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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版重重庆庆起飞起飞
江北国际机场东航站区及第三跑道启用全接触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将来必成为
这座城市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2017
年8月29日，重庆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
将投用。

从此，江北国际机场率先成为中西部地
区三个航站楼、三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

拉开扩建的序幕

如果你熟知重庆这座城市的过往，那
么你就会明白，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的
投用，对于这座城市的意义——

1957年8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架班
机，从天津起飞经北京，最后降落在重庆白
市驿机场。

那是一件令人骄傲的往事。在新中国
首批开通的5条航线中，重庆占据了4条。
甚至可以说，重庆开创了新中国的航空史！

然而，在随后半个世纪中，重庆辉煌不
再。在2016年中国各大机场旅客吞吐量排
行榜上，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以3589万人次
位列全国第九，排在同为西部城市的昆明、
成都、西安之后。

而与此同时，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重庆砥砺奋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球影
响力迅速扩大。

2011年，重庆市GDP突破万亿大关；
此后的五年，重庆市GDP一直保持两位数
的增长，增速位列全国前列；对外贸易方
面，到2016年，重庆已连续六年引进外资超
过10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1000
亿美元，中西部地区领先。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西
部金融中心地位的凸显，都对重庆航空客
货聚散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机场扩能，
是重庆进一步扩大开放、做大城市经济的
当务之急。

谋定而动。
2010年，中国民航局与重庆市政府签

订加快重庆民航建设发展的会谈纪要；
2011年5月，民航局与重庆市政府召开了

促进重庆民航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第一次会
议；2011年12月23日，江北机场第三跑道
和东航站区工程奠基，扩建序幕正式拉开。

当代版“愚公移山”

T3A航站楼选址在一座小山上。
有意思的是，T3A 航站楼占地面积

16.9万平方米，而小山的占地面积为16万
平方米。

也就是说，要在此建航站楼，就要将这
座山夷为平地！

施工人员2013年3月进场，仅移走这
座山，开挖的土石方量就达到了200多万
方。而T3A航站楼要“向地下要空间”，于
是，施工人员又下挖了近百万方！

仅“移山”一项，就耗费了半年时间。
是时，在这个巨大的工地上，有30多台大型
机械同时作业。

T3A航站楼是球形网架结构，长1060
米、宽750米，单跨长约72米，所采用的单块
构件甚至长约200米，一榀网架单元就重达
430多吨。

为了便于构件的卸载和安装，T3A航
站楼甚至建了一条长达350米的“轨道”。
这也是西南地区最长的施工轨道。

2016年1月，寒气中和着丝丝暖意。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重庆。在这块火

热的开放热土上，他语重心长地说，重庆作
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区位优
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在国家区域发展和
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总书记还提出，重庆要“建设内陆国际物流
枢纽和口岸高地，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总书记给予重庆的新发展定位，不仅
是属于3300万重庆人共同的光荣，也是这
座城市长久的梦想！

殷殷嘱托，拳拳期望。内陆开放，机场
先行。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第三跑道

和东航站区工程攻坚克难、快马加鞭——
2017年5月15日，中国民航飞行校验

中心C680飞机在江北国际机场西跑道上
稳稳降落，第三跑道完成投产校验；

5月17日凌晨4点14分，四川航空一
架空客A320型客机平稳降落在江北国际
机场西跑道上，江北机场三条跑道过渡飞
行程序的真机试飞工作完成；

7月20日，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通
过行业验收，进入启用倒计时；

8月29日，重庆T3A航站楼和第三跑
道正式投用。

对外开放新引擎

从高空俯瞰，T3A航站楼——这座面
积达53.7万平方米的“超级工程”，仿似凤
凰于飞，翙翙其羽；H型的造型，寓意“两江
汇流”，暗合“一带一路”在此连接。

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投用，不仅是
重庆民航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也
为重庆洞开了一扇视野更广阔的开放之
门。

统计数据表明：自从1949年第一架喷
气式客机开航以来，全球商业航空运输量
已经增长了70倍。航空业对区域发展的重
要作用不言而喻。

2009年，重庆机场准备建设的第二条
跑道，初始设计长度是3200米。此时正值
重庆和惠普谈判的关键时刻。重庆希望惠
普能来渝建立笔记本电脑全球制造中心，
并以此吸引更多配套厂商，从而在重庆形
成一个世界级的笔电生产基地。

惠普高层的要求之一是：机场跑道必
须达到3600米。

原来，这一长度满足了波音747全货机
满载起降要求。惠普的产品从这条跑道起

飞，可迅速运往世界各地。于是，重庆立即
着手设计第二跑道，按照惠普的要求进行
了延长。

正是这短短400米的延长，大力助推了
重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庆的产业
结构调整带来契机——笔电产业从无到
有，到2016年底，重庆累计生产笔记本电脑
5842.2万台，这些笔记本电脑大量出口，销
往世界各地，全球新增笔记本电脑中，每3
台就有1台产自重庆！

按照重庆“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
基本建成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形成“畅
通便捷、互联互通、舒适安全、经济绿色”的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体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需要。

由此，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的投用，
其意义和价值可见一斑——按照设计方
案，重庆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110万吨、飞机起降37.3
万架次的要求。以T3A航站楼为依托，集
城际列车、地铁、长途换乘中心于一体，一
个综合交通枢纽正加速形成。

共享发展新机遇

放眼神州，重庆处在“一带一路”与长
江经济带“Y”字形大通道联结点上。以江
北机场为原点，以点串线，以线促面，可实
现西部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经
济互动；放眼西南，重庆是唯一集水、铁、
公、空为一体的城市，其电子信息、汽车、装
备制造等产业朝气蓬勃。

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投用后，江北机
场一举成为西部最大的机场及中国第四个
同时拥有三条跑道运营的机场。它必将引

领重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加速重
庆的产业结构调整，让重庆在创新发展、绿
色发展、开放发展的轨道上大步流星！成为
重庆转变发展方式、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
又一个重要载体！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目光敏锐的商家，早已瞄准商机，展开了布
局——

中国国航瞄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
将开通重庆至河内、万象、长滩（卡里波）、科
伦坡、加德满都、仰光和德里航线列上日
程。同时，该公司还将完善重庆至中国西部
航线，打造以江北机场为枢纽、国内干线、西
部支线为重点的国际国内中转体系；

海南航空则提出，在“十三五”期间，每
年将新增约10条国际（地区）航线，包括重
庆至纽约、莫斯科、墨尔本、宿务、札幌、大
阪、吉隆坡、沙巴等；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新机遇下，重
庆机场集团与新加坡樟宜机场管理投资公
司签约，合资成立商业管理公司。T3A航
站楼的商业项目，便由重庆与新方合资公
司运营；重庆华贸物流正紧锣密鼓地与新
加坡企业进行协商。该公司计划以“渝新
欧”铁路、江北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为依
托，链接东南亚、东北亚，打造一个全新的
物流运输体系……

可以预见，随着T3A航站楼和第三
跑道投用，开放资源要素将进一步加速向
重庆集聚，航空、物流、金融、会展等相关
产业也将进入爆发期。重庆，也将从此刻
起，飞向内陆开放新航程，为西部大开发，
乃至“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贡献
新的能量！

如何中奖：
完整阅读《重庆日报》有关机场T3航

站楼的所有版面，然后扫描下面二维码，进
入答题界面。回答四道关于T3航站楼的
问题并全部正确，您就获得了活动抽奖资
格。

奖品设置：
一等奖 精美茶具套装（2份）
二等奖 定制高级餐具套装（5份）
三等奖 定制卡通台扇（10份）
领奖地址：华南城华盛奥特莱斯小镇

巴南华府营销中心

读报有奖
扫描二维码读报答题有奖

8 月 29 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A 航站
楼和第三跑道将正式启用。

扶摇直上，牢牢托举腾飞梦；双臂一振，
稳稳放飞青云志。

从此，“巴渝神鸟”增添了崭新的翅膀；从
此，重庆改革发展有了强劲的升力。这意味

着，重庆民航发展翻开了崭新的
一页；也预示着，重庆的发展将

步入更加广阔且美好的未
来。

作为国家民航局和我市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的
重点建设项目，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东区扩建工程承载了
太多的期待和希望。对于重
庆这样一个内陆城市来说，
江北国际机场的升级扩容，

不仅是重庆民航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更
是为重庆“走出去”打开了一扇更大的开放大
门。

“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建
设内陆开放高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时的郑重嘱托，是我们要履行的责任和完
成的使命。重庆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
要，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
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重
庆要发挥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作
用，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就要积极完善各个开放平台，不断提
升重庆的开放水平。

新航站楼和新跑道的启用，就是让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在重庆落地生根，结出的
建设之果、管理之果、运营之果，是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的行动

证明。这是干出来的实绩，是把国家“十三
五”规划落实在重庆大地上的具体体现。
从此，江北国际机场将率先成为中西部地区
三个航站楼、三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更
大更完善的开放平台，有利于我市更好地落
实国家战略，为加快建设国际航空物流枢
纽、对外开放高地和口岸高地奠定基础；有
利于提升航空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全面推进
我市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有利于增强招商
引资和旅游开发吸引力，提升我市对外开
放水平。

比翼神鸟，展翅欲飞。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的重庆，正以更加开放的胸襟主动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正以更加自信的步伐迈向世
界。

起飞吧，新航站楼新跑道！腾飞吧，开放
的重庆！飞出新的速度，飞向新的高度！

腾飞吧！重庆
本报评论员

重庆机场建设

大事记

▲抽奖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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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

1966年

1990年1月

2005年
1999年

万州机场正
式动工。

T3A 航站楼和
第三跑道通过民航
行业验收。

江北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建成启
用 ，建 成 一条长
2800米跑道和1.6
万平方米的航站楼。

白市驿机场改
建工程动工，1968
年完成，可满足伊
尔-18型以下各类
飞机需要，客机坪能
同时容纳2架中型飞
机和4架小型飞机。

白市驿机场建
设正式开工，1939
年6月完工，拥有一
条长1150米、宽100
米的泥结碎石跑道。

重庆最早的机
场广阳坝机场开工，
并于年内建成。

1929年8月

2012年 8月，
江北机场T3A航站
楼及第三跑道工程
开工建设。

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开工。

2008年9月

黔江机场正
式开工建设。

2012年8月
2015年
巫山机场开工。

2016年
武隆机场开

工，“一大四小”机
场体系基本形成。

重庆起飞
本报记者 周季钢 陈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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