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民用航空局



目 录

一、规划基础..................................................................................................1

（一）现状评价。....................................................................................1

（二）存在问题。....................................................................................1

（三）修订必要性。................................................................................2

二、总体要求..................................................................................................3

（一）指导思想。....................................................................................3

（二）布局原则。....................................................................................4

（三）发展目标。....................................................................................5

三、布局方案..................................................................................................5

（一）华北机场群。................................................................................5

（二）东北机场群。................................................................................6

（三）华东机场群。................................................................................6

（四）中南机场群。................................................................................7

（五）西南机场群。................................................................................7

（六）西北机场群。................................................................................8

四、规划环评..................................................................................................8

（一）环境影响分析和评价。............................................................... 8

（二）预防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9



五、政策措施..................................................................................................9

（一）加强统筹协调。............................................................................9

（二）完善投融资政策。..................................................................... 10

（三）提升空管保障能力。................................................................. 10

（四）注重一体化衔接。..................................................................... 10

（五）坚持绿色集约发展。................................................................. 10

（六）强化科技创新。..........................................................................11



1

前 言

民用运输机场作为国家重要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是民航

业发展的基础，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不含通

用航空机场）以来，我国机场数量显著增加，机场密度逐渐

加大，机场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但机场总量不足、布局不尽

合理等问题还较为突出，难以满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适应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广大人

民群众便捷出行的要求，亟需进行修编。

本规划在 2008年《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的基础上，

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

总体要求，结合“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三大战略，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考虑，对民用运输机

场建设数量、空间布局等进行了调整完善，提出了一体化衔

接、绿色集约发展等政策措施，形成与高速铁路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的格局。规划目标年为 2025年，展望到 2030年，

在实施过程中将根据民航运输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适

时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调整。



1

一、规划基础

（一）现状评价。

1. 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截至 2015年底，我国共有民用

运输机场 207个，机场布点不断加密，民航运输能力不断提

高，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应对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2. 枢纽作用日益凸显。北京、上海、广州机场的国际枢

纽地位明显提高，北京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已位居全球第

二，上海浦东机场年货邮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三。成都、深圳、

昆明、西安、重庆、杭州、厦门、长沙、武汉、乌鲁木齐等

机场的区域枢纽功能显著增强，上海虹桥、西安、郑州、武

汉等一批大型机场成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机场在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3. 服务能力稳步提升。2015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旅客

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和飞机起降量分别达 9.1亿人次、1409

万吨和 857万架次，分别是 2007年的 2.3倍、1.6倍和 2.2

倍。年旅客吞吐量超过 1000万人次的机场由 2007年的 10

个增加到 26个，航线网络不断完善，进一步提高了航空服

务的通达性。

（二）存在问题。

1. 覆盖范围不够广泛。目前我国机场数量仍然偏少，中

西部地区覆盖不足，特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航空服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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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突出。

2. 体系结构尚需优化。现有机场层次不够清晰，功能结

构有待完善，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3. 保障能力有待提升。部分机场容量趋于饱和，现有设

施能力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繁忙机场和繁忙航路的空域资

源紧张，航班运行受限、延误增加，影响了机场设施及其系

统效能的充分发挥。

（三）修订必要性。

1. 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区间，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产业

结构调整加快，消费结构逐步升级，航空运输需求规模和结

构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运输需求总量大、强度高、多样化、

覆盖广，而既有机场数量、保障能力、服务水平等方面都难

以满足。为适应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的需要，要求运输机场在布局上加密，总量上增加，

结构上优化。

2. 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要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明确要求推进双向开放，

促进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形成资源、交通等多位一体的

大格局。加强民用运输机场规划建设，拓展海外合作空间，

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对于打造民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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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品牌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3. 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发

展不均衡，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完

善民用运输机场布局，提高航空服务水平，能够有效解决边

远、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出行问题，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边

疆稳定、民族团结，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4. 完善综合交通的要求。民用运输机场作为重要的综合

交通设施，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建立布局合理、

层次清晰、功能完善的民用运输机场体系，有利于促进各种

交通运输方式协调发展，提升运输服务整体水平。

5. 民航可持续发展要求。民航发展仍将面临资源不足的

问题，尤其是以机场为主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航

空需求。预计到 2020年，我国机场旅客吞吐量将达到 15亿

人次，年均增长 10.4%；2025 年将达到 22 亿人次。加强民

用运输机场规划建设，有利于扩大民航服务范围、完善机场

枢纽功能、提高网络整体效益，为民航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

础。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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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立足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科学规划民用运输

机场建设，适度增加总量，明晰机场层次，优化网络结构，

完善功能定位，提高运输效率，有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满足人民群众便捷出行需求，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提供有力支撑。

（二）布局原则。

1. 优化布局结构。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出发，发挥民航

安全、快捷、舒适、灵活的优势，有效衔接高速铁路等交通

运输方式，兼顾公平与效率，构建世界级机场群、国际枢纽

和区域枢纽层次清晰、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机场体系，提

升机场服务水平。

2. 加密扩能并重。统筹东中西部机场协同发展，重点增

加中西部地区机场数量，提高密度，扩大航空运输服务的覆

盖面；实施繁忙机场扩能改造，提升服务保障能力，适应快

速增长的航空需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便捷出行需要。

3. 服务国家战略。按照“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和有关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国家主体功能区、新

型城镇化的要求，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各种交通方式的

衔接，建立与人口分布、资源禀赋相协调，与国土开发、城

镇化格局等相适应的机场整体布局。

4. 绿色集约环保。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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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节约利用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利用现有各类机

场资源，减少迁建。鼓励相邻地区打破行政区划分割，合建

共用机场。

（三）发展目标。

2020年，运输机场数量达 260个左右，北京新机场、成

都新机场等一批重大项目将建成投产，枢纽机场设施能力进

一步提升，一批支线机场投入使用。

2025年，建成覆盖广泛、分布合理、功能完善、集约环

保的现代化机场体系，形成 3大世界级机场群、10个国际枢

纽、29个区域枢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机场群

形成并快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机场国际枢纽竞争力明

显加强，成都、昆明、深圳、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哈尔

滨等国际枢纽作用显著增强，航空运输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

展望 2030 年，机场布局进一步完善，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三、布局方案

完善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机场群，

到 2025 年，在现有（含在建）机场基础上，新增布局机场

136个，全国民用运输机场规划布局 370个（规划建成约 320

个）。

（一）华北机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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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机场群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5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内的机场构成。

布局规划新增沧州、介休、正蓝旗等 16 个机场，总数

达 48 个。增强北京机场国际枢纽竞争力，与天津、石家庄

共同打造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培育太原、呼和浩特等机场

的区域枢纽功能，增强对周边的辐射能力；提升唐山、运城、

包头等其他既有机场发展水平，稳步推进霍林郭勒等机场建

设。

（二）东北机场群。

东北机场群由辽宁、吉林、黑龙江 3个省内的机场构成。

布局规划新增铁岭、四平、绥化等 23 个机场，总数达

50个。逐步提升哈尔滨机场国际枢纽的功能；培育大连、沈

阳、长春等机场的区域枢纽功能，拓展机场服务范围；提升

锦州、长白山、大庆等其他既有机场发展水平，稳步推进松

原、五大连池等机场建设。

（三）华东机场群。

华东机场群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

山东 7个省（直辖市）内的机场构成。

布局规划新增嘉兴、蚌埠、瑞金、宁德、菏泽等 16 个

机场，总数达 61 个。增强上海机场国际枢纽的竞争力，与

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机场共同打造长三角地区世界级

机场群，并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优势互补、深度融合、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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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培育厦门、青岛、福州、济南、南昌、温州等机场的

区域枢纽功能；提升无锡、舟山、黄山、赣州、烟台等其他

既有机场发展水平，稳步推进上饶等机场建设。

（四）中南机场群。

中南机场群由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6

个省（自治区）内的机场构成。

布局规划新增周口、荆州、湘西、韶关、贺州、儋州等

24个机场，总数达 60个。推进广州、深圳等地机场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协同发展，提升国际枢纽竞争力，共同打造

珠三角地区世界级机场群；增强武汉、长沙、郑州机场枢纽

作用，培育海口、三亚、南宁、桂林等机场的区域枢纽功能；

提升揭阳、柳州、洛阳、宜昌、张家界等其他既有机场发展

水平，稳步推进信阳、岳阳等机场建设。

（五）西南机场群。

西南机场群由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5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内的机场构成。

布局规划新增武隆、甘孜、威宁、楚雄等 29 个机场，

总数达 78 个。逐步提升昆明、成都和重庆机场国际枢纽的

竞争力；培育贵阳、拉萨等机场的区域枢纽功能；大幅增加

区域机场密度，优化布局结构，提升万州、九寨、黄平、丽

江、林芝等其他既有机场发展水平，稳步推进巫山、巴中、

仁怀、澜沧等机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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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北机场群。

西北机场群由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5个省（自

治区）内的机场构成。

布局规划新增宝鸡、平凉、共和、石嘴山、塔什库尔干、

且末（兵团）等 28个机场，总数达 73个。逐步提升西安、

乌鲁木齐机场国际枢纽的竞争力；培育兰州、银川、西宁等

机场的区域枢纽功能；增加机场密度，提升延安、敦煌、格

尔木、中卫、喀什等其他既有机场发展水平，稳步推进陇南、

祁连、莎车、图木舒克等机场建设。

枢纽机场所在地确需建设多个运输机场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报批。航空货运业务应充分利用现有机场的货运能力，

如需新建以货运功能为主的机场原则上优先从本规划中选

取，需新建规划外机场的另行研究。研究内蒙古朱日和等 38

个机场的布局，远期运输机场规模将达到 408个左右，将视

区域发展、航空运输需求和周边机场等情况，在制定五年规

划时研究确定是否开展前期工作。通用机场转化为运输机

场，需具备相应条件并按相应程序报批。

四、规划环评

（一）环境影响分析和评价。

规划实施不可避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主要在资源占用、

生态影响和污染排放三个方面。本规划新增机场用地约 37

万亩，机场建设会相应消耗一定的物资资源，可能对局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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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理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同时，机场和飞机运行会向周边

环境排放废气、污水、噪声和固体废物等污染物。为最大限

度的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本规划与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交通网、节能等规划作了衔接，提出的项目将充分吸纳

相关专项规划环评工作的成果，不突破相应环评结论，并将

有关环评结论作为后续规划实施的依据。

（二）预防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机场选址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的约束和限制，尽量

避开各类环境敏感目标。严格项目审批和土地、环保准入，

严格控制机场的建设规模和用地规模，减少土地占用和资源

消耗。大力推进使用节能、节水、环保的材料和设备，鼓励

使用可再生资源和能源，推广使用清洁能源车辆，从源头降

低机场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化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管

理，严格执行防治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建立完善、统一、高效的

环境监测体系。鼓励航空公司使用低噪音、低排放的机型，

合理调整昼夜起降航班比例。

五、政策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

统筹考虑运输机场、通用机场的规划建设，加强土地利

用规划、城乡规划、机场总体规划之间的衔接，充分预留发

展空间，切实保障机场建设用地。加强机场集疏运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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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努力提高机场服务水平。

（二）完善投融资政策。

支线机场是公益性较强的公共基础设施，原则上以非债

务性资金全额投入，中央与地方要加大财政性资金支持。拓

宽机场建设投融资渠道，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社会资本。

（三）提升空管保障能力。

推进空域管理体制改革，系统规划调整空域，实施分类

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和完善空域灵活使用机制，提升

空域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空管设施建设，提升机场保障能

力，逐步实现空地一体协同发展。

（四）注重一体化衔接。

统筹协调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各种运输方式发展，注重

机场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构建以枢纽机场为核心节

点的综合交通枢纽。机场交通应尽可能接入城际铁路或市郊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同步建设高等级公路，同

站建设城市公共交通设施或长途汽车站等换乘设施，延伸机

场服务范围。建立公共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不同运输方式之

间的信息采集、交换和便捷查询，提高机场智能化服务水平。

（五）坚持绿色集约发展。

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建立健全机场设计、

建设、运营各阶段相关标准，推进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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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确定机场建设规模，加强大型机场的统一规划、同步建

设、协调管理，推广应用节地技术，集约用地。研究绿色机

场，减缓噪声、污水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合理控制开发强

度，保障实现生态环境目标。

（六）强化科技创新。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公平的选拔任用机制，着力提

高机场规划、设计、建造、运营等全过程保障能力。加大机

场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装备研发力度，鼓励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对外开放机场的国际竞争力。

附件：1、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表（2025年）

2、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分布图（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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