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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民航大事记
●1984年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庄桥机场为军
民合用机场。
●1985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建设宁
波栎社机场。
●1990年6月，宁波栎社民用机场正式启用。
●1992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同意开放宁波口岸
的批复，宁波航空口岸正式对外开放。
●1992年9月，宁波至香港直达航班开通，迈出国
际化第一步。
●1993年6月，香港港龙航空正式加入香港至宁波
航线包机营运。
●1995年12月，海南省航空公司宁波基地开业并首
航，宁波航站“大本营”初步奠定。
●1996年12月，民航宁波站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
百万人次大关。
●1997年3月，长城航空永久性基地正式迁址宁波
并首航，终结宁波“有空港无基地”历史。
●2000年7月，宁波-曼谷航线开通，这是宁波航
空史上第一条国际航线。
●2002年10月，宁波栎社机场新航站楼通航启用。
●2004年4月，宁波栎社机场正式移交宁波市政府管
理，这也是浙江省首个正式下放地方政府管理的机场。
●2005年11月，宁波机场升格为国际机场。
●2009年7月，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复宁波机场飞行
等级由4D升为4E级。
●2009年8月开通宁波直航台湾客运航班。
●2010年12月，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管委会正式成
立，为宁波机场向现代化国际空港的发展奠定基础。
●2011年11月，宁波空港国际快件监管中心正式运
营并开通宁波-香港快件航班国际快件“快捷通道”。
●2012年8月，宁波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获国家
发改委立项批复。
●2013年8月，宁波获批成为台湾货运定期直航城
市，对台客货实现“双直航”。
●2014年9月，宁波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进
口业务新增“一般进口”模式，空港进口货运发展迎
来新契机。
●2014年，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旅客运输量突破600
万人次。
●2015年12月，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全
面启动。
●2016年11月，宁波机场旅客量突破700万人次。
●2016年12月，宁波栎社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突破
10万吨大关。
●2017年12月，宁波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破900
万人次。
●2018年11月，宁波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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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正
式跨入全国大型繁忙机场的行列。

市临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梁成初表示，宁波机场迈入“千
万级”，意味着其航线网络和航班密度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通达性和便
利性明显增强，对旅客的吸引力也会提高。同时，机场对城市经济的
服务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因为临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机场的客
货吞吐量有一定的基础，随着机场客货吞吐量的提升，势必带动空港
周边的总部经济、提升产业布局，真正发挥空港对城市的推动作用。

这片热土上，我们平均每3分钟就能看到一架飞机起降，120多条
航线构建起以宁波为起点，覆盖全国、辐射东南亚、连接全球的航线
网络。从第一架飞机到第1000万人次，宁波空港走过了蛰伏、破茧和
新生的蜕变之路。

蛰伏1

刘永波是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工程T2航站楼项目的一名电
焊工。去年年初，航站楼建设进入钢梁吊装阶段，他的工作就是把
吊装好的钢梁焊接起来，东西指廊和“贝壳状”大厅在一点点严丝
合缝的焊接中，展露新姿。

2015年12月2日，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正式开工。
在三期扩建工程中，重点建设的T2航站楼面积将为现有航站

楼的2.5倍，新航站楼的创意理念源于“海定则波宁”，整体建筑造
型呈“贝壳状”，将平静的海浪幻化为舒展自由的建筑形态，建筑
形态与建筑结构相互统一，既满足了现代空港的空间使用要求，也
展现了宁波的地方文脉和时代特征。

宁波机场与物流发展集团公司总经理郑智银表示，三期扩建工
程正式投用后，宁波机场将按照“低成本与传统航空协同发展”的
思路，继续吸引传统航空公司加密航班时刻和加大运力投放，同时
积极发展低成本航空，形成与杭州、温州的差异化发展格局，旅客
吞吐量尽快突破1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早日达到50万吨的单条
跑道容量极限。

此外，机场四期扩建工程的前期研究也已启动。记者了解到，
四期工程将重点推进空铁一体化进程，宁波机场未来的T3航站楼
将是一个集民航、高铁、地铁及地面交通于一体的大型交通综合
体。

一切，都离“临空经济圈”的模样越来越近。
今年4月，宁波城西诞生了一个国家级重大开发平台——宁波

临空经济示范区。不到半年，我市出台了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方
案，以机场为支点，宁波改革向临空经济要红利。

宁波临空经济示范区包含机场与物流园区、望春工业园区、石
碶街道和古林镇，规划范围西至横鄞线、南至鄞城大道、东至奉化
江、北至联丰路区域，以“圈层┼功能”的发展范式，依据圈层辐
射范围，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现状，划分为“机场运营
区、商务门户区、产业集聚区、生态休闲区”四大功能分区。

未来，在这片8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突出“大交通、大智
造、大贸易、大服务、大健康”五大核心功能，重点发展以航空制
造及维修、高新技术制造为主的临空智造产业、医药健康产业、国
际贸易产业和现代服务产业等。

1984年11月16日，一架安-24飞机稳稳降落在宁波庄桥机场，时任上海
市副市长的倪天增缓缓从机舱里走出。

作为宁波老乡，他第一次“打飞的”回家探亲，望着身后的庞然大物，他
显得既兴奋又感慨：“通航把宁波与上海的距离缩短到了半小时！”

当时，坐绿皮火车从宁波到上海要8个小时；而坐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
则需11个小时。坐飞机，在当时不止于快，还是件稀罕事——这意味着，上
海120万宁波籍人士更容易常回家看看，两市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1984年夏，根据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需要和宁波市外向型经济
发展需要，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庄桥机场为军民合用机场。宁波开始庄桥机
场通航前的筹备和建设，全市上下通力协作，东航部队大力支持，仅用两个月
即建成占地9400平方米的航站工程。

民航宁波站首任站长张德志、首任党委书记宁远鹏回忆说，建设初期的38
位宁波民航人来自五湖四海，在筹备机场通航伊始，困难来自方方面面，工作上
一切白手起家，机场所需各种设备，全凭他们找民航上级部门调拨和筹钱购买。

由于刚通航，宁波通往各地的航班较少。尽管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民航
上级单位对庄桥机场没有经济指标考核压力，但是宁波老一代民航人硬是自加
压力，主动向市场要客源，要新航线！

至1990年年初，宁波已先后开通至上海、北京、广州、厦门、武汉等5条
航线。

但是，庄桥机场是军民合用机场，航线开辟、经营场地等受到多方制约。
随着宁波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庄桥机场已越来越
不相适应，另外寻址新建一个民用机场的呼声越
来越强烈。

1985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关心宁波
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将来宁波经济
发展了，宁波以地方为主再建一个
大点的机场。很快，7个月后，
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新
建一个民用机场，1987年栎
社机场正式动工修建，1990
年6月30日，宁波栎社机场
建成通航。

终于，宁波人有了自
己的民用机场！

2004年4月28日，宁波栎社机场公
司揭牌，宁波栎社机场正式移交宁波市
政府管理，成为浙江省第一个正式下放
地方政府管理的机场。

按照 “建设大交通，促进大发
展”的总体思路，围绕区域性客货运输
重要枢纽这一定位，属地化后，宁波空
港随即加快了国际口岸建设步伐并着手
谋划临空经济圈。

临空经济圈怎么搞？当时，很多人
心里都没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
来。

2005年 4月 1日，宁波航空口岸对
外籍飞机开放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同
年12月17日，宁波栎社机场“升格”为
国际机场，宁波成为长三角地区继上
海、南京、杭州之后的第四个拥有国际
机场的城市，也就是说，无论是从硬件
还是软件上来看，宁波机场已经正式具
备接纳外籍飞机和适用国际飞行的大型
飞机的保障能力。

随着宁波民航业的不断发展，在看
到民航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抢险
救灾、引进外资等多方面的“发动机引
擎”作用的同时，宁波对空港发展有了
新的期待——被视为宁波市“临空经
济”发力点的宁波空港物流园区应运而
生。

2010 年 5 月 7 日，民航系统的领
导、专家和国内外航空物流业界人士齐
聚宁波航空发展论坛，共同商讨宁波加
快打造中国长三角地区国际空港物流枢
纽发展的大计，掀起了宁波市聚全市之
力、集各方之智发展宁波空港事业的高
潮。

紧接着，宁波市出台《关于创新体
制机制提升航空物流水平建设宁波国际
航空枢纽的若干意见》，提出“坚持客货
并举、以货为主的发展战略”，又在
2013年4月10日出台了《关于深化管理
体制改革 推动宁波空港又好又快发展
的若干意见》。

三年间，宁波市委市政府连续就
“空港发展”专题发文，这在宁波城市建
设发展史上还是头一次，宁波机场地面
集疏运网络构建力度之大亦是史无前例。

此外，2013年以来，宁波还设立了
专项航线开发补助资金，充分调动航空
公司在宁波扩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截至目前，120条国内外航线通达
78个国内外城市，45家航空公司在这里
运营，国内航线基本覆盖省会城市、计
划单列市和热门旅游城市，其中，日本
和东南亚部分航线成为浙江省精品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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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年客流量首破1000万人次

宁波空港飞入新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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