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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白雲機場發展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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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白雲機場將擴容83%，大公報22日從廣州市規委會通過之白雲

機場最新規劃方案獲悉，除建設“大型國際航空樞紐”外，白雲機場新

增“國際航空城、世界樞紐港”兩大定位，於去年客運量超過新加坡、

逼近香港機場的基礎上，力爭至2030年達過億人次水平。全力推進的13

個重點項目，支撐白雲機場提升保障機場交通、整合貨運物流、集聚航

空維修及機場配套服務等四大功能，其中包括第四、五跑道等機場三期

擴建工程。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

白雲機場最新獲通過之規劃範圍佔地

近42平方公里，位於地跨廣州白雲和花都

兩區、135.5平方公里之“國家級臨空經濟

示範區”腹地內。據規劃，白雲機場建設

用地面積將由原來2千431萬平方米增至3千

139萬平方米，增長近30%；機場總建築面

積更從原本的546.4萬平方米，增至1千零2

萬平方米，大增逾83%。白雲機場最新定

位除建設為功能完善、輻射全球的“大型

國際航空樞紐”外，還新增“國際航空

城、世界樞紐港”兩大定位。

推13項目提升四大功能
據規劃，近期將有13個重點項目支撐

白雲機場建設上述新定位，全面提升四大

功能。其中，立體綜合交通功能的重點項

目，涵蓋預計明年2月建成的第二航站區

（T2）擴建工程，機場三期擴建工程（第

四、五跑道及T3第三航站區），內地最大

的FBO（固定基地經營者）商務航空服務

基地，以及穗莞深、廣佛環、廣清三大城

軌項目匯聚機場高鐵站。航空貨運的重點

項目包括聯邦快遞亞太轉運中心、華南

地區空陸聯運集散中心、超級貨站、順

豐速運等項目；商業商務配套功能包括

佔地1千200畝的高增樞紐國際商務綜合配

套、航空會展、穗佳物流總部等；機務維

修製造項目包括新科宇航廣州飛機維修基

地等。

有航空專家坦言，白雲機場在臨空產

業方面多方位發力，對毗鄰的香港機場貨

運將形成更直接挑戰，貨源分流影響料更

大。按規劃，白雲機場力爭貨運量由去年

165萬噸，到2020年、2030年分別增至250

萬、500萬噸。據白雲機場提供數據，去

年客運量已達5千978萬人次，超越新加坡

樟宜機場的約5千869萬人次，也進一步逼

近香港國際機場的約7千零50萬人次。據規

劃，白雲機場到2020年客運量要達8千萬

人次，到2030年更要超1億人次。

“空鐵聯運”拓泛珠客源
為深拓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客源，新

規劃使出“大手筆”，結合第三航站樓將

設置無縫銜接的“空鐵聯運綜合交通樞

紐”，規劃引入高鐵、城際、地鐵等交通

線網，實現1小時覆蓋珠三角、粵北主要城

市。同時，推進高速公路、地鐵等建設，

實現兩小時覆蓋珠三角中心城市，從機場

通過軌道20分鐘內可達廣州火車站和廣交

會琶洲地區，30分鐘內通過高快速路可達

廣州老城區和天河中心區。

定位國際航空城 期2030年客運量過億
穗白雲機場擴容 佔地增83%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廣州

第一機場白雲機場通過最新規劃方案之同時，

廣州新機場（第二機場）也提上日程。據國家

民航局新出爐《民用航空十三五規劃》顯示，

第二機場明確定位為珠三角樞紐機場，推進該

機場的前期研究工作。

白雲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有關負責人表

示，廣州國際航空樞紐的建設成效已顯現，共

完成8個國際航空樞紐工程項目，並完成白雲

機場第二航站樓主體結構。上述負責人建議，

廣州應力爭完成白雲機場新一輪擴建工程的立

項審批工作，並着手準備第二機場的規劃選

址、徵地拆遷工作。“北京、成都第二機場將

於2019年投入使用，若廣州不抓緊，我們可能

很快就會被成都等超過”。目前，相關部門單

位已有幾套方案在比對選擇，包括雲浮、佛

山、江門以及廣州增城都在爭取廣州第二機場

“落戶”。

按廣東省機場管理集團先前規劃，廣州第

二機場將力爭在2020年至2025年間建成。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中國新藥創製重大專項實施8年來獲巨大進

展，專項實施管理辦公室主任、國家衛生

計生委科教司秦懷金司長22日在京表示，

“十三五”時期是新藥專項實施的決勝階

段，將力求研發出具新結構、新靶點和新

作用機制之重大創新品種，並加速臨床急

需品種如愛滋病二線治療藥物、兒童及老

年等特殊人群用藥研製。

秦懷金表示，截至“十二五”期末，累

計有包括手足口病EV71型疫苗等90個品種獲

新藥證書，是專項實施前總和5倍。據初步

統計，新藥專項中央財政投入128億元人民

幣，實現直接經濟效益1千600億元人民幣。

專項實施後有135個品種獲得臨床批件，在

肺癌、白血病、耐藥菌防治等領域打破國外

專利藥物壟斷。“十三五”期間，新藥專項

將重點任務聚焦在重大品種及其關鍵技術研

發等方面。除加強創新品種、臨床急需品種

研製外，還將發展一批前瞻性新技術，同時

重點提升新藥創新成果轉移轉化能力，促進

醫藥產業轉型發展。

“十三五”加速兒童老年藥研製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記

者22日從首屆世界漢文化大會暨漢文化世界

推廣工程啟動儀式上獲悉，大會定於3月24

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將以發揚中華文化、

探索詮釋方法、強化理論深度、提出切實建

言為宗旨，結合學術與產業為文化之永續發

展提出新思考方向。

首屆大會將設立學術與產業的互動、漢

文化的國際傳播、漢文化產學合作的未來等

多個主題論壇，討論漢文化傳播與產學互

動，參會人員將涵蓋國內外漢學家、國家文

化政策制定官員、文化產業學者專家、各國

外交使節、文化參贊、全球各地華人區機構

代表人等。主辦方同時舉行“漢文化世界推

廣工程啟動儀式”，該工程將響應國家“一

帶一路”發展戰略，推進中外文化交流互

鑒，為漢文化世界推廣打造國際平台。

工程包括創立“漢文化產業基地”，推

動漢文化與產業結合；籌設“漢文化推廣基

金”，為產業實現和可持續發展營造孵化空

間；組建“漢文化學院”，為漢文化的繼

承、繁榮、推廣培養專業人才和師資力量。

陝西漢中市“漢文化博覽園”將成為“世界

漢字大會、漢學大會、漢文化大會”永久會

址。

京下月辦首屆世界漢文化大會

【大公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中

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經濟研究中心秘

書長韓保江22日在京表示，當前中國已穩

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體量超過10萬

億美元。如此規模下，中國經濟沒必要再

繼續保持快跑狀態，“穩”將是本年中國

經濟主基調，預計全年經濟增速在6.5%左

右。他同時指出，中國債務風險尚可控，

中國房地產也不存在崩盤可能。

韓保江說，過去這十幾年的發展，中

國經濟像吃快餐一樣一下子壯大起來，現

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要把規模做到多大，

而是如何健康發展。他認為，中國經濟不

會失速，它具有非常好的韌性和迴旋餘

地，一方面正處於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

展階段，空間還相當大；另一方面城鄉和

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需要補的短板還有

很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經濟保持

6%-6.5%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他判

斷，本年中國總體經濟基調是“穩”。他

認為中國債務問題不至於引發系統性風

險，因中國債務水平跟世界相比不是那麼

高，且背後有可靠物質資產及中央和各級

政府信用保證。

對於徵收房地產稅他持謹慎態度，認

為在購買房屋過程中，購房者已交過一大

筆土地出讓金，再徵稅是否合理尚需討

論。而且上海、重慶的房地產稅試點並沒

有能夠抑制房價上漲，真正要解決高房價

問題還是要靠提高供給。他又指，（銀、

證、保）三會合一進行混業監管或是大勢

所趨，尋求新綜合監管模式屬客觀必然。

“穩”是本年中國經濟主基調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廣

州市政府近日正式公布28個公私合營“政府

和社會資本合作試點”（PPP）項目名單，總

投資金額達2千118億元人民幣，規模空前。

首批項目中，鄰近香港的南沙有6個上榜，包

含所有特許經營類項目，如南沙新區商務機

場、廣州南沙國際郵輪碼頭綜合體項目一期

工程、廣州南沙國際郵輪碼頭工程等。

PPP項目指所有權歸政府，經營權歸企

業。南沙新區商務機場將引入20億元人民幣

社會資本建設商務機場基礎設施，包括擬新

建公務機起降跑道、粵港直升機坪等，合作

方將能授予通用航空特許經營權，即用於

客、貨運輸定期航線飛行外之所有民用航

空，包括工業、農業、林業等作業飛行。

南沙國際郵輪碼頭綜合體項目一期工程

和南沙國際郵輪碼頭工程也列入試點項目，

總投資額達63億元人民幣的國際郵輪碼頭綜

合體總，建築面積近50萬平方米，將建成集

大型郵輪碼頭、航站樓、主題酒店、商務中

心及高端品牌免稅商城於一體的大型綜合

體。

交通項目方面，則以總投資約497億元人

民幣的廣佛江珠城際最受注目。

南沙郵輪碼頭引民資63億

穗第二機場定位珠三角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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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白雲機場總體客量持續增長
網絡圖片

▲白雲機場將大力推進航空貨運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白雲機場去年客運量超過新加坡，進一
步逼近香港機場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廣州南沙國際郵輪碼頭工程去年底在
蒲州廣場舉行動工儀式 網絡圖片

▲啟動儀式現場中國音樂學院雅樂團演出古
典雅樂《琴瑟和鳴》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家旅遊局22日發布的《2016中國出境遊遊

客文明形象年度調查報告》顯示，逾八成

中國受訪者對本人境外旅遊文明素質滿

意。而在中國出境遊遊客整體文明素質的

10分制評價調查中，中國出境遊遊客整體

文明素質得分為7.1分。

報告指出，境外受訪者普遍認可中國出

境遊遊客文明素質較5年前相比有所提升。

其中，近半數受訪者表示中國遊客的文明素

質普遍有了提高，印尼、法國、新加坡、英

國、美國受訪者對此感知尤為明顯。不過報

告也指出，中國出境遊遊客文明素質短板仍

然突出，大聲喧嘩、不按序排隊、不尊重當

地風俗在出境遊遊客不文明行為排名中位居

前列。研究發現，媒體報道的價值取向與當

地民眾對中國出境遊遊客文明形象的評價呈

現出明顯的關聯性。

報告認為，中國出境遊遊客文明形象

得分仍然不高，需要在加強法律約束、推

動齊抓共管、創新制約機制等方面進一步

尋求解決之道。

境外受訪者認可中國遊客素質升

▲一名中國遊客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象園自
拍留念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