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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刚才几位嘉宾的演讲，让我感触颇深。作为地方政府，我们看到了通
用航空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在效应。今天，有机会和全球通航人士共
同交流学习，感到非常荣幸，真诚希望大家为我们正在探索的模式，提出
更好的意见。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旗
长——于伟东。我演讲的题目是《地方通航特色旅游模式探讨》，主要从
克什克腾旗旅游现状、低空旅游发展情况、通航特色旅游规划及未来愿景
等几个方面，和大家交流探讨。 



一、克什克腾旗旅游现状 

 

    克什克腾旗位于内蒙古东部、赤峰市西北部，地
处内蒙古高原与大兴安岭南端山地和燕山余脉七老图
山的交汇地带，总面积20673平方公里，总人口25.3万，
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居多数的地广人稀的少
数民族聚集区。  



        
               “克什克腾”系蒙

古语，汉译为“亲
兵”、“卫队”，这
里曾是元朝皇帝遴选
护卫之地和蒙古黄金
家族弘吉剌部的属地，
历史遗存应昌路为元
末和北元的首都；克
什克腾旗是中国历史
上北方著名的游牧经
济文化中心，出土文
物多属“红山文化”
与“夏家店文化”；
于清顺治九年（公元
1652年）建置，迄今
已有362年的历史。  



       克什克腾旗旅游资源富集，品位高，组合性强，除胡杨林外，
境内几乎囊括了内蒙古自治区所有的旅游景观类型，草原、森林、
沙地、湖泊、温泉、石林、岩臼、珍稀动植物、蒙古族风情、文物
古迹一应俱全。 
 



       拥有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
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
音敖包沙地云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桦木
沟国家森林公园、黄岗梁国际狩
猎场、乌兰布统国家风景名胜区、
鲁王城及金边堡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等9处世界级和国家级旅
游资源。 



           被誉为“内蒙古缩影”和“北
京御花园”；是“中国优秀旅游目
的地”、“中国旅游强县”、“国
家级旅游服务标准化示范旗”、
“全国摄影创作基地”、“中国温
泉之乡”、国土资源科普和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基地、中国飞行大会永
久举办地。2013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3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
亿元。 



           传统旅游资源的利用，一方面以风景名胜为强有力的
吸引点留住游客；另一方面通过打造集散服务中心，为游
客提供更多的便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更多途径，深入挖
掘旅游文化内涵和价值所在——即在突出草原文化禀赋和
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新兴旅游业态，推动旅游
业提档升级，这也是我今天和大家探讨的内容之一。 



    （一）相关概念。 

    1.低空空域。2010年国家颁布了《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
意见》，提出逐步开放一些区域的低空，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和
实际需要具体划设，但需要经过报批方可执行。低空空域分为管制空域、
监视空域和报告空域三类，其中报告空域为目前相对开放的空域，每次飞
行只要事先报备，确保能让雷达看见、联系上，就可以不需审批。 

         

二、低空旅游发展情况 



             2.通用航空。通用航空的经营
范围主要包括公务飞行、私用飞行、
飞行员训练、体育与娱乐飞行、空
中出租、农业、建筑、摄影、勘探、
观测与巡逻等航空作业以及搜寻与
救援等特殊飞行。通用航空主要是
在距离地面约3000米以下的低空空
域飞行。 

 
       3.低空旅游。低空旅游主要

是指利用直升机、水上飞机、动
力伞、三角翼、热气球等低空交
通工具，在低空空域参观游览景
点的立体旅游方式。低空旅游直
接推动的或许是“国内航空热”，
而间接推动的则是快速迎来中国
通用航空产业的“春天”。随着
低空空域的开放，从通用飞机的
硬件维修、管理人才培训、飞行
员培养，到运营基地建设、低空
旅游市场开发，一个新产业链正
在形成。 



           低空旅游具有以
下几个特点： 

           一是方便快捷。
低空旅游航线一般以
直线飞行为主，缩短
了旅游者途中的耗费
时间。同时，由于通
航飞机起降方便（数
十平方米的平地就可
以作为起降平台），
可以快速穿梭于出发
地和目的地之间，在
节约时间的同时，减
少了旅游者的经济耗
费和体力耗费。 



 

           二是受地形条件限制少。通航飞机在空中活动范围非常大，从低
空数十米至中空三四千米均是理想的飞行空间，摆脱了高山、大川等
“障碍物”的束缚，把旅游者的视角从通常的平视和仰视中解脱出来；
乘坐民航飞机出行，一般在空中只能看到蓝天和白云，而对于通航类
飞机，只要天气条件许可，即可根据旅游者的要求来控制飞行高度，
甚至还可以悬停在距离地面数十米、数百米的高度，使旅游者能够从
一个崭新的视角俯看风景。另外通航类小飞机还可以将旅游者的“触
角”延伸到更广阔、更神秘的空间。 



             
            三是对周围环境影响小。发展

低空旅游既不需要建设民用飞机起
降所必需的数千米跑道和大型停机
坪，也无需像发展汽车、火车运输
那样绵长的公路和铁路。不仅投资
小、使用土地少，而且对于地表的
植被不会有太大破坏。欧美很多国
家正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放弃了在生态脆弱地区修建便捷的
地面交通设施，转而发展低空旅游。 

            四是一机多用，利用率高。景
区有淡季和旺季之分，鉴于多数通
航类飞机具有一机多用的特点，旅
游淡季可根据地域特点用于森林防
火、物资运输、农林喷洒等业务，
旅游旺季可根据客源情况组织飞行，
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率。 



         （二）低空旅游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通航发展政策支持力度空前，改革步伐不断加

大，现已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内容。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重要方向，低空旅游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国内开展低空旅游的地区已达20个，知名度较高的是北京、
天津、三亚和昆明。 

      海南、河北、山东、沈阳等地也相继成立了通用航空公司，
少数地区还建设了通用机场，在克什克腾旗的桦木沟国家森林
公园，我们也按照1A跑道规格建设了通用机场跑道。 

北京 我国首个低空旅游示范基地 

天津 最大众化的直升机观光飞行体验区 

三亚 国内首个行业认可水上飞机中心 

昆明 空中鸟瞰滇池美景中心 



           三、地方通航特色旅游模式探讨 

      尽管各地对低空旅游都有了初步认识，但不得不承认，低空旅游在中国刚
刚起步。今天，我主要谈的是通航特色旅游模式。结合克什克腾旗当前旅游发
展情况谈几点浅显的认识，也希望能和大家共同研究探讨。 

      （一）地方通航特色旅游模式简论。 
       2013年7月份，中国AOPA飞行大会在克什克腾旗隆重举行，现场近百架通用

航空器密密麻麻地一字排开，即使现场下着大雨，也没能影响全国各地旅游者前
来观看。为期三天的飞行表演和体验飞行，让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一下子热闹起
来。这一点，让我颇为震惊。今年7月份，飞行大会如期举行，全国各地飞行爱
好者带着自己的飞行器，或表演、或飞行训练，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今天，为什么在这里我没有谈“低空旅游”，而是用“通航特色旅
游”，一方面因为低空旅游的界定相对狭隘；另一方面从近几年中国
AOPA飞行大会的举办情况看，确实让我们对“通航特色旅游”有了一
定的认识和了解。 

      所谓“通航特色旅游”模式，我作一个简单的概括，那就是充分利
用当地的旅游、环境、休闲等资源基础，以观光游览、航空运动、飞
行体验、执照培训等通航旅游项目为载体，带动当地服务业、建筑业、
文化创意等关联产业发展，提升当地品味、增添发展亮点的一种模式。
如果能够盈利，那应该是一种很好的经济模式；如果看不到赢利点，
只能称之为一种探索中的模式。 



           众所周知，旅游经济的增长，首要是游客数量的增加。而游
客数量增加的前提，是要有更多的人了解当地的旅游资源。克什
克腾旗人民政府在与中国AOPA深入合作之初，就针对如何加快转
变旅游业发展方式作了深入调查研究。在和中国AOPA接洽和熟识
后，协会给予了我们很多新的启发。目前，在加快转变旅游开发、
消费、服务方式等方面达成了以下共识：一是要继续深化草原观
光体验模式；二是要渗透通用航空主题体验。而今天我重点要和
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通用航空特色旅游概念的引入。这对一个正
在蓄势待发的旅游地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特色和亮点。 



           在通用航空发展成熟的
国外，通航特色旅游、通用
航空会展、人才培训等市场
尽管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但
其规模均在百亿美元左右。
国外的通航技术已相对成熟，
尽管其发展模式不能照搬，
但其规模和前景让我们对这
一特色概念的引入更有信心。 



           可以说，打造智慧旅游一直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低空旅游应
该算是智慧旅游的一种模式，但如果仅单纯运作低空旅游、开发
低空旅游线路，对于幅员辽阔的克什克腾旗来说，并不是最明智
之举。我们的初步设想是：把通用航空特色纳入克什克腾旗传统
旅游范畴。一方面加强对传统旅游模式的改造，即在传统观光旅
游模式中融入休闲度假产品；另一方面让更多的通航资源介入，
使旅游产业与通航产业紧密结合，推动形成跨领域、跨行业的资
源立体整合圈。 



    （二）通航特色旅游规划及未来愿景。 
    去年和今年的7月份，在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连续举办两届的
中国AOPA飞行大会，让更多的飞行爱好者了解认识到，在克什克腾
旗有一片良好的报告空域。随着中国AOPA飞行大会永久会址的落地，
让我们对通航特色旅游有了进一步的战略规划。 
    首先，强大的基础建设是发展通航特色旅游的根基。由协会指
导投建的中国AOPA北方活动基地规划占地面积约450亩，机场跑道
按照1A跑道标准铺设，北京军区空军在这一区域为通用航空的发展
而划设了3万平方公里的报告空域，该基地除用于举办飞行大会之
外，还可用于会员培训、训练。在飞行大会体验季，游客可以在教
练的陪同下亲自驾驶小飞机，低空鸟瞰草原风光。 



      其次，打造相对成
熟的低空交通服务网络
体系是发展通航特色旅
游的根本。未来3—5年，
克什克腾旗将继续建设
通用航空机场和飞行基
地。作为通航特色旅游
的探路者，我们希望借
此打造一个相对成熟的
低空交通服务网络体系。 



 
            还有一点，也在整体规划范畴之内，即目前大家都在议论的“航空小

镇”。为延长游客的驻留期，我们希望建设一个商业中心区，提升游客的聚
集数量。我们所说的商业中心区不同于大城市的商业中心，而是集散服务中
心的升级版。当然，因为中国通航文化还在普及中，“航空小镇”的筹建，
不应是单纯的一条跑道、几架直升机、几栋别墅，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房地
产；而是既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又为中国通航发展提供契机的小镇，是让普
通百姓爱上飞行、让飞行爱好者聚集的最佳平台。我们设想从航空文化科普
入手，每年举办一次飞行大会，大力推广静态展示、航空表演、体验飞行等
模式，让执照培训、租赁销售、托管维修等业务逐步渗透融合，并以此为基
础，打造“航空小镇”。 



           克什克腾旗的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与瑞士达沃斯纬度大体相
同，气候条件、自然风光如出一辙，这为我们引入特色建筑群提
供了良好基础；另外克什克腾旗拥有良好的空域资源，这是先决
条件，即飞行器在这个地方可以飞上天。在提升传统旅游的同时，
我们将“航空小镇”的概念提出来，也要感谢中国AOPA把桦木沟
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国飞行大会的永久会址。通过这个平台，每
年我们可邀请全球各地的飞行爱好者携带自己的飞行器，到此进
行飞行表演和飞行训练。 



          总体上看，通航特色旅游以其自然资源需用度较小的优势，
迎合了旅游与生态和谐发展的需求，对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产
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下一步，我们将会利用通航旅游这个
概念，继续深化飞行体验，着力建设特色航空小镇，并以此提升
克什克腾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效拉动餐饮、住宿、娱乐等
相关领域消费，为打造全国草原地质文化旅游和休闲养生基地贡
献力量。 



                我们相信，几年后，大家再去克什克腾，一定会有
全新的感受。感谢国际AOPA、感谢中国AOPA，感谢在座
各位的聆听！ 



谢 谢 大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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