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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影响分析
□ 曹允春  杨震

交通运输是现代城市间物质、能量交换的载体，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

物质生产部门，它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任

何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区间的分工交流，都是以安全、高效的交通运输联

系为前提的。

民航运输业作为交通运输基础产业，是20世纪的新兴行业，它的发展和在

技术与服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其成为当今最成功的行业之一，从运输广度、

深度、速度上都大大超过其他运输方式。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世界范围4.5%

以上的经济产出归功于民用航空运输，40% 的贸易量通过航空运输实现。

考察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以及国内外航空运输发展的经验，可

以发现，航空运输不仅是一种运输方式，更是一种优质资源。区域经济利用航

空运输，更容易超越地理空间界限，大跨度地直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大

循环，在世界范围内吸纳和集聚生产力的各种能量和要素。国际上的许多城市

都很重视利用航空运输的资源，创造一个优越的商务、创业、就业、定居环境，

大力发展区域经济。

一、航空运输的区域经济属性分析

探求航空运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前提是要从航

空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入手分析航空运输产业特征

和区域经济属性，在航空运输区域经济属性的指导下，

进而研究航空运输区域经济影响的内在原理、辐射能

力。

从航空运输产业的特征看，航空运输业与其他运

输方式一样通过网络系统提供服务，拥有陆空分布的

四种网络形态。

航线网络的主体是航空公司，作为航空运输的基

础网络，如何构建具有竞争能力的国内国际航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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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航空运输布局能否达到资源的优化

配置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航线网络

的分类:线型跳跃模式、网状区域模

式、点对点模式和枢纽型模式。

机场网络作为航空运输地面载

体，分为始发点、经停点、终点。机

场主要是如何提高效率，为航空公

司、旅客、货主等提供公平、优质服

务。我国民用航空机场划分为五种类

型：大型复合枢纽机场、大型枢纽机

场、中型枢纽机场、中型（干线）机

场和小型（支线）机场。

空中交通管制网络是通过陆空天

一体化网络将飞机、空管部门、机场

和航空公司等所有航空运输参与者连

接起来，通过使用网络化的综合信息

在实施飞行间隔、动态空域规划、流

量管理、航空公司运营及航空系统安

全等方面广泛应用的系统。

订座系统网络由航空公司联合饭

店、度假村、汽车租赁公司、铁路公

司、旅游公司等其他旅游相关行业，

提供航班订位及订房等预订和市场营

销综合服务的销售系统网络。

航空运输业属于网络型基础产

业，在“区域－产业- 企业”密切关

联的复杂网络中，航空运输从空间范

围内将经济全球化、产业集群、企业

竞争力融合一体。如何挖掘航空运输

网络价值，发挥航空运输带来的人

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作用，实

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必须结合网络型产业的一般属性，具

体分析航空运输的区域经济属性。

1.航空运输的规模经济性

航空运输的规模经济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首先，航空公司在飞机购

买、培训费用、航油、航材采购、机

场起降费等方面，都存在规模经济。

例如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所有飞机都

是波音737，大批量的采购降低了飞

机的价格，控制了飞机的原始成本。

单一的波音737 机队，降低了飞行

员、乘务员、机务人员的培训成本，

并且航材的购买和储存成本也低很

多。对于区域经济而言，基地航空公

司每引入一架中型飞机（B737 飞机

的价格是5000万美元），相当于经营

一家中型的企业，而且运营基地占

地面积相对较小，航空公司在降低

成本的同时，为区域经济带来了巨

大的贡献。

其次，机场是一个资金密集型

产业，扩建一个中型机场航站楼需

要十几亿元，首都机场投资的新航

站楼及其他配套工程达100多亿元，

较低的机场吞吐量使得航空业务收

入很难弥补机场运营成本。然而吞

吐量在200万人次以上的机场，机场

航空业务利润和通过物流、商贸、旅

游、餐饮、娱乐、房产、广告、汽车

租赁等商业性开发获得的非航空业

务利润大幅增加，在实现规模经济

扭亏为盈的同时，也步入与区域经

济良性互动的循环。

2.航空运输的范围经济性

航空运输的范围经济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首先，航空公司的规模

扩大以后，航线网络有更广的辐射

范围，此时航空公司的常旅客计划

将对旅客产生更强的吸引力，航空

公司的广告和推销能在更多航线上

产生效力。并且在大航空公司采用

中枢式航线网络时，每增加一条航

线，就将成倍地增加通航点，甚至在

特定机场或地区形成垄断。因此，将

吸引更多的旅客，产生更大的需求，

带来倍增经济效应。

其次，近年来，机场经营模式的

变革趋势是机场枢纽化、功能综合

化和业务集团化，区域或城市综合

开发机场资源的航空城模式在全球

范围内兴起，以机场为核心，航空物

流、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商

务为牵引，大中型机场及周边地区正

从交通中心逐渐发展为区域经济中

心。

3.航空运输的密度经济性

航空运输的密度经济性是指航线

网络上所有运量以同比例增加时，平

均的吨公里运输成本下降，主要来源

于将不同航线的旅客和货物合并到一

个航班，提高飞机的载运率。

美国联合包裹公司通过建立洲内

转运中心或洲际转运中心，提高运货

密度，采用容量大的飞机在转运中心

之间的运输，降低了自身成本。在路

易斯维尔的美国联合包裹公司全球转

运中心，每天午夜11点到次日凌晨4

点，上百架次带有UPS特有标志的飞

机频繁起降。包裹货物从货机上迅速

卸下，马上被直接送到分拣中心。分

拣中心是一幢巨大的白色厂房，总长

达122英里的1.7万条传送带以最优

化的方式交错分布其间，每小时有

30.4 万件发往全球的包裹在上面运

行。确保了货物24小时国内送达，48

小时国际送达，促使路易斯维尔成为

世界性的购物中心，并被列为新经济

的重要引擎城市。

4.航空运输的幅员经济性

幅员经济的定义是网络幅员扩大

但网络上的运输密度不变时，平均的

吨公里或人公里运输成本下降。

航空公司通过联盟或者代码共享

机制，有效的扩充航线网络、协调航

班计划，并且相互参与常旅客计划，

共用航材、机场设施等，从而能够吸

引更多的旅客，降低单位成本，增加

收益。随着机场航线网络覆盖面的扩

大，使得世界各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

间联系不再遥远。在商务部的一项调

查中表明，靠近枢纽机场是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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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也是北京、

上海等城市聚集许多跨国公司重要原

因。

5.航空运输的距离经济性

运输的距离经济指递减原理，因

为费率或费用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随着运输距离的增加，航空运输

的总成本将随之上升。但绝大部分成

本发生在飞机的起降过程中，巡航时

间的增加并不会造成总成本的成比例

增加。因此航线越长，单位成本越低。

总部位于阿联酋迪拜的阿联酋航

空公司是全球第14大和第5赚钱的航

空公司，其航线多为国际长航线，因

此每座英里成本为8.5美分，优越于

大多数竞争对手。2004年，阿联酋航

空的边际运营利润高达13%，不仅比

新加坡航空公司的7% 和国泰航空的

8%高，也比美国西南航空的8.5% 要

高。阿联酋航空公司的优异表现，为

迪拜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转口贸易中

心和海湾地区的自由贸易中心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二、航空运输的区域经济影响

分析

航空运输的区域经济影响，是建

立在航空运输的区域经济属性基础之

上的。通过对航空运输的网络型基础

产业和区域经济属性的分析，深刻揭

示了航空运输区域经济影响的内在原

理、辐射能力。下面从三个层面具体

论述航空运输的区域经济影响:宏观

经济层面、中观产业层面、微观企业

层面，力图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链对

这种影响做全面的阐述，层层剖析，

通过宏观层面的GDP和就业影响，分

析航空运输对一个与区域经济的总体

影响；通过中观层面的产业影响分

析，分析航空运输对区域经济的结构

质量的影响程度;通过微观企业层面

的分析，航

空 运 输 的

这种影响终

于落地，因

为企业成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之

源。

1.航空运输产生的宏观影响——

宏观经济层面

航空运输对区域经济有着非常重

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还没有十分

成熟的测算航空运输经济影响的方

法，借鉴国际航空运输行动小组和牛

津经济预测组织的思路和方法，提出

航空运输的影响分为四种类型：

直接影响:航空运输本身所产生

的影响，主要包括：航线服务——旅

客搭乘、货物空运、机票买卖和其他

的一般性服务;航站服务——航站操

作、货运服务、餐饮、零售等；飞机

等相关设备的维护、维修等服务。

间接影响:指直接、紧密利用航

空运输服务企业的影响，主要包括：

物流企业:起到连接航空承运商和其

他企业的作用;临空制造业——主要

是那些航空枢纽指向性明显的制造产

业;其他类型的产业，包括那些航空

枢纽指向明显的服务业和农业。

诱发影响：指为航空、物流、制

造等服务的相关产业的影响，主要包

括住宅、餐饮、零售，以及航空公司

总部、金融保险、科技研发、会展等

产业。

催化影响:指由于航空运输效率

提高、物流成本下降后对其他相关产

业产生的影响，包括旅游、贸易、运

输等。

航空运输对于区域

经济带来的四种影响主

要表现在 G D P 和就业

两个方面。

(1)航空运输对于

G D P 的影响

据航空运输协会测算，2004年全

球航空旅客总周转量为18.9亿人次，

货邮总周转量为3800万吨，航空运输

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2900万个就业，

对GDP 的影响为8800 亿美元，相当

于2.4% 的全球GDP，如表1 所示。

典型例子就是菲律宾的苏比克

湾：自1995年开始，美国联邦快递公

司（FedEx）用5 年时间在此建了一

座亚太营运中心，中心的建成迅速改

善了苏比克地区的工业发展，一些跨

国企业纷纷在此投资设厂，逐渐形成

了一个以IT企业为主的经济特区，以

及围绕这些生产制造企业的物流中

心，1995年该地区只有2000多万美

元的产值，到2001 年时已增加到10

亿美元。2008 年FedEx 亚太转运中

心转移至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将能

为广东省乃至整个泛珠三角地区带来

约大于2 0 0 亿美元的 G D P 年产值，

2020年将升至630 亿美元。

(2)航空运输对于就业的影响

2004年，航空运输在全球范围内

产生了2900万个就业机会，如表2所

示。根据经验，机场每年每服务100

万旅客就要提供大约1000 个直接工

作，支持大约295 0 个全国性职位、

2000个区域性职位、1425个子区域职

位。

美国联合包裹公司（UPS）位于

  表１                航空运输GDP影响

  表２        航空运输对就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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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州路易斯韦尔的中心枢纽，面

积400万平方英尺，相当于80个足球

场的大小，投资总额超过了10 亿美

元。UPS为肯塔基州提供了2 万多个

工作机会，使公司成为该州最大的私

人雇主。同时，围绕着UPS的空港设

施，有90 多家大公司落户，创造了

13300个工作机会。

2.航空运输产生的中观影响——

产业层面

世界范围内，资源占有的区域性

特征显著。航空运输通过连接世界上

大城市的航线网络整合全球资源，从

而带动区域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布局的

变化。航空运输影响产业聚集范围更

广、聚集速度更快、聚集水平更高，高

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

和现代服务业更为发达。

根据航空运输对区域产业的吸引

和辐射程度，将产业布局对机场的依

赖程度称之为产业的航空枢纽指向性

强度，分析得到按产业航空枢纽指向

性强度的产业分类。

从航空运输前后向产业关联的角

度看，航空运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来

皆可成为全球市场的参与者，节约交

易费用。

(1)有利于外向型企业在区域布

局

珠三角地区在方圆不足200公里

的范围内分布着香港、广州、深圳、珠

海、澳门5个大型现代化机场，每天

有近2000个国际国内航班起降，机场

密度和航班量雄居亚洲之首，成为支

撑珠三角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特别

是投资200 亿元的广州新白云机场，

对广州、珠三角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经

济与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

意义。而它所依托的则是有4万多平

方公里土地、5000万人口和经济总量

占全国1 / 9 的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基

地，这里聚集了几万家外资生产厂

家，每年航空货物总量约500 万吨。

以上海虹桥和浦东机场为区域枢

纽，以南京和杭州机场为两翼，以宁

波、无锡、苏州、常州、南通等机场

为骨干的长三角“机场群”已成气候。

与珠三角机场群相同的是，长三角机

场群依托的也是一个强大的世界性制

造业基地，特别是进入“十五”时期

以来，以外商直接投资为驱动力，长

三角地区正在崛起为世界性的IT 产

品制造基地。而支撑这一重要变化的

基础就是长三角地区发达的航空网

络。

索尼爱立信公司选址北京市顺义

区主要原因就是便捷的航空运输和全

球可达的航线网络，因为索爱公司产

品出口部分全部采用航空运输，运力

要求基本为每天一架波音747 飞机，

价值约为300万美元/天。美国戴尔

公司来厦门建厂时提出条件，要保证

产品从厦门运往芝加哥只用36 小时，

只能空运。厦门市政府通过和民航总

局协商，在2003 年对新加坡航空开

放厦门的第五航权，最终促使戴尔在

源于以下特点:航线网络巨大的空间

辐射能力，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利用

优质资源提供平台，促进区域传统产

业的提升和高新技术、总部经济、旅

游休闲等产业发展；全球安全速达

性，航空运输在全球范围安全、快捷

的网络化运输是其他的交通方式无法

比拟的，随着全球低成本战略和柔性

生产方式的大量使用，高科技企业的

产品特征的变化，使得航空运输更能

为企业创造价值和降低成本，促进物

流、高新技术、会展、客户服务中心

的发展；航空运

输带来的巨大人

流、物流、信息

流、商流，在区域

范围内形成了流

量经济，通过经

济要素的重组、

融合，使各要素

的能量增大、能

级提高，从而促

进相关产业的发

展和相关服务功

能的增强，使得

区域产业能够脱

离资源禀赋，促

进了服务业、会

展业、物流业的发展。

3.航空运输产生的微观影响——

企业层面

发达的航空运输是企业发展的助

推器，能够把某一特定区域与全球市

场更高效地连接起来从而改善投资环

境提高竞争力。航空运输对企业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充分利

用航空运输的快捷性和便利性，保证

产品、原料、人员以及信息传送和运

输的及时性，降低物流成本，减少商

品流通费用，提高竞争力；利用产业

和要素的聚集优势，不同规模的企业

  表3            产业枢纽指向程度分类



4 7

QUYUJIAOTONG 区域交通

2 0 0 7 / 3

厦门建厂，并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

(2)促进临空经济的发展

美国戴尔公司8 5 % 的部件都是

在美国以外的城市生产销售和发展

的，企业大部分都建立在航空港周

边，无论从国家或国际的层面，使得

全球供应链更加紧凑，与顾客更加紧

密连接，这就是机场成为全球经济发

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临空经济就是依托于枢纽机场的

吸引力和辐射力，机场周边吸引直接

服务于航空运输业的相关产业和利用

航空运输优势的有关产业，最终形成

临空指向产业为主导、多种产业有机

关联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临空

经济区相比其他区域具有更加明显的

区位优势，往往最先参与国际分工，

接受全球性经济中心和市场中心的辐

射，并成为一般地区对外开放的桥梁

和跳板，而且能够以国际市场为导

向，加速与腹地经济的分工和协作，

形成不同层次的开放格局，推动腹

地经济素质的提高。

从上世纪80 年代起，世界上的

大型现代化机场，如爱尔兰香农机

场、美国达拉斯沃斯堡机场、韩国仁

川机场、丹麦哥本哈根机场等等，都

相继突破了传统的单一机场发展模

式，呈现出向多功能、多层次、综合

开发模式转变的趋势，充分利用航

空运输资源，把临空经济作为城市

发展的增长极。

根据航空运输对区域经济的辐

射能力和两者的互动影响，临空经

济的空间布局通常为圈层结构，即

在机场周边分为四个区：空港运营

区、紧邻空港区、空港相邻区和外围

辐射区。

空港运营区：空港区的范围通

  表4         国际案例：航空运输促进区域产业聚集 常在机场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空港

区是机场所在地区，包括机场的基础

设施和与空港运营相关的行业，如飞

机后勤服务、旅客服务、航空货运服

务等，以及航空公司的办事机构，是

直接服务于机场各方面的功能区。

紧邻空港区:紧邻空港区的范围

通常在机场周边的1～5公里范围内。

紧邻空港区主要是空港商业的活动地

区，主要布局有空港工业园区、空港

物流园区以及出口加工区等。另外，

航空从业人员的住宅等生活服务设施

也分布于这一区域。

空港相邻区:这一地区的范围通

常在机场周边的5～10 公里范围内，

或在空港交通走廊沿线15 分钟车程

范围内，主要发展航空公司总部，金

融保险机构和高科技产业，会展中

心，跨国公司的总部等等。

外围辐射区:这一地区的范围通

常在机场周边的10～15公里范围内。

临空经济的影响在这一区间将逐步衰

减收敛，形成临空区的空间边界。

21世纪是航空的世纪。航空运输

将全球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高速的交织在一起，成为国家和地

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全球广阔的

市场进行人员和商品交流的主要渠

道。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为

区域在全国甚至全球寻找市场机会和

资源支撑奠定了基础。因此，航空运

输不仅是一种运输手段，通过航空运

输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最大限度的利

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将成为未来全

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和主导模式。

大力发展航空运输，汇集国内、国际

城市的能量和活力，促进航空运输与

区域经济的动态交流，使其成为区域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对区域经济发

展和参与国际竞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