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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临空经济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临空经济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临空经济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临空经济行业

的现状、中国临空经济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临空经济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临空经济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临空经济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临

空经济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部分 临空经济产业环境透视

 

    第一章 临空经济基本概述

 

    　　第一节 临空经济概念界定

 

    　　　　一、临空经济

    　　　　二、临空经济区

    　　第二节 临空经济空间与产业结构

 

    　　　　一、临空经济空间结构

    　　　　二、临空经济产业结构

    　　第三节 临空经济发展阶段分析

 

    　　　　一、初创阶段分析

    　　　　二、成长阶段分析

    　　　　三、成熟阶段分析

    　　第四节 临空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临空经济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1、《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解读

    　　　　　　2、《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解读

    　　　　　　3、《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解读

    　　　　二、临空经济发展经济环境分析



    　　　　　　1、全球经济环境分析

    　　　　　　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析

    　　　　　　3、中国工业运行情况分析

    　　　　　　4、中国服务业发展情况分析

    　　　　　　5、中国进出口情况分析

    　　　　三、临空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分析

    　　　　　　1、旅游需求的多样化促进了临空经济的发展

    　　　　　　2、商务旅行的出现是临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3、居民工作地点和居住环境的变化对临空经济有较大需求

   

  第二章 临空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第一节 国际民航发展概况

 

    　　　　一、国际民航发展现状分析

    　　　　二、国际民航的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三、国际枢纽机场形成条件与作用

    　　　　四、国际主要枢纽机场分析

    　　　　五、国际枢纽机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国际临空经济发展概况

 

    　　　　一、临空经济发展历程回顾

    　　　　　　1、雏形时期&mdash;&mdash;以香农自由贸易区建立为标志

    　　　　　　2、成长时期&mdash;&mdash;以制造业发展为主的阶段

    　　　　　　3、繁荣时期&mdash;&mdash;综合功能发展阶段

    　　　　二、临空经济区域发展分析

    　　第三节 国际临空经济发展模式分析

 

    　　　　一、国际临空经济产业类型

    　　　　二、国际临空经济发展类型

    　　　　三、国际临空经济发展模式

    　　　　四、国际临空经济开发模式



     　　第四节 国际成熟临空经济区发展与模式分析

 

    　　　　一、美国丹佛机场

    　　　　二、荷兰史基浦机场

    　　　　三、法国戴高乐机场

    　　　　四、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五、德国不莱梅机场

    　　　　六、爱尔兰香农机场

    　　　　七、日本关西国际机场

    　　　　八、韩国仁川机场

    　　　　九、中国香港国际机场

    　　　　十、新加坡樟宜机场

    　　第五节 国际临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一、国际临空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

    　　　　二、国际枢纽机场枢纽化进程的经验借鉴

   

  第三章 中国临空经济发展基础分析

 

    　　第一节 中国民用航空业务规模分析

 

    　　　　一、民航业务总规模分析

    　　　　　　1、2017-2021年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分析（年度）

    　　　　　　2、2017-2021年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分析（月度）

    　　　　　　3、国内/国际航线运输总周转量分析

    　　　　二、民航客运能力分析

    　　　　　　1、2017-2021年民航旅客周转量分析

    　　　　　　2、2017-2021年民航旅客运输量

    　　　　　　3、2017-2021年国内/国际航线客运能力分析

    　　　　　　4、2017-2021年机场旅客吞吐量及结构分析

    　　　　三、民航货运能力分析

    　　　　　　1、2017-2021年民航货邮周转量分析



    　　　　　　2、2017-2021年民航货邮运输量

    　　　　　　3、2017-2021年国内/国际航线货运能力分析

    　　　　　　4、2017-2021年机场货邮吞吐量及结构分析

    　　第二节 中国民用航空保障能力分析

 

    　　　　一、民用机场分析

    　　　　　　1、民用机场发展现状调研

    　　　　　　2、民用机场存在问题

    　　　　　　3、指导思想、目标、原则

    　　　　　　4、民用机场功能定位

    　　　　　　5、民用机场区域分布结构

    　　　　　　6、民用机场布局方案

    　　　　二、民用运输机队分析

    　　　　三、民航保障起降架次分析

    　　　　四、民航服务网络分析

    　　第三节 中国民用航空服务质量分析

 

    　　　　一、民航航空安全分析

    　　　　二、民航航班正常率分析

    　　　　　　1、平均航班正常率分析

    　　　　　　2、航班不正常原因剖析

    　　　　三、民航航班效率分析

    　　　　　　1、民航载运率分析

    　　　　　　2、民航客座率分析

    　　　　　　3、民航飞机利用率分析

    　　第四节 中国民用航空投资与运营效益分析

 

    　　　　一、民航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二、民航运营效益分析

   

  第二部分 临空经济产业前景展望

 



    第四章 中国临空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展望

 

    　　第一节 中国临空经济发展概述

 

    　　　　一、中国临空经济发展历程分析

    　　　　二、中国临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表现形式

    　　　　　　1、临空经济发展需要的条件

    　　　　　　2、临空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

    　　　　三、中国临空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1、临空经济正在我国一些地区的核心城市中蓬勃兴起

    　　　　　　2、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临空经济的发展

    　　　　　　3、临空经济正在吸引五大产业

    　　　　　　4、各地临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5、临空经济发展尚起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四、中国临空经济发展产业效应

    　　　　　　1、空港枢纽功能的完善效应

    　　　　　　2、区域产业的高级化演进效应

    　　　　　　3、城市空间布局的优化效应

    　　　　　　4、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平台效应

    　　　　　　5、能够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就业效应

    　　　　五、中国临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国内外临空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一、区内产业临空指向性相对不足

    　　　　二、临空经济区内的科研机构相对不足

    　　　　三、对于临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很少

    　　　　四、我国的临空经济规划还需加强

    　　第三节 中国临空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构建

 

    　　　　一、中国临空经济区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1、从机场的角度分析

    　　　　　　2、从企业的角度分析



    　　　　　　3、从临空产业的角度分析

    　　　　　　4、从政府的角度分析

    　　　　二、中国临空经济区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1、政府主导制定临空经济区发展规划

    　　　　　　2、优选产业并吸引产业集聚

    　　　　　　3、提高临空经济区的软、硬环境水平

    　　　　　　4、通过创新提高临空经济区发展层次

    　　　　　　5、协调好临空经济各地区及部门关系

    　　第四节 中国临空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一、临空经济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二、临空经济区将呈现环形与辐射相结合的综合交通网络

    　　　　三、临空产业将呈现圈层结构的空间布局模式

    　　　　四、临空经济区将成为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平台

    　　　　五、临空经济区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六、临空经济将对欠发达地区呈现出显著的拉动作用

    　　　　七、临空经济区将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主导环节

   

  第三部分 临空经济产业运营发展分析

 

    第五章 中国临空经济发展模式与案例分析

 

    　　第一节 从建设模式角度分析

 

    　　　　一、综合经济区模式

    　　　　二、航空城模式

    　　第二节 从产业发展角度分析

 

    　　　　一、多种产业并进，集群式模式

    　　　　二、服务业主导模式

    　　　　三、航空产业主导模式

    　　　　四、高轻产品制造业主导模式



    　　第三节 从空间布局角度分析

 

    　　　　一、圈层结构模式

    　　　　二、扇形结构模式

    　　　　三、&ldquo;双核双圈&rdquo;结构模式

    　　　　四、棒棒糖结构模式

    　　第四节 从扩展方式角度分析

 

    　　　　一、渐进式发展模式

    　　　　二、跳跃式发展模式

    　　　　三、更新式发展模式

    　　第五节 从主导形式角度分析

 

    　　　　一、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二、机场（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三、政府和机场（企业）共同主导的发展模式

   

  第六章 中国重点临空经济区运营发展分析

 

    　　第一节 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

 

    　　　　一、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发展基础

    　　　　　　1、北京市经济发展分析

    　　　　　　3、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发展优势分析

    　　　　二、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发展历程

    　　　　　　1、第一个阶段&mdash;&mdash;萌芽阶段

    　　　　　　2、第二个阶段&mdash;&mdash;成长阶段

    　　　　　　3、第三个阶段&mdash;&mdash;发展阶段

    　　　　三、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规划状况分析

    　　　　　　1、首都临空经济区的功能定位

    　　　　　　2、首都临空经济区的战略目标

    　　　　四、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重点产业



    　　　　　　1、重点产业选择的指导思想

    　　　　　　2、重点产业选择的原则

    　　　　　　3、重点产业选择方向

    　　　　　　4、航空类产业的发展思路

    　　　　五、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功能布局

    　　　　　　1、机场东侧的产业空间布局

    　　　　　　2、机场西侧的产业空间布局

    　　　　　　3、机场南侧的产业空间布局

    　　　　　　4、机场北侧的产业空间布局

    　　　　六、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发展存在问题

    　　第二节 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一、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发展基础

    　　　　　　1、上海市经济发展分析

    　　　　　　2、上海市临空经济发展优势分析

    　　　　二、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规划状况分析

    　　　　三、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重点产业

    　　　　四、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功能布局

    　　　　五、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发展成效

    　　第三节 武汉临空经济区

 

    　　　　一、武汉临空经济区发展基础

    　　　　二、武汉临空经济区规划状况分析

    　　　　三、武汉临空经济区重点产业

    　　　　　　1、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

    　　　　　　2、积极发展的优势产业

    　　　　四、武汉临空经济区功能布局

    　　　　　　1、临空经济核心区的功能布局

    　　　　　　2、临空经济聚集区的功能布局

    　　　　　　3、临空经济辐射区的功能布局

    　　　　五、武汉临空经济区建设措施

    　　　　　　1、构建发展平台，完善运作模式



    　　　　　　2、坚持规划先行，合理有序开发建设

    　　　　　　3、强化政策支撑，创造发展环境新优势

    　　　　　　4、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综合服务功能

    　　第四节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一、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发展基础

    　　　　　　1、郑州市经济发展分析

    　　　　　　2、郑州市临空经济发展优势分析

    　　　　二、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建设过程

    　　　　三、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重点产业

    　　　　四、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功能布局

    　　　　　　1、功能分区

    　　　　　　2、定位

    　　　　　　3、布局

    　　　　五、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发展成效

    　　第五节 重庆空港新城

 

    　　　　一、重庆空港新城发展基础

    　　　　　　1、重庆市经济发展分析

    　　　　　　2、重庆市临空经济发展优势分析

    　　　　二、重庆空港新城规划状况分析

    　　　　　　1、战略定位

    　　　　　　2、发展目标

    　　　　　　3、建设范围

    　　　　　　4、投融资体制

    　　　　　　5、运作模式

    　　　　　　6、支持政策

    　　　　三、重庆空港新城重点产业

    　　　　　　1、发展壮大航空等运输及配套产业

    　　　　　　2、培育以空港物流为主的现代物流

     　　　　　　3、大力发展国际商务业

    　　　　　　4、大力发展宾馆会展业



    　　　　　　5、大力发展生态宜居产业

    　　　　　　6、着力打造短时旅游业

    　　　　四、重庆空港新城功能布局

    　　　　　　1、建设国际商业门户枢纽机场，铸强航空枢纽

    　　　　　　2、着力打造西部铁路枢纽，实现空铁无缝对接

    　　　　　　3、构建以机场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络

    　　　　　　4、构建城市轻轨交通网络，畅通&ldquo;港城&rdquo;联系

    　　　　　　5、建设&ldquo;两港&rdquo;快速通道，配套服务寸滩港发展

    　　　　　　6、建设公交换乘枢纽，增强机场辐射带动作用

    　　　　五、重庆空港新城建设措施

    　　　　六、重庆空港新城发展成效

    　　第六节 杭州萧山空港经济区

 

    　　　　一、杭州萧山空港经济区发展基础

    　　　　二、杭州萧山空港经济区规划状况分析

    　　　　三、杭州萧山空港经济区重点产业

    　　　　四、杭州萧山空港经济区功能布局

    　　　　五、杭州萧山空港经济区发展成效

    　　第七节 昆明空港经济区

 

    　　　　一、昆明空港经济区发展基础

    　　　　二、昆明空港经济区规划状况分析

    　　　　三、昆明空港经济区重点产业

    　　　　四、昆明空港经济区功能布局

    　　　　五、昆明空港经济区发展成效

    　　第八节 成都双流临空经济区

 

    　　　　一、成都双流临空经济区发展基础

    　　　　二、成都双流临空经济区规划状况分析

    　　　　三、成都双流临空经济区重点产业

    　　　　四、成都双流临空经济区功能布局

    　　　　五、成都双流临空经济区发展成效



    　　第九节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城

 

    　　　　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城发展基础

    　　　　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城规划状况分析

    　　　　三、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城重点产业

    　　　　四、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城功能布局

    　　　　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城发展成效

    　　第十节 广州花都空港经济区

 

    　　　　一、广州花都空港经济区发展基础

    　　　　二、广州花都空港经济区规划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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