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机场集团关于对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关于加快沈阳空港建设的建议》0485 号 

提案反馈意见的报告 

按照省国资委《关于对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关于加快沈阳

空港建设的建议＞0485 号提案提出意见的通知》要求，现将沈阳机

场建设发展情况、“十四五”总体发展思路以及相关意见建议报告

如下： 

一、沈阳机场建设发展情况 

（一）基本建设情况 

1989 年，沈阳机场正式建成通航，总投资 3 亿元，11 航站楼

建筑总面积为 1. 62 万平方米，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90 万人次。2001 

年，T2 航站楼正式建成启用，总投资 12 亿元，建筑总面积 6. 68 

万平方米，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606 万人次，高峰小时旅客吞吐能

力 2760 人次。2013 年，T3 航站楼正式建成启用，总投资 69 亿元， 

建筑总面积 24.8 万平方米，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1750 万人次，高

峰小时旅客吞吐能力 6430 人次。目前，沈阳机场航站区总面积共 

33. 15 万平方米，是东北地区规模体量最大、功能设施完备的航空

楼体系。沈阳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4E 级，跑道长 3200 米、宽 45 米， 

设有 I类精密进近仪表双向着陆系统和助航灯光系统。停机坪面

积 96 万平方米，正式公布机位 81 个。航空货运区域共分 5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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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约 4.6 万平方米、总设计年处理能力 26. 2 万吨。停车楼建

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 5 万平方米、地下面积 8 万平

方米，共有停车位 3050 个。 

（二）“十三五”时期发展情况 

“十三五”以来，机场集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

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之以恒贯彻“四个着力” 

“三个推进”要求，聚焦“四个短板”，围绕“六项重点工作”， 

深刻把握“三新一高”发展要求，全面服务和融入辽宁振兴发展

战略，扎实推进机场集团新时期“1234”高质量发展思路，坚定

不移做强做优做大，矢志不渝加快枢纽机场建设，有力有序有效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各类风险挑战。“十三五”期间，省机

场集团完成运输起降 62. 8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 8506. 3 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 84. 8 万吨，较“十二五”分别增长 41.6%.. 44.6%.. 

24.3%。 2019 年，沈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2000 万人次大关， 

正式跻身国内大型繁忙机场行列，全国排名提升至 22 位。2021 

年，沈阳机场运输起降、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三项指标均排

名东北第一。 

1．做强功能，持续提升有效供给能力和辐射带动力。持续提

升空域保障能力，完成进离场航线分离，高峰小时容量由 24 架次

提升至 30 架次。持续提高地面资源保障能力。先后完成沈阳机场

跑道大修、新建垂直联络道、新建局部二平滑、除冰坪建设等一 



批重点项目，公用型保税库、航油保税库等口岸配套功能顺利启

用，消防、救护先后实现 9 级提升。持续提高综合交通保障能力。 

机场客运班线辐射周边 7 个地市和市内 3 大客运站，有轨电车扩

点加班，地铁联线开工建设，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初见雏形。 

2．做优品质，持续提升有效供给质量和效率。做优安全品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对民航安全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推进风险

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扎实开展“三基”建设，将 

“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融入安全队伍建设的全过程， 

连续实现 32 个航空、空防安全年。做优运行品质。完成机坪管制

移交，成立沈阳机场运管委，联合运控中心、ACC 机坪管控平台等

一批新项目顺利投产启用，A-CDM、多点定位、高级场面活动引导

和全景视频系统等一批新技术得到推广应用，机坪单塔台指挥、 

非全跑道起飞等一批新模式实现常态化运行。做优服务品质。建

立“U 悦”服务文化体系，逐年落实民航局便民服务举措，不断完

善智慧服务功能，营商环境第一窗口形象深入人心。2020 年，国

际机场协会旅客满意度测评平均得分 4.98 分，季度得分最高排名

全球同量级机场第 1 位。 

3．做大规模，持续提升有效供给实力和影响力。稳步实施沈

阳机场运力积累、运量破茧、排名提升“三步走”战略，强化“国 

内成网”，围绕“三区两群一港”，深化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

湾区、西南片区航线发展，强化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西部城市群 



航线网络，巩固海南自贸港航线建设，日均 10 班以上的干线航点

达到 14 个，二三线城市国内航点数量达到 98 个，实现了东北区

外省会、直辖市、副省级市通航全覆盖。着力推进“沈沪” “沈

青”“沈蓉”三大快线建设，打造“公交式”精品快线服务流程， 

初步实现快捷登机、无忧签转、随到随飞。推动“区内成扇”， 

全力推进“经沈飞”发展战略，先后开通东北腹地和内蒙地区航

点 15 个，旺季运营“经沈飞”航线 10 条。促进“国际成片”， 

确立东北地区重要对韩枢纽地位，加快日本航线发展，深挖东南

亚市场潜力，全力打造法兰克福、洛杉矶、温哥华三大洲际直达

精品航线。2019 年，沈阳机场运营国际及地区航线 28 条，年国

际、地区旅客吞吐量达 186. 2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成为东北地

区重要国际中转枢纽。 

二、沈阳机场总体规划及“十四五”发展思路 

（一）沈阳机场总体规划 

2020 年 1 月 15 日，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19 年

版）》正式获得民航局批复。 

1．定位和战略目标。新版总体规划中，沈阳机场定位为：区

域枢纽机场、大型机场。战略目标为：服务沈阳经济区和支撑沈

阳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发展成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中心门户机场，打造东北亚区域性枢纽机场

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2．航空业务量预测及建设时序。沈阳机场总体规划近期目标 



年（2030 年）预测旅客吞吐量 5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40 万吨、 

飞机起降 34. 6 万架次；远期目标年（2050 年）预测旅客吞吐量 

95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00 万吨、飞机起降 62. 9 万架次。近期

规划用地 14. 75 平方公里，新增第二跑道、T4 航站楼，扩建 T3 

航站楼，规划各类机位 215 个；远期规划用地 31. 53 平方公里， 

新增第三和第四跑道、T5 航站楼，扩建 14 航站楼，规划各类机位 

398 个。 

（二）“十四五”发展思路及总体目标 

“十四五”期间，机场集团将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做强主责 

主业，围绕辽宁省“十四五”发展规划，积极融入“一圈一带两

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规划，在服务全

省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沈阳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上充分发挥民航

重要战略产业作用。 

1．机场集团新时期“1234”高质量发展思路：坚持以做强做 

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枢纽机场建设为目标，持续推动主辅协调

发展、两翼并进，统筹实施以第二跑道建设为引领的基础设施建

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三大工

程，全面建设平安、绿色、智慧、人文四型机场。 

2. “十四五”时期总体发展目标：综合考虑东北振兴和民航

强国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和未来发展的支撑条件，加快推进沈阳桃

仙机场新建第二跑道项目，通过五年努力，全力争取区域枢纽建

设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取得显著成效，全面形成主业发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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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非航经营品质优、改革创新活力足、人才支撑体系全、基

本建设推进快、 “四型机场”水平高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下一步，机场集团将坚持沈阳机场建设发展为核心任务，坚

持客货并举，努力构建通达的航空客运网络和高效的航空物流服

务体系，以二跑道建设为主线，以数字化转型和智慧机场建设为

牵引，重点在基础设施、空域资源、综合交通三方面做强功能， 

在安全、运行、服务三方面做优品质，在运输生产、经济效益、 

资产总额方面做大规模，服务沈阳经济区和支撑沈阳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将沈阳机场发展成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和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航空枢纽。 

三、相关意见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把做大做强做优航空产业作为推动辽

沈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航业是国家

重要的战略产业”，并在考察北京大兴机场建设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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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省政府进一步协调民航局，加快推进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工作， 

积极争取民航局在民航投资、项目建设、客货运输等方面的全方

位支持，同时加强对于沈阳机场二跑道建设、航班航线开放以及

基础建设投入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共同推动民航产业发展与当地

经济发展互融互动，更好地发挥民航业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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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民航战略产业优势，加快推进机场功能与地

方产业布局相融合。建议省市政府充分考虑沈阳机场的功能优势

和区位优势，抓住中国（沈阳）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国家中心

城市以及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推动沈阳

机场总体规划与沈阳临空经济产业规划相融合，加快推进沈阳临

空经济区规划实施落地，加大航空制造、智能终端、精密机械、 

冷链物流、生物制药等航空偏好型产业集群的引进力度，以沈阳

机场为核心，打造辽沈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动力源。 

加快推进沈阳机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为

进一步增强沈阳机场对于东北三省及蒙东地区的集疏运能力和交

通辐射作用，形成对沈阳国家中心城市和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有

力支撑，建议沈阳市政府积极推动沈辽鞍营、沈本两条城际铁路

引入机场的前期工作，统筹开展相关配套专题研究，协调推进沈

阳机场城际（高铁）站融入国家高速铁路网，确保与沈阳机场 14 

航站楼同步建成启用，尽早实现机空铁联运“零距离换乘”。 

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有效缓解机场经营压力。建

议省市政府牢牢抓住当前国家层面、行业层面的一系列纤困政策， 

抓好政策落实落地，为航空公司和机场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同

时，考虑到疫情的严重影响，一是坚持以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为

主，适当放宽经济考核指标；二是加大二跑道建设资本金投入， 

有效防范经营债务风险；三是推进机场公益属性复位，将机场公

共区域道路的维护保养以及绿化等日常业务纳入市政管理；四是 



进一步调动东北空管局的积极性，建立与航班增量、航班放行正

常率情况挂钩的绩效激励政策；五是进一步加大“筑巢引凤”力

度，加强重要航线航班经营性补贴，出台土地、税收等支持优惠

政策，吸引鼓励航空公司扎根沈阳、深耕市场。 

辽宁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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