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展翅，
新时代的大机场展露真容

大展宏图，
书写中国新故事

� � � �未来， 城市航站楼将建在北京市区和雄安新
区，实现机场与轨道交通之间零距离换乘、无缝隙
衔接。

以新机场为节点，建设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开
启新局面———

新机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交通先行、民航
率先突破” 的重点工程。“三地四场”4个民用运输
机场实现合理分工、协同发展，建设京津冀世界级
机场群。

以新机场为圆心，一小时公路圈可覆盖7000
万人口， 两小时高铁圈可覆盖1.34亿人口，3小时
高铁圈可覆盖2.02亿人口。

以新机场为支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版图将
重塑———

地处京津冀核心地带， 新机场向北46公里是
天安门，向东北54公里可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向西
南55公里为雄安新区，向东南82公里是天津市区。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助力雄安建设科技发展
新高地，联程联运辐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
大兴国际机场的使命全新开始。

以新机场为大门，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
大———

截至目前， 共有66家航空公司意向入驻大兴
国际机场， 其中20家境内、46家港澳台地区及外
国航空公司。

2019年冬春航季，大兴国际机
场预计开通116条航线， 覆盖全球
112个航点，包括国内航点97个、国
际航点15个。

“大展宏图，兴旺昌盛”———大
兴国际机场，正如其名。

主航站楼中央，一面高悬的五
星红旗，激励数万名建设者创造了
奇迹。今天，沿着中轴线，这面国旗
与天安门广场飘扬的五星红旗交
相辉映，迎接人民共和国的70周年
华诞，奔向新的辉煌……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攻坚克难，
依靠中国智慧打造民航典范

� � � �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机场？怎样
建造、管理一个如此规模的机场？

伟大梦想在召唤，光荣使命靠奋斗。
这是属于建设者的奇迹———
屋顶重、空间大、受力难，地下还要考

虑高铁、地铁、城际铁路等轨道线穿过，施
工的难题一环套一环。

仅用100天就完成了近1万根基础桩施
工任务，10个月浇筑105万方混凝土；80天
完成投影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全自由空间
曲面屋盖钢网架提升和安装，误差控制在2
毫米之内……建设者逐项攻关， 填补多项
国内机场建设技术空白。

这是属于创新者的舞台———
斜向跑道，是新机场的一项国内首创。
在北京，受风力条件影响，首都机场航

班90%的时间向北起降，但70%的航班流却
是南来南往的，大量飞机需要向北绕飞。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新机场因地制宜
采用斜向设计跑道， 可使飞机起飞后直接
向东或东南切入航路， 节能减排、 节省时
间。同时避开了廊坊市主城区，缓解了飞机
噪声对居民的干扰。

这是一首协作者的交响曲———
“我国仅用5年就完成如此规模的建设

奇迹，而且是大体量、大规模、大阵容的交
叉作业，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李勇兵说。

这个罕见的地跨京冀两省市的机场项
目，构建了国家到省部、再到指挥部的三层
领导机构和协调机制，跨地域管理、空域规
划、飞行程序批复、投运方案编制及审核、
空域容量评估等一系列重点难点都在一次
次沟通、研讨中逐步解决，凸显分工协作、
协同发展的集体力量。

� ������
航

空运输
业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
晴雨表。

1958年，作
为我国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间建设的
现代化民用机场，北

京首都机场投入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民航

出行需求大增， 首都机场
三次大规模扩建。2018年旅
客吞吐量突破1亿人次， 成为
全球第二个年旅客吞吐量过1
亿人次的机场，但每天仍有400
架次航班申请无法安排。

快速发展的中国，既要有效
满足人民出行需求， 更渴望更多
拥抱世界。

1993年， 北京市就在城市总体
规划修编中预留了机场场址。经历数
年选址论证后，北京新机场工程立项。

2017年2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时强调， 新机场是首都的重大标
志性工程， 是国家发展一个新的动力

源，必须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程、
平安工程、廉洁工程。

如今，万事俱备，东风已来。
这座外观宛如金色凤凰的机场， 英国

《卫报》将其列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
集萃绿色智慧的设计精髓———
实行最严的噪声治理标准、全场绿色

建筑100%、垃圾无害化处理100%……据
推算，这座航站楼比同等规模的航站楼能
耗降低20%，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2
万吨，相当于种植119万棵树。

浓郁的中华风范随处可见———
步行到五条指廊的尽头， 分别是中

国园、瓷园、田园、丝园、茶园5座开放式
花园，雕梁画栋的中式大门、小桥流水、
长廊水榭……既让旅客得到充分休憩，
更深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以人为本的精细考虑贯穿其中———
为提高航班正点率，新机场通过多项

先进技术有效保障雾、霾等天气下航班的
安全顺畅运行，具备在跑道视程低至50米
时进行三类B盲降运行保障条件， 这将刷
新中国机场低能见度运行的纪录。

大兴国际机场目前民航部分投资
1167亿元， 带动交通等市政配套投资
3000多亿元， 总投资达到4500亿元。未
来， 大兴国际机场与首都机场综合吞吐
量将突破2.5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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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机场昨起正式运营

我省10月新增
直达北京大兴的航班

湖南日报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 黄婷
婷 通讯员 彭弘烜）9月25日16时23分，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简称“大兴机场”），中国
南方航空CZ3001次航班腾空而起。中国南
方航空、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等7
家航空公司参加大兴机场首航，飞往广州、
上海、成都等全国各地。这标志着这个总投
资800亿元、辐射全球的大型国际枢纽机场
今起正式投入运营。

大兴机场占地面积140万平方米。共有
4条跑道、150个机位的客机坪、24个机位的
货机坪、14个机位的维修机坪、70万平方米
的航站楼。 根据航空业务量预测， 到2025
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7200万人次。

我省近期计划前往北京体验大兴机
场的旅客，根据各航空公司的安排，中国
联合航空从长沙、怀化、岳阳等地出发前
往北京的航班，将从今日起由南苑机场转
场至大兴机场运行。另外，南航常德-北
京航线、 国航新增的长沙-北京航线，也
将从10月27日起，安排至大兴机场运行。

“凤”舞东方起宏图
———写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之际

� � � � 9月25日，中
国国际航空公司的
CA9597次航班从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起飞。 新华社发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
运！”

25日， 天安门正南46公里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郑重宣布。

一个新地标， 历经9年攻坚克
难，如今风姿初现，投入运营；

一个新动力源， 驱动京津冀，
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塑新格
局；

一个新国门，敞开胸怀，欢迎
四海宾朋……

1.

2.
3．

南航下月新增
常德-北京航班
湖南日报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 黄婷

婷）10月27日， 南航将开通常德—北京大兴
直达航班，每天一班。常德—北京大兴航班
号为CZ3187，常德起飞时间12时15分，14时
35分到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返程北京大
兴—常德航班号为CZ3188， 北京大兴起飞
时间9时5分，11时25分到达常德。 南航开通
常德—北京大兴机场直航航班后，相比以前
常德出发到北京的“早出晚归”航班，新的航
班时刻更加有利于市民出行。

南航湖南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工作人
员表示，预计2020年，南航还将争取加大
湖南至北京大兴的运力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