动海南自贸
港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关键节点性工程，美兰二期投资体
量庞大，是海南自贸港百亿级重点项
目，对拉动海南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
用，扩容后的美兰机场还将服务海南临
空产业、总部经济等核心业态发展。

作为海南成长起来的五星级航空
枢纽，美兰机场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把握机遇、扛起使命，以超常规
的认识、超常规的举措、超常规的行动
和超常规的实效继续推进美兰二期建
设，力争今年底投入使用，在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扛起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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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打造航空区域门户枢纽

6 月 30 日，2020
年走过一半，又恰逢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公布一个
月，在这个重要时间节
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二期扩建项目主体工
程——T2航站楼按计
划顺利完工。

海南作为岛屿省
份，是相对独立的地理
单元，航空运输则是海
南联通世界最为高效的
交通方式，机场对于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省委省政府对美兰
二期建设高度重视，对
美兰机场管理体制进行
顶层设计，多次现场办
公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千方百计加快工程建
设进度，并将项目列入
海南自贸港建设关键
节点性工程予以重点
支持，为美兰二期主体
工程的如期完工奠定
了坚实基础。

“今天美兰二期主
体工程T2航站楼顺利
完工，标志着机场距离
正式投入使用又迈进了
一大步。”海航集团执行
董事长顾刚表示，作为
美兰二期项目建设方，
海航集团将坚决贯彻省
委省政府部署，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
史担当，服从自贸港建
设大局，高标准高质量
推进美兰二期项目，加
快完善“四型机场”建
设，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引入更多国际客货流
量，全面助力海南打造
区域航空枢纽。

历时1185天，美兰二期项目完成
了从蓝图到现实的蝶变，浩大工程竣工
的背后，是日夜鏖战、披荆斩棘的艰辛，
更是成千上万名参建者“一天当作三天
干”，以“我为自贸港建设作贡献”为激
励，超常规、高质量推进项目的热情。

临近6月30号，美兰二期扩建项
目的建设节奏越来越快。这段时间，早
上9点，室外温度就已高达35摄氏度，
500多名工人已在美兰二期T2航站楼
顶工作了4个多小时，同步进行屋面铝
板安装。

“这是最后的收尾工作，现在正值
海南天气最热的季节，烈日下屋顶气温
直逼五六十摄氏度，手机都会因温度过
高报警，我们从凌晨5点就已开工，尽
量避开最热的时候。”美兰二期扩建项
目航站区工程部土建工程师边震说。

到了当晚23点，T2航站楼内仍是
灯火通明，处处可见工人们热火朝天干
工的身影。据统计，当天活跃在现场的
参建者已超过5000人，创下了项目开
工以来的纪录。

“工程马上要收尾了，有很多细节、
琐碎的工程点都要认真核查完成。”美
兰二期扩建项目航站区工程部专业工
程师郭鹏戈拿着小本本，正对照100多

项工作任务进行核验，这是他每天的例
行任务。

不只是工人和技术人员，美兰二期
扩建指挥部全体管理人员也都不分昼
夜盯在现场，以美兰二期扩建指挥部常
务副总指挥王俊山为例，自今年3月13
日以来，他一天都没有休息，每天都扑
在建设现场，这样的工作状态早已是美
兰二期管理人员的常态。

事实上，从2016年 9月项目全面
开工以来，美兰二期建设就不断在按下

“快进键”，在省市各级政府支持下，美
兰二期扩建指挥部不断加大人力物力
投入，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

为确保工程质量，美兰二期汇集了
五湖四海的精兵强将，如参与T2航站
楼精装修的工人中就有一多半人曾参
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经验丰富。

2018年4月，中央宣布支持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不久，美兰二期项目
即被列入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关键
节点性工程，美兰二期项目的建设意义
更进一步凸显。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美兰二
期项目现场不断传来喜讯，2019年 5
月，飞行区工程基本完工；2019年8月，
T2航站楼进入密集精装修阶段；2020

年初，美兰二期交通枢纽东进场路地道
工程也实现了功能性通车——项目快
速推进的背后，是美兰人的默默奉献，
无论是春节还是国庆黄金周假期，美兰
二期项目现场都有数千名建设者在坚
守岗位。

特别是今年春节期间，指挥部提早
下发春节期间正常施工的通知，在全面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即使新冠肺炎
疫情最严重期间，项目现场仍有2000
多名建设者在不间断作业。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美兰二期项
目承担着当前海南民航扩容升级的重
要使命。”项目指挥部总指挥王贞说，正
是出于这方面考虑，项目整体从大年三
十开始每天都在施工，春节期间也按计
划实现了“停车楼冲出正负零”等多个
重要节点目标。

疫情肆虐，对全球航空业造成了严
重打击，为解决海航经营危机，今年2
月，省政府牵头成立了“海南省海航集
团联合工作组”，入驻海航处置风险。
工作组对美兰二期建设高度重视，海航
集团联席CEO任清华每周都要召开联
席会，现场办公解决项目困难。

在工作组的有力支持下，美兰二期
项目建设脱胎换骨，进入快速通道，不

断啃下硬骨头，以超常规的认识、超常
规的举措、超常规的行动、超常规的实
效，掀起“奋力大干100天，全力冲击
630”的建设热潮。

今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发布，就在同一
天，一架“奖状560”校验飞机平稳降落

在美兰二期跑道上，留下第一道飞机轮
胎印迹，开展飞行校验工作，项目从建
设阶段正式跨入“飞起来”阶段。

1个多月后，项目主体工程——T2
航站楼也按计划顺利完工，美兰人用实
际行动为自贸港建设添砖加瓦，铺下未
来海南联通世界的新航道。

项目不断按下“快进键”超常规推进冲刺主体完工目标

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美兰二期项
目从飞行区到航站楼的建设都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细节之处更彰显海航人的
敬业和服务意识。

据悉，美兰二期飞行区等级为4F，
是目前中国民航最高等级的飞行区，可
起降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民航客机空客
A380；近机位数量高达35个，旅客从
登机廊桥即可直接登机，将大幅提高便
捷性及舒适度。机场助航灯光更是采
用国际最为先进的三类盲降系统，飞行
员可完全依靠仪器就能实现飞机起降，
大大减少因天气原因导致的航班延误
或航班取消等情况。

30日完工的T2航站楼建筑造型
设计灵感则来自海南传统建筑中的热
带花园和典雅的屋顶，由业内知名企业
巴黎机场集团建筑设计公司设计。

海航集团执行董事长顾刚表示，美
兰二期以“智慧机场3.0”为建设目标，
围绕“平安机场、绿色机场、智慧机场、
人文机场”为核心，以新技术、新应用为
抓手，着力打造集内在品质和外在品位
于一体、充分体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

求的机场。
平安机场方面，T2航站楼在结构

和设备专业中合理采用国际或国内先
进技术，采用BIM技术，建筑、结构、机
电、装修一体化设计，特别是针对海口
的高地震区域特点，整体采用先进的隔
震技术，设置了隔震层，航站楼底部通
过909个橡胶支座支撑，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释放公共空间，据悉，这也是全国
最大的错层隔震建筑，可有效将地震强
烈度降低一度。

旅客在候机期间，可以前往T2航
站楼东西两端休息，这里分别设置了
2000平方米的花园庭院，美兰机场结
合海口的气候及植被条件，种植了大量
海南特色热带植物，凸显热带自然风
情，既可以节约空调能源，也充分体现
热带机场特色。

该项目配套工程部园林工程师张
敏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
是指挥部为数不多的女性工程师，她介
绍说，T2航站楼的设计尽量体现海南
元素，如屋面采光设计灵感就来源于海
南省省花三角梅构型，主屋面透光度为

50%，引入自然采光节能环保，目前已
获得三星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而在智慧机场方面，美兰二期充分
使用30个信息化系统，实现了全域业
务数字化；并打造智慧中枢，实现机场
复杂运行场景下的最优决策；同时着力
研究智能化的硬件设备投入和人脸识
别、视频分析、5G等新技术的应用，推
动机场的高速发展，以实际行动为“智
慧海南”建设贡献力量。

T2航站楼更充分体现了美兰机场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旅客步入航站楼，
会发现大楼的构型非常简洁，步行距离
短，同时因为采取人车分流设计，航站楼
和高铁站、预留的地铁站都能方便接驳。

特别是考虑到海南离岛免税政策，
航站楼还专门为旅客设置了充足商业
区；并应用人脸识别、自助行李托运等高
新科技，旅客可便捷高效通关，使得枯燥
的候机时间变成一次愉快的购物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T2航站楼还运用
“骑楼、黎锦、船屋”等海南文化元素，打
造了“海南特色的网红打卡点”，这也大
大提升了旅客辨识度及海南文化氛围

浸入式体验。
“90后”工程师马伟超一毕业就来

到项目部，见证了T2航站楼从图纸变
成现实，他感慨说，虽然经常加班，甚至
通宵修改图纸，但初入职场就能参与到

大型机场建设，将自己所学知识付诸实
际是一件十分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我
们相信海南明天会更好，美兰机场的明
天也会更精彩，我们将积极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奉献青春力量。”

“四型机场”惊艳亮相 海南元素完美融入细节中

超常规推进海口美兰机场二期项目

打造“四型机场”助力自贸港建设
海南航空乘务员在美兰二期

候机楼内进行形象展示。

美兰二期建设历程回顾

● 2016年9月6日，美兰二期项目举行T2航站楼开工典礼，全面开工建设。

● 2018年8月10日，T2航站楼混凝土结构封顶。

● 2018年9月29日，飞行区跑道合龙贯通。

● 2018年10月28日，T2航站楼钢结构封顶。

● 2019年6月30日，飞行区道面工程全部完工。

● 2020年2月10日，T2航站楼开始室内精装修。

● 2020年4月13日，环状交通路桥工程贯通成型。

● 2020年6月1日，项目迎来第一架飞机，开始校飞。

● 2020年6月30日，项目实现主体工程完工。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航站楼内部园林绿化。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航站楼内“花开美兰”穹顶。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航站楼内人脸
识别安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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