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本地
责编/黄梦秋 版式/邹翔 美编/田殷华

E-mailE-mail：：ywrb@gdzjdaily.com.cnywrb@gdzjdaily.com.cn
2019年10月20日 星期日A03

本报记者张永幸 路玉萍

访专家、看规划、盼未来，湛江机场迁建工程——

为我们带来“高大上”的国际机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效果图。

本报记者林宇云 何有凤 邓耀瑞 陈彦 闵志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粤东西北地区对
外通达能力和联系水平，是广东构建“一核一带
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
重要抓手之一。作为粤西地区唯一的航空运输
港，湛江机场趋于饱和的现状与粤西地区日益增
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不相匹配。建设一
个辐射整个粤西地区乃至北部湾城市的高水平
干线机场，不仅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更
是民心所向、民声所呼。10月 19日，备受关注的
湛江机场迁建项目传来开工喜讯，全市上下无不
欢欣鼓舞，倍感振奋。

【代表委员声音】

湛江再创发展新机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动工建设是湛江乃至粤西
人民翘首以盼的大事、喜事。”多年来，在全国两会、
省两会的会场上，粤西的代表、委员们一直高声呼
吁加快推进湛江机场迁建项目，终于盼来了动工的
喜讯。远在德国出差的林水栖，昨天通过湛江云媒
看到了湛江机场迁建工程动工的新闻后，激动不
已，连忙转发给微信群里的好友和同事们。

他说，迁建后的新机场定位为国内干线机场，
等级为4E，意味着可以起降宽体飞机、直航欧美。
也就是说，未来新机场将拉近湛江和国内许多城市
甚至世界其他城市的距离。湛江及受辐射的周边
地区群众，将极大提升远行的便利度。同时，新机
场也将吸引人才流、资金流、物流在湛江聚集，湛江
将再次成为投资热点、商业洼地。“总之，新机场将
给湛江创造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加速湛茂阳都市圈发展

市政协委员周培：湛江机场迁建工程将有利于
加强粤西片区联动，聚集利用粤西共同资源，提升地
区归属感，进而加速湛茂阳都市圈发展。这也将是粤
西联系东盟甚至国际的桥头堡，对于未来对外开放
将发挥重要作用和意义。

湛江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远离珠三角发达
地区，交通不便制约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物流、信息、
人才的流动。随着湛江机场迁建工程、广湛高铁建成
以后，湛江具备接受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珠三角外溢
发展的条件，可充分借助于珠三角的优势，在科技创
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方面实现平衡
发展和协调发展。

【学者观点】

互联互通更通畅 助力湛江高质量发展

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陈红文副教授：湛江机
场迁建工程开工建设对湛江来说是一个重大利好，将
为湛江大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俗话说，路通财通。高
效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不可少
的重要支撑。现在新机场开工，以及上个月底开工的
广湛高铁项目，再加上湛江港40万吨深水航道建设，
使我市海、陆、空三大交通方式齐头并进，高效快捷的
立体交通格局日趋完善，湛江在广东“一核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为湛江建设省
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奠
定坚实的硬件基础。新机场的开工建设，将进一步强
化湛江的区位优势，有利于湛江吸引外来投资，促进
产业与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同时，也为湛江对外开
放交流提供便捷的贸易通道，使湛江与世界的互联互
通更加通畅、高效，助力湛江高质量发展。

【部门担当】

高质量服务湛江机场迁建项目

市发改局负责人：湛江机场迁建工程的正式动
工，令人振奋。由筹备伊始至动工建设，历时9年，市

发改局一直行动在前，主动担当作为。自2010年湛江
机场迁建工程开展前期工作以来，市发改局按照省
市的要求，牵头机场迁建日常工作，有序推进湛江机
场迁建工程前期工作，配合项目业主完成项目可研
审批，为项目落地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局历任主要领导非常重视项目，亲自挂帅，选
派出精兵强将作为湛江机场迁建办的主要力量，与
相关单位一起筹备落实，多次跑北京、广州等地的国
家部委和省有关委厅推动项目前期工作。在开展项
目选址和预可研的初期阶段，由市发改局负责日常
工作的机场迁建办作为临时业主完成了各类报告文
件编制和各项相关工作，协调确定项目选址，推动预
可研获审批。

2016 年底省明确省机场集团为项目正式业主
后，市发改局牵头机场迁建办等部门全力配合，积极
对接国家部委和省相关部门，迅速配合完善相关文
件，助力可研报告的报批工作。同时，强化服务，全力
以赴做好机场迁建项目服务工作，及时解决跟踪落
实拆迁资金、跟踪落实高压线迁改资金、积极争取专
项债券资金支持项目建设、跟踪推动空铁一体化建
设和争取预留铁路下穿通道等相关问题，不断完善、
推动湛江机场迁建项目建设。

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支持推动机场建设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人：市自然资源局高度重视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紧扣高质量发展思路，统筹湛江
机场空间规划和管控，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支撑，
积极推动项目建设。为保障重大项目用地，我局成立
重大项目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将项目纳入绿色审批
通道项目，落实专班、专责、专人办理；强化空间规划
引领，高质量编制机场相关规划，科学指导湛江空港
经济区规划建设。

新机场从2012年起历经四次选址调整，我局从
配合选址到制订征迁补偿安置方案、概算征地拆迁
费用等工作全力予支持，提前介入全程跟踪，加快推
动落实项目用地预审，积极协调上级支持，最终通过
用地预审。

下一步，我局将加快项目的用地报批工作，主动
提前介入指导项目所在地的自然资源部门组织用地
报批材料，简化审查程序，采取并联审查制度，落实
专人办理跟踪。高效率高质量完成用地报批组卷审
查，逐级上报有审批权限的上级部门审批。

推动机场周边路网“无缝衔接”和快捷转换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湛江机场迁建工程作为
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工程，是湛江大机场
梦和大交通梦的重要依托，也是湛江加快振兴发展
的重大支撑。从湛江机场迁建工程启动选址研究开
始，市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并不遗余力推动湛江机
场与周边路网的紧密联系、无缝衔接和快捷转换。

一是提前谋划机场与周边路网衔接方案，组织
编制项目周边路网方案研究，不断优化机场周边路
网衔接方案。二是推动完善机场与高速公路衔接体
系，期间推动汕湛高速化湛段建成通车；推动汕湛高
速吴川支线开工建设并有望2020年建成通车；成功

争取部、省支持位于机场北侧的沈海高速茂湛段全
线按照八车道标准扩建并有望 2022 年完成扩建；
2019年9月，成功争取省交通运输厅支持规划建设湛
江市区通达湛江机场的湛江机场高速，目前正朝着
与湛江机场同步建成投入使用的目标加快推进。

三条高速在机场周边5公里范围内汇聚成网，一
条高速直接连接机场，将建成非常便捷高效的陆侧
集疏运体系。相信随着汕湛高速吴川支线、湛江机场
高速的建成通车和沈海高速茂湛段的扩建，湛江和
周边地区通往湛江机场的交通将更加便捷，湛江机
场的辐射能力和服务水平将更有保障。

【群众心声】

回家发展空运物流 为湛江经济贡献力量

吴川塘 镇矛园村拆迁户杨泽亮：新机场就建
在我们家门口，对于我们村、镇以及吴川、湛江都是
一件大喜事！我们村的村民都大力支持配合，现在得
知项目全面动工建设，大家都满心欢喜、热切期盼。
我们村不少村民到珠三角工作，新机场建成后，我们
从家里步行10分钟就能够到达机场，大家出行就更
加方便了。

近年来，这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给我们镇村带
来了看得见的巨大变化：镇上的基础设施增加了，交
通更便利了，环境卫生更整洁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
更加好了。相信新机场建成后，能够进一步带动湛江
经济腾飞。

当前，钢铁、石化、巴斯夫等重点项目相继落户
湛江，高铁入城、港口繁荣，湛江的经济社会欣欣向
荣。下一步，我计划回到家乡发展空运物流，为湛江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希望空港经济带动民生发展

吴川塘 镇高岭村拆迁户杨木养：当初得知这
个项目要在我们家乡建设时，我们都十分高兴。这几
年我们村的生活环境、交通环境都有了提升，村民的
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可以说，村民们享受到了经济
发展的共同成果。

目前，安置区建设得很漂亮，配套建设有文化
楼、幼儿园、农贸市场、养老院等，村民们即将搬进宽
敞明亮的楼房。我们都希望，项目建成后，空港经济
及其相关产业能够蓬勃发展，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相
信以后的日子一定会红红火火！祝福湛江经济腾飞，
祝福人民群众生活更胜从前！

市民可享受更便利的航空服务

市民汪哲宇：航空业是全球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其技术和服务的发展水平也代表着社会现代化的进
步，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与各地的交流。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刺激旅
游业、工业、农业等行业的发展，带动湛江整个地
区的经济发展。湛江市民以及周边城市居民可以
享受各种便利的航空服务，那么同日返程、直飞服
务、国际航班都成为了可能，加快了湛江与各地交
流。其次，机场是展现城市形象的一个窗口，崭新
又大气的机场对于外地游客而言，将提升湛江知
名度。新机场还可以为当地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并促进相关产业的就业，如机场附近的酒店、餐饮
业等。

无缝对接 百姓受益

市民柯蒙：我从事信息类行业多年，创业阶段和如
今发展阶段，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而且跑业务、见客
户等不局限于湛江，还要去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地，
我深刻理解一个大型机场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

现代经济是全球化经济。湛江机场迁建工程的
建设可以让湛江无缝对接整个国内、国际市场，带动
湛江经济发展，并且还能促进湛江社会发展，让老百
姓在生活、教育、医疗、旅游等方面都能受益。

机场迁建
民心所向

拥有30个机位，具备起降波音787、空客330等宽体飞
机、直航欧美的能力，2025年有望迈入千万级机场行列，项目
远期规划到2050年（设计年旅客吞吐量1700万人次）……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端大气上档
次”的大工程，它的背后凝聚了各方的努力，正如市委副书
记、市长姜建军在开工活动致辞中表示：“湛江机场迁建工
程从谋划建设到今天正式开工，凝聚了各方的辛勤付出，
凝聚了大家的鼎力支持。我们不会忘记，国家发改委、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中国民航局、解放军各大单位为湛江开
通绿色通道，在最短时间内出具了审批意见；我们不会忘记，
省委、省政府把湛江机场迁建作为全省的大事来抓，为项目
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们不会忘记，省发改委、省机场集团
公司等省直单位和茂名市干部群众，为新机场开工做了大量
基础性工作；我们不会忘记，吴川19条自然村、5817名老百
姓舍小家为大家，用行动支持项目建设，实现了阳光搬迁、和
谐搬迁。正是国家省市三级上下同心、两地干部群众共同努
力，才有了今天新机场的顺利开工。”

10月19日上午，本报记者走现场、访专家，带领读者
一起看规划、盼未来。

【高端】

2025年有望迈入千万级机场行列

据广东机场集团介绍，迁建后，湛江机场的国内重点
航线和国际航线将会得到快速增长，航线网络进一步辐
射全国乃至东南亚、东北亚地区，努力拓展欧美航线，机
场吞吐量有望大幅提升。同时，湛江新机场软硬件设施
也将明显增强，与机场配套的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和高铁
将构筑一个立体式的湛江新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湛江机场结合自身发展实际，以“争创一流干线机场”
为目标，对机场迁建前后做出分“两步走”的计划。

第一步，转场前(目前至2021年)，湛江机场逐步建设
为粤西和环北部湾地区重要的支线机场。到2021年，湛
江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力争实现400万人次以上的目标。
通航城市45个，航线网络基本覆盖全国。湛江航空口岸
对外航开放，国际和地区客流量争取超过15万人次。届
时，湛江机场的运营管理品质要走在国内同类机场前列。

第二步，转场后(2022至2025年)，湛江机场争取建设
成为一流的干线机场。预测湛江新机场2025年旅客吞吐
量1000万人次，迈入千万级机场行列。届时，湛江机场将
引进1到2家基地航空公司，通航城市超过60个，国内航
线网络辐射全国大中城市、重点旅游城市，国际和地区航
线从东南亚地区向东北亚扩展。湛江机场要建设成面向
东盟的重要国际客运中转中心，到2025年国际和地区客
流量力争达到25万人次。按照规划，湛江机场在运营管理
品质方面要成为国内同类机场的标杆。

据预测，以新的湛江机场为中心，有望催生出颇具
规模的临空产业经济带，带动粤西地区生产、技术、资
本、贸易、人口向机场核心区域聚集，促进粤西地区沿海
经济带建设。

【大气】

设计等级更高
辐射范围更广着眼更长远

1、拥有30个机位 可起降宽体客机
在规划设计上，湛江机场迁建项目定位为国内干线机

场，机场工程飞行区等级为4E，本期计划建设一条长3200
米的跑道和一条等长平行滑行道，30个停机位，一座建筑
面积6.18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和相关运行保障设施，建成后
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51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1万吨的
使用需求。

2、辐射粤西地区作用更强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北靠G15高速、南靠茂湛铁路，距

湛江市直线距离32公里，距茂名市直线距离38公里。新
机场将能更好兼顾湛江茂名两地的航空需求，对粤西地区
的辐射作用将会更强。

3、着眼更长远（2050年）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远期（2050年）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17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0.2万吨，修建第二条平行滑行
道，停机位增加至45个（其中5个E类机位，40个C类机
位），航站楼面积增至15.5万平方米。

【上档次】

机场等级从4C升级为4E
全国尚属首例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副总经理朱前鸿：
省委省政府考虑到湛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

湛江机场迁建过程中，将机场的等级由4C直接改为4E（飞
行区等级，具备起降波音787、空客330等宽体飞机、直航欧
美的能力），这个决策得到国家发改委和中国民用航空局
的大力支持。可以说，一个机场在迁建过程中由4C升级为
4E，在全国机场建设中是为数不多的，甚至是第一个。湛江
市城市的发展需要这样的大机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湛江市有一个新的城市定位，那就是广东省省域副
中心城市。新的城市定位需要一个新的机场，湛江现有
的机场功能受到限制，难以满足湛江市未来经济发展的
需要。特别是近阶段，按照省委“1+1+9”工作部署和构建

“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湛江市作为广东省现代
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湛江
市一大批重大项目相继落户。在这个时候，急需一个功
能更强大的机场，新机场建成后，旅客可以不走出航站
楼就能实现登机。而且航站楼的建设考虑到抗台风和人
文文化的因素，外观设计上与湛江滨海城市的风格是吻
合的。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是未来湛江和粤西地区经济发展
的一个新的动力源，从投资来看，机场内投资达57亿元，机
场外投资在200亿元左右。按照民航1:9的乘数效应，它拉
动的经济辐射作用会达到2000多亿元，这对湛江而言是一
个巨大的促进，对促进广东省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
展格局是一个重大战略举措。新机场建成使用以后，湛江
市对外开放能力会进一步提升，广东省对外开放新格局会
得到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