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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起东方天桥起东方 空港奏华章空港奏华章
———写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旅客运输量突破—写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旅客运输量突破10001000万人次之际万人次之际

向改革致敬，向祖
国献礼！

今天中午，宁波栎
社国际机场旅客运输量
将突破 1000 万人次！
宁波人的空港梦从一架
飞机起步，开始以“千
万级”为起点，向新高
度启航，谱写波澜壮阔
的历史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承
载着宁波民航人无数的
创业与艰辛，历练着宁
波机场无数的探索与成
功，彰显出宁波机场诸
多的光荣与梦想……

1984 年宁波民航
通航、1992年对外开
放、2005年升格为国
际机场……伴随着改革
开放的大潮，宁波空港
走过了蛰伏、破茧和新
生的蜕变之路。

机场停机坪改扩
建、飞行区等级提升、
长三角地区第四个国际
机场、全国安康杯竞赛
民航优胜单位、全国最
佳候机环境奖……一次
次成长的跨越、一幕幕
转型的蜕变、一项项闪
光的荣誉凝聚着宁波机
场人的智慧、辛劳，成
为宁波民航发展生动的
诠释。

1984 年夏，根据当时我国改
革开放的总体战略需要和宁波市
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务
院、中央军委批复庄桥机场为军
民合用机场，当年 11月 16日机场
开通历史上首条航线，由此拉开
宁波民航的发展史。

庄桥机场通航前的筹备和建
设，市政府倾注了大量心血，全
市各部门通力协作，东航部队大
力支持，仅用二个月时间即建成
占地 9400平方米，总投资 90万元
的航站工程。当时参与创业的老
一代宁波民航人至今清晰地记得
创业之初遇到的困难。民航宁波

站首任站长张德志回忆说，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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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航之初，宁波通往各地的
航班较少。老一代民航人，主动
跑市场，增加客源、开辟新航
线。至 1990 年年初，宁波已先后
开通至上海、北京、广州、厦
门、武汉五条航线。庄桥机场的
启用，开创了宁波民航从无到有
的历史，1984 年至 1990 年，在探
索发展的 6 年中，筚路蓝缕的宁
波民航人为宁波走向世界开启了

“通天之路”。
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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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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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航
站楼具备了飞向国内各个城市和
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能
力。

在 1993 年全国民航夏秋季航
班协调会上，机场和市政府携
手，主动到会上推销机场的发展
前景和具备的各种优势，一次性
就吸引 10 余家国内航空公司加
盟。从 1990 年宁波栎社机场正式
投入营运至 1996 年 6 年间，旅客
吞吐量以每年平均 60％的速度增
长，被国内同行誉为“航站四黑
马”之一，机场发展步入快速轨
道，企业经济效益也大幅提高。
1996 年 ， 机 场 客 流 量 一 举 突 破
100万人次，正式跨入国内繁忙机
场行列。

栎社机场的建成通航，标志
着宁波民航又跨入了一个快速发
展期，长期制约宁波民航事业发
展的瓶颈得到缓解，宁波民航人
用勤劳的双手，聪颖的智慧，又
开始谱写宁波民航事业灿烂的明
天。

自 1990 年 6 月 30 日宁波栎社
机场一期工程竣工投入运营起，
至 2002 年 10 月 8 日宁波栎社机场
二期工程新候机楼正式投入使用
时止，艰苦创业的宁波民航人为
宁波走向世界架起了座座腾飞
桥，宁波民航进入快速发展期。

艰苦创业 用奋斗绘就发展蓝图

2015 年 12 月 2 日，宁波栎社
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正式开工，
标志着项目总投资近百亿元的机场
三期扩建工程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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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设计
上，T1、T2 国内功能区空陆侧均
可连通，形成统一整体，方便旅客
使用。未来，这里将成为宁波城市
新门户。

2017 年 11 月 17 日，浙江省机
场集团有限公司挂牌，集团注册资
本金 100亿元，整合全省机场，着
力打造民航强省。宁波机场集团成
为省机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宁波
市国资委成为省机场集团的四大股
东之一。在战略布局中，宁波机场
被定位于区域枢纽机场。从“群雄
争霸”转向“雁阵齐飞”大集团化
成机场发展的主流模式。

围绕三期工程、临空产业布
局、安全运行品质优化、口岸保障
能力提升、深化改革发展，浙江
省、宁波市密集配套政策文件、方
案措施，采用全新模式，加快空港
区域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在多种
利好政策齐叠加、多重利好因素齐
发力的催化下，机场集团各项综合
效应逐渐显现。宁波机场与物流发
展集团公司总经理郑智银表示，宁
波机场位于国内航线网络和东北

亚、东南亚航线网络的中枢节点区
域，既可以成为内陆城市旅客的

“出海口”，也可以作为东北亚及
其他地区旅客进入中国的“桥头
堡”。未来，机场将深化与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的融合，大力发展空
铁联运、空陆联运，建立完善的
集疏运体系，成为区域性枢纽机
场。

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宁波
机场，郑智银表示，将围绕“打造
区域性枢纽机场”目标，以体制机
制创新为动力，加快推进现代化、
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步伐，坚持

“安全优先、服务卓越”的发展原
则，千方百计做亮客运、做强货
运，加快建设国内重要干线机场和
长三角国际航空物流枢纽，着力打
造空港经济产业链，力争到 2020
年，将宁波空港打造成为长三角国
际航空的物流枢纽、我市发展临空
经济的战略平台、促进对外开放的
重要引擎、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门
户和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纽带，为
宁波市建设国际港口城市提供强有
力支撑。

在航空版图上，一个以东海之
滨 —— 宁 波 为 起 点 ， 北 至 海 拉
尔、西至乌鲁木齐、辐射整个东
南亚、无缝连接全球的航线网络
已经初步成型，豪情满怀的宁波
民航人正以大手笔构筑属于自己
的蓝天之梦。

奋力跨越 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

2004 年 4 月 28 日，宁波栎社
机场公司揭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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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化管理后，宁波空港随即加快
国际口岸建设步伐并着手谋划临
空经济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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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命名揭牌，宁
波成为长三角地区继上海、南
京、杭州之后的第四个国际机场。

在宁波市打造海陆空立体型
集疏运大交通网络政策的指引
下，被视为“临空经济”发力点
的宁波空港物流园区应运而生。
依托宁波栎社机场，园区与空港
联动，是我市力图实现“两港并
举 良性互动”的重大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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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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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管
理委员会组建成立；2013 年 4 月
10 日，宁波市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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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宁波
机场地面集疏运网络构建力度之
大史无前例。2011 年 11月，宁波
首条城市高架快速路——机场快
速干道正式开通，随后宁波四横
五纵五条片区连接线的总体布局

相继落成，地跌二号线一期 2015
年建成通车，宁波机场成为浙江
省内首个地铁直达候机楼的机场。

同时，针对空域资源不足，
2009年，通过与军方协调，“宁波
至朱家尖航路”正式打通，为宁
波民航获得了宝贵的空域资源。
2011 年，针对当时空域紧张、不
能适应航班增长发展需求的空域
矛盾，由机场与物流园区管委会
主导，协调军方、空管、东航、
机场组建空域管理四方平台，通
过制定设定临时航路、航线进离
场有条件分离的实施办法，对宁
波机场拓展空域资源、提高运行
品质、缓解高峰小时压力起到了
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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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航线已成为我省精品航线；
机场最高峰时每周执行航班近
1900 架次，航线覆盖范围也不断
扩大。

求真务实 以创新拓展发展空间

民航报道组 黄跃光 朱希恩
记 者 张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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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宁波站开航典礼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