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4卷 第 1 8期 山 西 建 筑  Vol. 44 No. 18
2 0 1 8 年 6 月 SHANXI ARCHITECTURE Jun. 2018 • 11 •

文章编号：1009-6825 (2018) 18-0011-02

忻州五台山机场临空产业规划发展对策

杨 子 鹏

(太原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山 西 太 原 030002)
摘 要 :介绍了五台山机场临空产业发展背景，通过从流量价值及城市经济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分析,对五台山机场发展临空产业 

进行判研，从总体发展、产业、空间、交通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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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五台山机场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境内，距离五台山风景 

名胜区约70 km,距离忻州市区约30 km,是太原都市圈内除武宿 

机场外通航的又一座机场，五台山机场的设立丰富了太原都市 

圈、忻州市域尤其是忻定原城镇组群内多层次综合交通体系，显 

著提升了忻州市交通运输方式与能力。五台山机场定位为支线 

机场,飞行区等级为4 C，主要飞行机型为 B737 -700，B737 - 800， 
A319，A320等，服务对象为来往于山西北中部旅游名胜景区的航 

空游客、忻州市域商务出行人士、忻州特色产品货运需求等，服务 

范围为沟通国内干线、枢纽机场和旅游机场，兼顾通用航空业务。 

自2215年通航以来，机场旅客吞吐量稳步上升已超预期，货邮运 

输需求显现,发展势头良好。目前,忻州市正积极申报机场飞行 

区等级升级、开设国际口岸、设立保税仓库及启动通用航空业务 

等工作，未来五台山机场的战略地位与带动作用将更加突出。

在当前注重效率的产业竞争格局下，依托机场发展临空产业 

在带动和辐射城市与周边地区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优势,建设临 

空产业区已经成为推动城市产业提档升级、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和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向。在“十三五”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 

是面临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重大历史任务，忻州市实施“1661” 

发展战略，以产业转型、交通先行、民生改善等6 项工作为重点， 

借助机场运营契机，积极谋划产业发展新路径，将临空产业作为 

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着眼长远对机场及周边地区进行整体 

规划控制，为下一步机场扩建、扩容,建成国际型空港以及相伴随 

的各类产业留足空间。

2 五台山机场临空产业发展判研

可以预见五台山机场周边必然会自发形成以生活性商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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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等为主的临空产业业态,但对忻州产业转型升级意义及带动 

作用有限，依托机场布局临空制造业、临空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及 

配套适量居住和商业等产业，才是五台山机场临空产业发展方 

向。通过对与临空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的机场吞吐量、城市经济产 

业发展等多因子进行分析，对五台山机场发展临空产业条件进行 

判研。

2.1 流量价值挖掘

只有停留，才能创造价值。以机场旅客吞吐量和货邮吞吐量 

规模为核心的流量价值，是临空产业发展的根本。通过筛选出国 

内 15个设立临空产业区、与忻定原城镇组群人口规模基本相当 

的其他城市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数据作为分析依据，五 

台山机场旅客吞吐量与上述城市机场吞吐量平均值基本相当，高 

于上述城市中位数值，排名位居中上游；五台山机场货邮吞吐量 

仅是15个城市平均值的1/16,这是由于五台山机场货邮吞吐量 

仅包含旅客携带货物，不包含专门的航空物流产生的货邮量，印 

证五台山机场货邮吞吐量有较大潜力可挖掘。

2 . 2 城市经济产业发展支撑

只有融人，才会见实效。对比忻州市2008年一2013年间主 

要经济指标,忻州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值均处于稳步上升 

的态势,GDP增长率（除2009年外）保持在较高水平（9 % 以上）， 

2015年忻定原群城城镇化率已达到53. 79% ,已进人城市发展加 

速期，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度忻 

州市三次产业比重为9. 7: 50: 40. 3 ,第二产业依然是忻州市的支 

柱产业,航空指向性较强的装备制造、医药和食品工业业务收人 

增长率高于煤炭、冶金、电力等传统工业，处于良性发展上升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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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忻州依托机场发展临空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机场良好的运营态势与忻州市的人口经济状况为机场临 

空产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客流基础和物质基础;机场周边丰富的 

旅游资源，通过机场的来往航空旅客将会快速增长，这也是临空 

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一;忻州市政府也可为临空产业发展提供 

政策支撑。另一方面，五台山机场临空产业发展面临激烈的区域 

竞争;忻州市在山西省内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落后地位，经济总量 

偏小，忻州市发展临空产业不具备做大的条件，需从做优的角度 

进行挖掘。

3 五台山机场临空产业发展对策

综合考虑忻州发展临空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同时兼顾 

远景与实际可能面临的不同状况，统筹近远期发展提出针对性的 

总体发展策略：以“立足长远，整体控制;规划引领，分步实施;近远 

结合，品质发展”为中心思想，一方面，从远景发展的目标出发，立 

足长远考虑，搭建远景发展的空间框架，一张蓝图绘到底”增强 

规划的引领和适应;另一方面，以谨慎的态度解读忻州发展临空产 

业面临的挑战，树立“大控制、小实施”的理念，尽量避免陷人圈 

地、摊大饼等被动境地。近期应侧重于临空起步区配套商业商务 

功能，远期随着产业要素集聚，完善临空产业发展类型，实现区域 

品质提升。

3 .1 产业对策

注重区域产业协同，按照太原都市圈对忻州市的产业分 

工，临空产业发展以二、三产业互动联动为长远目标，布局临 

空工业、临空物流、临空商业等产业，高标准制定产业准人门 

檻。在忻定原城镇群内联动高铁忻州西站、五台山机场两大 

门户，远期构筑区域生产服务极核，提高区域辐射能力，近期 

应侧重于先行发展起步区配套商业商务功能，满足机场运营 

带来的服务需求。

1) 临空工业重点发展航空指向性产业，着重于通用航空、 

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聚焦于特色产品包装、 

木雕工艺制作、佛教用品加工、特色食品加工、新型建材等

要素。

2)  临空物流发展充分考虑忻州市物流需求与发展趋势， 

着重于地方支柱产品、农副产品、热带水果鲜花等物流产品， 

聚焦于锻造产业的原材料和外销需求、快递等一般商务贸易 

物流、食药用菌、蔬菜、药材、水干果、小杂粮等特色农副产品 

物流体系。

3) 临空商业的打造以服务旅游业为抓手，结合文化产业 

发展趋势优先发展文化和旅游配套服务产业，完善旅游业配 

套建设，提供旅游“吃、住、行、游、购、娱”服务，聚焦以“交通 

集散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中介服务、配套综合服务”为主的旅 

游集散、以“佛教用品、工艺品、特色节庆、地方习俗活动”为主 

的会展展示、以“小杂粮、食用菌、醋、素食食材”为主的特色餐

饮及住宿等要素。

3 .2 空间对策

五台山机场临空产业区的空间构建应从忻定原城镇组群与 

临空产业区本身两个层面开展。

1) 忻定原城镇群目前形成是以忻州为中心，向两翼放射的轴 

带状空间体系，区域内定襄与原平的空间联系并不充分。通过五 

台山机场及临空产业区可进一步强化“忻定原”的整体性，完善 

“忻定原”三位一体的内生型、中心型城镇群，提升在太原都市圈 

中的地位，引领忻州市域发展，使得临空产业区成为引领忻州产 

业转型的增长“第四极”

2) 临空产业区空间构建综合考虑区域背山面水的生态格局， 

确定向南为主要发展方向，临空产业区与机场空间关系呈偏侧模 

式。遵循临空产业区空间布局一般特征，对七郎山至滹沱河之间 

35 km2地带进行空间重构，作为临空产业区远景发展蓝图，形成 

“一轴、两带、多区”的临空产业区空间结构，一轴指沿规划机场大 

道，由七郎山、航站楼、门户区、临空核心区、研发孵化组团一起构 

成的临空发展主轴;两带指朔黄铁路生态走廊、滹沱河生态走廊； 

多区包括呈圈层分布的航站区、商务商业区、物流区、研发区、配 

套生活区、产业区。同时，在机场门户空间、临空产业区最内圈层 

划定2 km2用地，确定为临空产业起步区，作为近期发展用地。

3.3 交通对策

目前五台山机场与忻定原城镇组群、五台山景区之间，已形 

成由忻阜高速公路、311省道、季定公路、宏忻公路、瑶三公路等县 

道的交通网络。高速公路与机场未直接联通，仅通过低等级公路 

衔接，制约机场及临空产业区对外联系。随着忻保雄高铁列人国 

家建设计划，五台山机场交通区位优势日益凸显,需要机场及临 

空产业区搭建基于“航空一高铁一公路”的综合交通网络,以满足 

日益增长的临空产业发展需求，实现内外部畅通联系。

交通发展以服务航空运输为中心思想,通过新建与利用既有 

道路两种方式，提档升级、优化区域道路网布局与等级体系，兼顾 

当下使用需求与未来航空导向下交通需求。通过构筑航空港与 

高速公路的“快连”通道,实现航、铁、公高效换乘无缝衔接，打造 

机场临空产业区一忻阜高速公路的快速连接线、忻州市一定襄 

县一机场临空产业区的快速连接线两条快速通道,打造完备的快 

速道路体系。远景构筑临空产业区交通格局，融人忻定原城镇群 

整体交通体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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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for airport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Wutaishan airport of Xi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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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Wutaishan airport industry, analyzes from the flow value and urban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 researches the airport industry at Wutaishan airport , and points out the respective strategies from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ndustries，space，and communications，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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