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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即将结束的 2009 年，对中国机场业整体来说，可以说是运量增长逐步恢复下变

革的思潮涌动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以历时 8 年终于颁布实施的《民用机场管理

条例》为标志，我国机场企业面临的行业环境、政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导致了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机场企业自身对机场和机场企业定位的

认识的变化，从而使得对我国机场的管理体制的思考和变革前所未有的紧迫。这

一次变革的方向，直接触及机场行业发展的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机场的定位，

机场与各级政府的关系以及机场的管理模式转型。可以预见，这一次机场业变革

的方向和深度，可能形成自 2002 和 2003 年民航机场属地化以来中国机场行业发

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不容质疑的是，这场变革的进程可能更长，难度可能更大，

触及的利益关系可能更广泛和深入。 

 

本文是在机场业面临新一轮变革的背景之下，对国外机场业的管理模式的观察和

思考，包括了对全球机场业私有化发展到今天，在政府关系、行业发展和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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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的特点和共性的分析和思考，旨在为我国机场业管理模式的变革和发展方向

提供参考。 

 

 

一． 全球机场业管理模式概览 

 

1.1 机场管理模式分类 

 

国际民航组织（ICAO）颁布的《机场经济学手册》1中，根据世界各国机场业的

管理和改革实践，总结汇总了全球机场业的各种组织管理形式，包括： 

（1） 通过政府实体直接控制和管理，比如通过某一民用航空管理局，某一政

府部门，或某一地区或市级政府，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所有政府运营

的模式。 

（2） 通过自主的机场实体经营和管理，比如通过拥有财务和经营自主权的政

府机构，或通过某法定机构的规定设立的自主权公司，或者按公司法成立的

公司来行使。这种模式，涉及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包含私有化后私有资本控

股的运营模式。 

（3） 通过多目的的实体运营，比如将机场设施与一种或多种运输模式的设施，

包括港口、铁路、公路、隧道等设施纳入同一实体运营和管理。这种模式在

国际上比较少见。 

（4） 私人参与或私人介入机场的所有权和经营。这是相对于公有股权或私有

股权对机场设施和服务享有完全所有权或过半数所有权而言的形式，可表现

为管理合同、租赁或私有利益对机场股本的少量参与的形式。是在世界机场

业普遍进行私有化的过程种形成的私人参与的各种形式的总称。 

 

ICAO 的分类基于对机场设施和所提供的服务的股权和运营权的实际控制关系。

事实上，通过对全球各国机场管理模式的考察表明，虽然私有化已经成为行业的

普遍趋势，不同国家的管理模式间在政府参与、政府控制、政府监管的范围和程

                                                             
1
 ICAO DOC9562《机场经济学手册》第二版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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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在行业实践中，经过不断的变革，世界主要航空国家和地

区的机场系统的管理模式涵盖了全面的将机场企业的所有权全部转让给私有利

益的完全私有化（如英国 BAA），私人资本参与政府拥有和运营机场的私人参与

模式（如美国模式），乃至完全由政府机构或政府拥有的公司企业拥有和管理的

公有化模式，如香港和新加坡。新加坡民航局曾经代表了与 BAA 完全不同的典

型的政企合一模式，但是经过近期的改组，通过重组成立的新加坡机场集团负责

樟宜国际机场的管理，走上了公司化运营的道路。因此，全球机场业的管理模式，

完全可以归类并入 ICAO 的上述分类的任何一项下。  

 

鉴于业界关于各国机场管理模式的研究甚丰，本文无意一一描述所有国家的管理

模式和管制政策，而是选择了政府所有，私有化进程缓慢推进的美国，产权私有

化最彻底的英国，介于两者之间，采用长期租赁并实施“轻管制”的澳大利亚，

以及曾经代表政企合一的典型，2009 年刚刚完成了公司化改制的新加坡，尝试

深度考察和思考其中所体现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包括： 

（1） 政府关系，包括国家（民航局或交通部）与行业发展和管理的关系，地

方政府与所属机场的关系及两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 

（2） 管理模式与运量的关系：管理模式的选择在不同运量机场间是否有所不

同？ 

（3） 管理型和经营型的实质 

（4） 同时，对这些国家机场业管理模式的发展现状,最新变革或由此体现的变

革趋势也有涉及。 

 

1.2 对全球主要国家机场管理模式的观察 

 

1.2.1 美国机场管理模式：地方所有，政府授权独立经营，非企业、非营利

性服务，“管理型”特征显著，私有化的进程缓慢，步骤谨慎 

 

根据国际机场协会（ACI）数据，美国几乎所有的商业机场都是政府所有，由政

府或政府创办的当局，比如机场当局或港务局直接运营和管理（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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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X：美国商业机场的所有权状况 

所有者和运营方 占美国商业机

场的比例 

举例 

市政府（City） 33％ Atlanta、Austin 等 

郡政府（County） 15％ Fort Lauderdale、 Las Vegas 等 

州政府（State） 7％ Honolulu、Anchorage 等 

港务局（Port Authority） 9％ New York City 和 Oakland 

机管局（Airport Authority） 30％ 华盛顿 Reagan National、Dulles 和

Nashville 等 

其他（Others） 6% Dallas/Fort Worth（由达拉斯市和福特沃斯

市共同拥有）；Monterrey, Calif（由地方

的特别税务管理局拥有） 

资料来源：http://aci-na.org/index/ownership_primer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所有权与经营管理都下放“地方”，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的职责主要是负责航空安全、运行标准、航空技术发展、空域管理等事务，确保

美国航空运输体系的安全和高效。其管制重点，在于公共利益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国家航空运输体系的机场的战略性发展目标能否获得保证。这一管制目标，在

FAA推行的美国的机场私有化的Pilot Program的基本原则和程序要求中得以充分

体现。 

 

地方政府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机构，比如机场当局（Authority）或者机场管理委员

会（Airport Commission 或者  Board）等，负责所拥有之机场的监督和管理。这

些专门机构各自的所有活动根据专门的地方立法而进行，相对于当地政府，具有

非常明显的独立性，无需在行政程序或者经济关系等方面受政府的审批或者其他

形式的干涉，类似于事业化的管理机构。机场局当局（Authority）或者管理委员

会（Commission or Board）所行使的是机场政策（如发展目标、经营宗旨、收费

政策等）的制定和执行（Enforcement) 、经营决策（建设计划、融资举债等）的

审批、重要人员的任命、以及监督的职能；经营管理人员拥有非常充分和不受干

涉的经营自主决策权。 

 

此外，地方政府不从地方财政中为机场的建设、发展或者营运拨款，机场所获得

的经营收入不得进入地方财政，而是全部用于机场本身的运行和发展。如果出现

http://aci-na.org/index/ownership_pr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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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也就是结余，多数机场则根据与承运人的设施使用及服务保障合同返

还承运人。因此，美国机场的“公益性”特征最为明显，而且与公益性和非营利

机构的性质相适应，机场一般不缴纳土地使用税、地方税等。而机场的建设和发

展需要的资金，除了机场收入外，主要通过免税的债券融资、征收旅客设施费

（PASSENGER FACILITY CHARGE）及其他的一些政府拨款（GRANTS）获得。 

 

但是，一个机场盈利和融资能力大小的必然要以航空运量的大小为基础，在美国

航空性收入和非航性收入之和在大、中、小三类枢纽机场中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

高达 76%、73%和 62%，因此这些机场经营收益能力高，往往信用评级较高，通

常运用借贷的方式满足资金需求。非枢纽和非主要商业机场因为收入来源有限，

通常无力偿付借贷资金，因此，政府补贴成为这一类机场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中

包括 FAA 管理得机场发展项目 AIP（Airport Improvement Program）及其他一

些财政补贴形式。 

 

尽管美国的机场的“公有制”特色显著，但实际上，除了土地以外，私人资本对

机场管理和运营得其他方面的参与非常普遍，几乎涉及机场规划、设计、融资、

运营、定价等的各个方面。比如 ALBANY， BURBANK，TETEBORO 和 ATLANTIC CITY

等一些较小型的机场，就是通过管理合同由私人资本负责经营管理。再如 BAA

不但为 BOSTON 和 PITTIBURG 的机场提供商业零售服务，还与 INDIANAPOLIS 机

场有管理合同。纽约 JFK、芝加哥 O‘HARE 机场、底特律等机场的航站楼则由私

人资本投资兴建。其中由主要的航空公司投资建设并拥有航站楼的情形也较为普

遍。机场的地面服务或其他服务也大多数由航空公司或其他私人公司进行。 

 

因此，在美国机场的管理模式下，机场当局（或“管理委员会”）参与的方面基

本局限于航空性设施和服务方面（类似我们所说的“航空性业务”），管理结构

相对欧洲机场简单，运营成本也相对较低。而特许经营和专业化服务则被大量引

入。美国机场因此“管理型”的特征最为突出。此外，运量占主导地位的航空公

司在机场的发展和投资事项中，拥有较强得议价权，这使得机场的“垄断”地位

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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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美国主要商用机场的私人参与或介入模式 

参与方面 参与模式 说明 

扩建规划 政府、私人 

政府牵头，但私人资本通过提供融资或租赁协议中的

“大多数利益”条款（Majority- in- interest Clauses ）

体现其意志 

项目设计 大多数为私人 航空公司和用户通常对机场的功能设计有重大的、决

定性的影响，并通过专业顾问公司得以体现 

融资 大多数为私人 政府资金和私人融资的结合。通常很大比例来源与资

本市场的债券融资。运量越低的机场，对政府财政支

持的依赖越重，大中型机场则主要靠市场方式融资 

设施经营 大多数为私人 设施的经营和管理大部份由航空公司和其他第三方专

业机构进行 

服务定价 政府、私人 通过与主要用户协商确定，价格的上调受到法规限制 

服务的可提供性 政府、私人 原则上设施和服务向所有合法用户开放，但实际上受

到拥有设施控制权的主要航空公司和其他第三方的限

制 

物业权 政府 市政或地方政府拥有 

来源：FAA 

 

联邦政府 1996 颁布 REAUTHORIZATION ACT，授权 FAA 推行美国机场私有化

（AIRPORT PRIVATIZATION PILOT PROGRAM），初衷是为了拓展机场的融资渠道。

当时允许不超过 5 家向公众开放使用的机场申请私有化，要求其中只能有一家大

型枢纽机场且必须含一家通用机场。商用机场只能采取租赁形式，而通用机场可

以采取所有权转让和租赁形式。被批准的机场允许向政府申请资助，征收旅客设

施费（PFC，Passenger Facility Charge）。而在获得主要航空公司2的同意的前提

下，可以将经营收入用于非机场目的。FAA 则根据法案，对机场和私有资本的

从 9 个方面进行审查3，比如： 

（1） 机场将持续非歧视性地向公众服务 

（2） 承租方或购买方破产等情形将不影响机场的持续经营造成 

（3） 承租方或购买方将保证对机场设施的维护、发展和优化进行资本性投入，

并向 FAA 提交资本计划 

（4） 机场收费的增长幅度不得高于物价上涨，除非价格上涨获得了使用该机

                                                             
2
 指占该机场总运量 65%或以上的航空公司 

3 FAA,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status of the Airport Privatization Pilot Program, Au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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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主要航空公司的同意 

（5） 对通用航空活动的收费增长幅度不得高于对航空公司的收费增长幅度 

 

其他的审核条件还包括航空安全、噪音、环境保护、集体劳动合同等。 

 

可见，FAA 的监管重点在于航空服务的持续性，设施发展、价格和公平性、安全

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但是，尽管 1997 年便颁布了私有化方案，美国机场业私有化进程至今发展缓慢，

无论航空公司还是机场，推动私有化的的呼声并不高，申请参与 PILOT PROGRAM

的机场也寥寥。这其中，有行业大环境的原因，比如 2001 年的 9.11 事件对航空

运输的影响和去年 9 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但恐怕与美国机场的大部份经营业务已

经市场化和航空公司在机场重大决策中已经获得重要的话事权密切相关。 

 

表 X：美国 Airport Privatization Pilot Program 进展状况 

申请机场 机场类别 进程 说明 

芝加哥 MIDWAY 大型枢纽 2008 年 10 月递交

最后申请，私有化

进行中 

2008 年 10 月已宣布温哥华机场

和 CITI Infrastructure 中标，但整

个进程因金融危机爆发暂停，尚

未提交最新时间表 

Brown Field Municipal 

Airport 

通用救援机场 2001 年撤消申请 发展为货运枢纽的设想遭到社

区强烈反对，加之商业模式复

杂，圣迭哥市议会投票决定终止

进程 

Louis Armstrong New 

Orleans International 

Airport 

非枢纽 初步申请于 2009

年 9 月 8 日获得批

准 

 

New Orleans Lakefront 

Airport 

通用救援机场 申请于 2008 年终

止 

 

Niagara Falls Int’l Airport 军用及通用救

援机场 

2001 年撤消申请 商业计划不可行 

Rafael Hernández 

Airport 

非枢纽 2001 年撤消申请 波多黎各港务局最终决定机场

的发展不需要私有资本参与 

Stewart International 

Airport 

非枢纽主要机

场（Non－hub 

primary airport） 

2007 年 10 月退出

私有化 

2000 年，英国 National Express

获得 99 年承租经营权，但 2006

年重新将承租经营权售回纽约

http://www.regulations.gov/fdmspublic/component/main?main=DocketDetail&d=FAA-2003-14961
http://www.regulations.gov/fdmspublic/component/main?main=DocketDetail&d=FAA-2003-1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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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务局 

来源：FAA 网站；FAA,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status of the Airport Privatization Pilot Program, Aug 

2004 

 

1.2.2 英国机场管理模式：伴以严格管制的产权私有化 

 

英国是世界上公用事业私有化的先驱，也是机场产权私有化最彻底的国家。迄今

为止机场私有化的最极端模式 —— 股权完全上市流通的机场公司只产生在英

国，如 BAA、TBI 等。2006 年，BAA 又为西班牙基础设施投资商 Ferrovial 收购

退市，成为全球机场业中，国家大型骨干机场为外国公司控股所有的先例。 

 

1986 年，英国政府颁布《机场法》 （The Airport Act 1986）开创了全球机场私

有化的先河。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允许当时政府拥有的 BAA 机场集

团成为私营公司；二是要求所有过去三年的两年里每年总收入超过 100 万英镑4

的机场公司化；三是设立框架性的机场经济管制政策，授权 CAA 负责对上述机

场的管制。这些受管制机场通过向 CAA 申请并获得批准，有权向机场用户收费，

但同时，被要求向 CAA 提供账户信息，包括当前的价格水平及对价格调整的预

期。 

 

事实上，《机场法》颁布以来，英国机场业并非全盘私有化，而是存在三种形式

的机场所有制形式：第一类是完全私有化的机场公司，比如 BAA 和 TBI；第二类

是完全由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化运营机场公司，如曼彻斯特机场集团（MAG）；

还有一类则是由地方政府和私营资本共同拥有的商业化机场公司。 

 

在这种多元的所有制体制下，CAA 的管制方向和管制措施并不因为所有制的不同

而不同，而是根据法规，对整个行业实施统一的管理。CAA 的根本使命是通过提

供最优的管制和专业建议，促进民用航空最好地满足用户和社会对安全和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在这一使命指导下，CAA 主要职能包括对行业的安全管制、经济管

                                                             
4
 即 Annual Turnover，含政府拨款，但不含贷款或资本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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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空域管理的指导和消费者保护。具体到机场业，其规管的重点在于维护公平

竞争、保护公共利益和防范垄断。包括： 

（1） 公平准入制度：机场应对各种类型的航空公司开放，不得有歧视行为。 

（2） 法定申报制度：机场必须根据法律要求向民航局申报财务状况，披露相关

信息。 

（3） 服务质量保证：机场还必须遵循政府制订的一系列服务标准，以确保其提

供的服务能满足公众的需求。 

（4） 合理的设施发展：机场的一些主要设施投资计划也需经过公开听证，如

BAA 在希斯罗机场的 5 号候机楼的建设计划，其公开听证程序从 1995 年

5 月持续到 1999 年 3 月，成为英国历史上被听证时间最长的一个工程项

目。 

 

CAA 的管制角色在 BAA 被强制要求出售旗下两个伦敦机场和一个苏格兰机场的

案例中可见一斑。针对 BAA 被收购后可能形成的垄断威胁，欧盟竞争委员会和

英国民航局经研究均认为 BAA 同时对伦敦三家机场 Heathrow, Gatwick 和

Stansted 的所有权有可能阻碍、限制或者扰乱竞争。为此，2008 年底，经过听证

程序以后，英国竞争委员会（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对 BAA 限期出售

Gatwick 和 Stansted 机场，及 Edinburg 和 Glasgow 中任一机场的裁决生效。BAA

已经于 2008 年底开始全球招标出售 Gatwick 机场，但其进程在 2009 年 7 月曼彻

斯特机场集团宣布由于价格原因退出投标后大大延缓。 

 

地方政府对所属机场的管理责任具较强的自主性。与我国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

离的制度不同，在英国，机场的土地和机场被视为统一的整体5。1986 年《机场

法》要求原来地方政府属下的机场6全部公司化经营。新成立的机场公司有权进

行对于包括机场和所在土地注在内的一切商业化活动，但是由于股权属于地方政

府，地方政府机构必须确保机场不参与政府无法参与和控制的活动。地方政府有

                                                             
5
 在英国，机场土地和机场被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Airport Act 1986 Section 13(6)-“airport land ”, in relation 

to an airport, means land which is attached to the airport and was on 1St April 1986 administered with the 
airport as a single un 
6
 过去三年年度收入超过 100 万英镑的机场 



10 
 

权处置公司股权，也有义务为机场公司提供财务支持，包括向机场公司发放贷款

或提供贷款担保。 

 

CAA 对两类英国机场实施不同程度的价格管制：一是将英国四大机场直接置于价

格管制，包括 BAA 旗下的伦敦 Heathrow, Gatwick 和 Stansted，以及完全由地方

政府拥有的曼彻斯特机场，而且采用的是区分航空性收费和非航收费的单帐制

（single till）价格上限制度（Price Cap）；价格上限的制定由 CAA 根据英国竞争

委员会（Competition Committee）的建议设定增长上限。竞争委员会同时负责监

控这些大型机场的经营活动，以保证其与公共利益的一致。 

 

对其他较小的机场，虽然不受价格上限管制，但一旦 CAA 认为其出现滥用垄断

的嫌疑，可向这些机场提出报告要求，还有权对这些机场的经营行为实施调查，

如证据充分的化可对这些机场施加减少垄断程度的措施。 

 

英国政府对机场的管制，还体现在对机场地面服务项目的准入权的审批上。为了

保证公平准入，原则上机场空侧的地面服务项目，包括行李处理、货邮处理、加

油和机坪服务等都应向所有符合运营要求的服务方开放，包括航空公司自行服务

（self-handling）和第三方服务方（third-party handler），但是英国政府 1997 年

通过的 The Airports (Ground handling) Regulation 1997 制定了明确的申请设审批

原则和程序，允许机场公司可以向 CAA 提出申请限制服务提供方的数量。有资

格向 CAA 申请限制地面服务提供方数量的机场年度旅客运量最少不低于 100 万

人次，或货邮运输量不低于 25000 吨。而且，要求所有受本条例规制的服务方必

须严格分帐，不得将其地面服务业务的帐目与其他经营账户混合。 

 

同时，出于使用效率、成本、运营安全（主要考虑设施与场地的冲突）和环境保

护的考虑，CAA 鼓励集中使用地面服务设施和设备，如行李分拣、除冰、水质处

理和供油系统等，如果 CAA 提出了集中使用的要求，任何第三方服务提供方或

自行服务的航空公司都不得自行投入或出于替代目的使用任何其他设施、设备或

系统等用于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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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美国的“管理型”机场模式，BAA 及欧洲的机场属于典型的“经营型”模式。

但是，由于政府的严格管制，机场公司的经营行为原则上都是在市场化和公平化

的环境下运营。 

 

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注重运用法律来维持其对于机场业的控制力；放弃对于机场

所有权的控制并没有导致其对于机场行业管制力量的削弱。相反，为了防范私人

资本的逐利性对公共利益的伤害，政府的管制范围相对更广，管制手段相对更严

格。例如股权全面私有化的 BAA，除了融资和运营由私有资本全面负责外，机场

在规划、设计、服务定价、市场准入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政府的管制。 

 

 

1.2.3 澳大利亚机场管理模式：政府保留所有权并实施“较轻管制”，私人

资本租赁经营 

 

澳大利亚机场业的管理经历了联邦政府直管、属地化/公司化和私有化三个阶段。

在 1996 年以前，澳大利亚主要首府城市机场、二线城市机场和主要支线机场共

23 家都由国有的联邦机场公司（FAC，Federal Airport Corporation）运营，这些

机场的运量接近全国运量的 90％7。从 90 年代初开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了

缓和机场体系的财务负担和债务压力，开始对 FAC 旗下的机场通过出售国有机场

的租赁经营权实施私有化，租赁期限可长达 99 年（第一期 50 年，期满后可再延

展 49 年）8。私有化后，澳大利亚机场体系形成三种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和运营模

式：  

（1） 联邦机场：联邦政府所有，私有资本租赁经营  

（2） 地方政府机场：“属地化”后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机场，现在仍然大部分

属机场所在地的市（City Council）或郡（Shire Council）管辖  

（3） 私有机场：个别完全由私人投资、建设和运营的机场  

 

                                                             
7
 2007 年运量统计数据 

8
 按照 ICAO 对私有化的定义，澳大利亚的私有化由于不涉及公有股权转让，严格意义上说只是私人参与/

介入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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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的机场完全按营利性企业运营，依赖私有资本运营和发展。 对通过“属

地化”下放地方政府的机场，联邦政府一次性提供了总额 7300 万澳元的拨款，

从此不再对地方机场的维护和发展承担直接的财政支持责任，但是仍通过特定的

联邦基金和一些专项计划，对偏远的机场和航空公司执行边远航线的资助，以保

证航空服务通达性，促进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9。地方政府则根据实际情况，对

区域内的机场提供不同程度财政支持，如西澳政府的 Regional Airports 

Development Scheme (RADS)，提供专项基金，用于西澳小型机场基础设施建设。 

 

联邦政府的基础设施、交通、区域发展和地方政府部（DOTARS，以下简称“基

础设施和交通部”）按照《1996 机场法》的规定，履行行业管理 (Regulator) 和

出租人（Lease-Owner）两个方面的职能。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和交通部及相

关的航空安全和空管部门为主体，负责运营标准、安全、空管和容量、时刻等行

业管理事务；其次，通过生产力委员会和消费者委员会监控私有化后主要机场的

价格、信息披露和服务质量，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体系，以防止滥用垄断，建立

和维护公平服务的市场环境；第三，通过法律和合同，约束承租方的义务，控制

运营风险，保证私有化后机场的持续经营和建设发展 

 

基础设施和交通部作为出租人代表的管理权限包括：承租或转让承租权的审核和

批准，管理外包、分租和许可，机场总平规划、主要项目发展计划的审批，机场

环境战略的审批，场区的建筑工程活动，场区的主要活动（包括对直接影响机场

安全或公共利益相关的商业活动或经营项目的管理）等。此外，基础设施和交通

部下设专门的“机场处”，负责对承租方合同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管。 

 

与 BAA 的完全私有化不同，澳大利亚政府保留了对土地的所有权，租赁期满，

机场的土地将交还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机场土地有任意处置权。根据《机

场法》规定，如果租赁期间政府意图改变机场土地的范围或用途，必须征询承租

方意见，承租方有权反对或要求合法救济。 

  

                                                             
9
比如专项用于小机场的服务/灯光和导航设备/机场围界的 Funding  for  Remote  Aerodromes，专项用于

航空公司执飞澳洲 235 个小型机场的旅客和货运航班补助的 Remote Air Service Subsidy Scheme(RASS) 



13 
 

基础设施和交通部在批出租赁权时，除了限制机场运营公司的外资股份不得超过

49％以外，规定核心管制机场10的运营公司里航空公司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 5％， 

指定“机场对”的运营公司之间交叉持股不得超过 15％11。此外，该法案规定，

悉尼机场和悉尼西机场的承租人必须同属一家母公司。政府的这些股权限制规定

反映了政府力图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平竞争环境， 促使资源合理分配、防止过度

竞争的意图。 

 

此外，联邦政府通过劳动生产力委员会（APC）和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

负责监管私有化后机场的价格、服务和信息披露。接受价格监管的 5 大机场（悉

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帕斯、阿德莱德）被要求每年向 ACCC 上报财务报告和

机场运行的主要数据。提供的信息应包括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三大报表、航空服

务和非航服务的劳动生产率等数据。对包括 5 大在内的 12 个机场，ACCC 在征询

运输部和财政部门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服务和设施标准，并实施评估，对机场服

务和设施的质量进行监管。ACCC 有权公开上述机场的财务、报告和服务质量信

息。可见，ACCC 的监管旨在私有化机场之间建立一套公平、公开的评估体系。

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体系，以防止滥用垄断，建立和维护公平服务的市场环境。 

 

澳大利亚政府对机场的价格管制，在过去 10 来年间逐步有所放松。私有化后，

在 2002 年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对所有主要的私有化机场的航空性收费实行价格

上限管制 （Price Cap），管制期为 5 年。2002 年后，根据 APC 的建议，澳大利

亚政府取消对所有机场的价格管制，但继续对悉尼12、墨尔本、布里斯班、帕斯、

阿德莱德实行管制程度较轻的价格监控（Price Monitoring）。 APC 将通过对这

些机场进行为期 5 年的观察来决定是否重新采取价格管制。 

 

                                                             
10

 根据澳大利亚《机场法》（Airport Act 1996），核心管制机场包括悉尼机场、悉尼西机场、墨尔本机场、

布里斯班机场、佩斯机场、阿德莱德机场、黄金海岸机场、霍巴特机场、Launceston 机场、爱丽斯泉机场、

堪培拉机场、达尔文机场和 Townsville 机场；以及根据这一法案制定的《机场管理细则 1997》中列明的，

机场所使用的地属于联邦政府所有的其他机场。  
11 指定“机场对”（Airport Pair）为悉尼/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和悉尼/帕斯；此处“悉尼机场”包括

Kingsford-Smith Airport 和悉尼西机场 
12

 悉尼机场 2002 年才完成私有化，主要原因是因为政府对其市场垄断地位的关注。 



14 
 

但是，出于对机场可能滥用垄断的关注，2008 年底，基础设施和交通部发布民

航政策绿皮书13，建议将 5 大机场的价格监控期延至 2012 年，并重新将堪培拉

和达尔文机场纳入被监控机场。同时，设计针对不同机场的规模和市场垄断程度

的多层次的价格监管。此外，对 5 大机场的停车场业务收费水平和服务水平也实

施监控。 

 

私有化后，为了保证机场的设施发展能够满足航空运输的需求，联邦政府通过 

“机场发展的责任”对承租方的投资责任设定了明确的要求。《1996 机场法》

要求承租公司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向交通部提交总平规划，设定机场的发展目标，

提供承租方对机场未来的服务和设施需求的评估、土地使用和相关的发展建议。

总平规划的规划期为 20 年，并且每 5 年进行一次修订，总平规划的制定和修订

都须经运输部大臣批准。同时，作为获得承租经营权的必要条件之一，承租方必

须按照承诺的“机场发展责任”14，在未来 10 年内投入一定数额，专门用于机

场的航空基础设施和发展，并定期向基础设施与运输部提供资本投入状况的相应

报告。 

 

地方政府则在机场总平规划、主要发展计划和环境战略方面拥有知情权和建议

权。比如，根据《机场法》规定，机场的总平规划和主要发展计划在上报运输部

前审批前，必须上报机场所属的州政府以及周边地方政府负责土地城市规划和土

地使用的部门和当局，并获得这些政府的书面意见。 

 

总结澳大利亚机场业管理模式，澳大利亚机场业采取的是政府所有、租赁经营的

并非完全私有化的模式，政府保留了对机场的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对私有化机场

主要从行业管理、公平与服务、以及租赁义务履行三方面进行管理。同时，机场

法对机场制定总平规划和环境战略等有强制要求，并在程序上保证地方政府和公

众的知情权和建议权。这样，私有化后的澳大利亚机场，在保持政府对机场的基

础设施和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实现了政企分开，同时通过经济管制和特定的程

                                                             
13

 ITRD，National Aviation Policy Green Paper, 'Flight Path to the Future'，2008 年 12 月 
14

10 个主要机场的承租方被要求作此承诺，包括阿德莱德、爱丽斯泉、布里斯班、堪培拉、黄金海岸、达

尔文、霍巴特、Launceston、墨尔本和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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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使得政府的意志、地方利益和社区公众利益能够在以“逐利”为目标的私有

资本对机场的运营中得以体现。 

 

1.2.4 新加坡机场管理模式：从政企合一走向公司化运营 

 

新加坡实行一体化的“大交通”管理体制，由运输部（MOT）统一负责新加坡的陆

路交通、航空运输和海洋运输的管理，承担着强化新加坡的交通连接性，开发交

通运输的潜力以促进新加坡的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居民的生活素质的使命。新加坡

航局是由国会立法成立的法定机构（Statutory Board），负责对新加坡航空业监

督、运营和管理，以及对樟宜机场和实里达机场的直接运营和管理，以保证和发

展新加坡机场航空枢纽的地位。自 1984 年成立以来，新加坡民航局一直被认为

是企业功能和政府功能的有效结合体。 

 

2009 年 7 月，新加坡政府完成了对民航局的新一轮改革，重组新加坡民航局，

成立樟宜机场公司。根据 2009 年 4 月颁布实施《新加坡民航局法案》15，改组

后的民航局的政府职能更为集中，负责新加坡民航业的策略性监管和提供空中导

航服务，包括：规制和促进航空安全，发放运营执照、规制航空服务、机场运营、

机场服务和设施，规制和促进公平竞争和市场效率，促进航空服务发展，负责航

权、空管等事务。新成立的机场公司为完全国有或国有资本控股，负责新加坡樟

宜机场的实际运营，以及海外机场投资业务。目的在于通过职能分流，把政府监

管和企业运营分离，使政府作为行业的管制者和促进者的职能更为集中，樟宜机

场的经营和管理更具企业精神，能够拥有最大限度的经营自主权，真正以机场运

营商的身份参与竞争和获得发展，从而能够更灵敏有效地面对世界航空业的激烈

竞争。 

 

表 X：改制后新加坡民航局和樟宜机场集团的职能划分 

 职能 

新民航局 国际关系事务、航空运输服务谈判 、航空运输分配和执照发放、 

安全、安检和服务管理、空管服务；新加坡民航学院 

樟宜机场集团 机场运营和管理、海外机场的投资和运营、机场应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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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和樟宜机场集团 共同运营和管理实里达机场、航空枢纽发展、机场总体规划 

 

改制将政府授权原民航局经营和管理的樟宜机场的土地、建筑和其他物业及附属

的资产、权利、义务、利益和债务等都全盘移交机场公司，而对移交之日未被纳

入移交范畴的物权（excluded property），将以租赁方式交给机场公司。同时，

民航局与机场公司共同通过总平规划的控制，实现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控制，保证

机场的有限土地不被滥用，以及有效防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  

 

民航局对从以下多个方面对运营公司施与直接管制： 

（1） 有权审核并批准向机场公司发放经营执照 

（2） 限定经营项目（不得经营与机场无关的业务） 

（3） 批准任命机场公司的高管和董事，包括 CEO、董事局主席和董事的人选 

（4） 审批机场总平规划，监管机场的主要发展项目 

（5） 制定服务标准和设施标准 

（6） 对航空性收费制定价格上限 

（7） 对机场公司设定报告要求，等等。对违犯规定或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机场

公司，也即持照人。 

 

假如机场公司不符合民航局的要求，民航局有权撤销或在一定时期内中止运营执

照，对机场公司实施经济处罚，或者限制机场公司的经营活动。与《民航局法》

配套，为配合改制，新加坡政府建立了新的经济管制框架以平衡国家利益与新公

司的股东利益。这些规章包括价格管制规定，竞争规章和服务标准规章，都于

2009 年 7 月 1 日颁布生效。 

 

民航局改制后对航空性收费实施价格管制16，是与公平竞争和维护公共利益密切

相关的管制手段。就价格管制的范畴来说，原则上只针对航空性收费，但是，假

若认定机场公司在某项服务中滥用市场权利，出于促进竞争、效率和维护公共利

益的目的，民航局有权随时调整管制项目的范畴。价格管制的形式可以选择以下

两种形式或其中的任意一种，一是设定管制期间每项航空性收费的价格上限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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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Price Control of Aeronautical Charges)Rule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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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二是设定管制期内该机场运营商提供航空性服务可能获得的收入总额的最大

限度。民航局考虑一揽子因素，作为价格限制的参数，比如：机场的服务成本、

国际对标价格、合理的资产回报率、通胀和通缩因素、服务品质、新增资本性投

入等等。第一次管制期为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为期 29 个月。

今后不得低于每 5 年评估一次。 

 

此外，民航局制定了樟宜机场和实里达机场共同适用的竞争规章17，及分别为樟

宜机场和实里达机场运营者制定的服务质量规章，以保持机场的服务水准和保证

机场用户的利益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樟宜机场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地位不会因

为转制而遭到削弱。 

 

《民航局法案》明确规定，民航局就樟宜机场的运营和服务方面已经存在的商业

合同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在移交之日起全部由机场公司承继。这意味着樟宜机场

原有的服务提供商的业务经营权在合同期内将继续存续，不受改制的影响。比如

民航局已经通过特许授权发放的三张地勤牌照。今后这样的业务经营活动的选择

权和发照权都将由机场运营公司承继。《民航局法案》一方面允许机场运营商从

事所有与机场运营相关的业务，另一方面，通过《竞争规章》，限制机场公司利

用其特殊地位锁定服务价格、限制服务种类和技术资本等投入、限制或瓜分市场

份额、杯葛特定服务商等行为，保证市场准入的公平性，防止机场运营商利用自

身的垄断地位和强势地位，形成不正当竞争。 

 

相对 1984 的《民用航空局法》，新的民航局法对樟宜机场在价格、服务和竞争

方面的管制措施都有所加强和细化，这是符合全球机场业的管制逻辑的。也就是

通过价格和服务管制，弥补拥有自然垄断特性的企业（或行业）在运营模式甚至

所有制改变后的市场缺陷。樟宜机场改制后的管制政策设计，则是保证机场用户

的利益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资本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需求平衡，以保证新加坡

机场的国际竞争力，保障新加坡的航空枢纽战略的补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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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民航局法案》明确限制了机场公司必须为国有或国有控股，

并且未经民航局批准，任何个人不得在机场公司拥有 5％以上股权，或间接拥有

机场公司的控股权，但是《法案》同时对进一步推进私有化埋下了伏笔。根据法

案规定，新加坡财政部被授权代表国家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协商并将机场公司

的股权出售给第三方。而且，股权出售获得的收益扣除财政部批准的用于支付与

股权出售相关的费用支出后，一律进入政府共同基金（Consolidated Fund）。 

 

可以预见，公司化很可能只是新加坡机场私有化的前奏。但是，新加坡政府将通

过公司化过程中对法规的逐步完善，寻求国家利益和产业发展与机场运营者在核

心目标上的平衡，力求最大可能提高运营者经营灵活度的同时保证国家和用户利

益。 

 

 

二． 对各国机场业管理模式中的几个重要关系的思考 

 

2.1 机场业管理的特点和规律 

 

通过对上述代表国家的机场业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各国机场业的管理模式各

有特色，具体表现为产权结构不同，管理实体的法律性质不同，管制的程度和手

段有所不同，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也有所不同。 

（1） 美国机场管理模式：地方所有，政府授权独立经营，非企业、非营利性

服务；“管理型”特征显著；私有化进程缓慢，步骤谨慎。 

（2） 英国机场管理模式：并非单纯基于产权的管制；管制范围最广，程度最

深；“经营型”特征显著。 

（3） 澳大利亚机场管理模式：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私人参与体制，政府保

留所有权并实施“较轻管制”；略现政策收紧的趋势。 

（4） 新加坡机场管理模式：从政企合一走向公司化运营；被强化的政府管制；

股权私有化的前奏。 

 



19 
 

图 X：各国机场业管理模式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注）：虚线代表相应国家机场业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尽管如此，各国机场业管理的实践中所体现的共性特征也很明显。作为社会生活

和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民用机场服从于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

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需要。机场不能以盈利作为唯一目标或主要目标。

因此，机场并不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营。无论是政府所有政府经营的美国模

式，还是产权完全私有化的英国 BAA 模式，维护机场行业的社会公益性特征和

社会服务性两种基本功能都成为相应管理体制建设的核心目的之一。 

 

在这样的原则下，各国政府对机场管理和经营机构的管制制度的设计或者通过产

权公有制来确保公益性，比如美国、新加坡；或者以政府管制弥补产权私有制的

天然缺陷，比如澳大利亚、英国。除了产权特性的考虑外，通过制度或法律条例

防范机场行业由于天然垄断特征可能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和垄断利益的谋求，也成

为政府制度设计中考虑的重点。因此，政府的经济管制的对象除了“私有化”后

的机场运营实体外，还综合考虑了特定机场的市场地位，其中运量规模成为最主

要的衡量指标，比如英国对曼彻斯特机场的管制。美国在私有化 Pilot Program 中

对参与的大型枢纽和主要商业机场在数量上和私有化方式上的限制，也体现了这

一考虑。新加坡政府对樟宜机场公司化的制度设计，相对其国有产权体制略显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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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以视为政府“未雨绸缪”的措施，以便为进一步的私有化铺平道路。 

 

此外，从较微观的层面看，尽管各个国家机场管理模式的具体组织结构和管理实

体的法律性质等存在很多的不同，但是机场的经营管理也存在三个普遍的共性：

（1）无论哪一种管理模式，均通过相关的专门立法明确机场的管理结构，界定

机场与政府的关系，并且为机场的经营和管理提供完整的原则性指南；（2）即

使是政府性质非常明显、或者政府色彩十分浓厚的管理模式，机场的经营管理也

存在两个普遍的共性：第一，机场管理的相对独立性；第二，机场的实际经营活

动，基本上都是以企业化方式进行的。新加坡刚刚完成的樟宜机场公司化，进一

步印证了这一点 。 

 

2.2  各国机场业管理模式中体现的主要关系 

 

2.2.1 两级政府与行业发展的关系 

 

各国机场管理模式众，以民航局为代表的“中央”政府（或称国家政府）和机场

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被赋予了不同的权力、责任和义务。而且都通过立法，对两

级政府的职责界限有明确的界定。 

 

中央（国家）政府，以专业的相对独立的民航局为代表，基本的职责在于通过战

略性的，整体性的考虑，保证运输服务的通达性、国家航空运输体系的合理性和

可持续性，作为基础设施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协调性。从总体上就机场建设、

发展、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协调、指导和监督，制定行业发展的战略规

划和政策，对机场给予投资或补贴等，以实现国家和行业的整体利益。各国机场

业管理模式的演变进程显示，私有化和属地化以后，中央一级政府不必再承担机

场运营和发展的财务责任，但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对国家运输体系发展必需的资助

和投入。比如，美国的 NAIP，英国的“公共服务责任”计划  （Public Service 

Obligations）和航线发展基金 (Route Development Funds)，澳大利亚的“边远地

区小型机场安全计划”（Remote Aerodrome Safety Program）等。新加坡政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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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共同基金也是这个目的。尽管樟宜机场良好稳健的经营已经向政府共同基金

上缴了超过 3 亿新币18。 

 

民航局的职责，还包括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协调和配合，为机场行业创造良好的政

府环境和市场环境。比如英国民航局与竞争委员会之间的协调，澳大利亚交通运

输部与劳动生产力委员会和消费者竞争委员会的配合，体现的都是这一原则。 

 

随着机场“下放”地方政府，和机场所具备的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越来越广泛深

入地被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接纳，地方政府对机场的运营和发展的参与程度越来

越深，主动性也越来越强。比如澳洲各州政府，直接运营和管理以外，还提供政

府资金，资助当地航空运输业。但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因为对行业的不了解，或者

出于本位主义，在机场的建设发展中起到不当的作用。比如很多国家的机场设施

扩建和发展项目，受到的延缓和阻挠，如澳大利亚悉尼地区的基础设施压力问题。

或者，在前述研究的国家可能比较鲜见，在我国某些地区确实存在的，过于超前

的基础设施投入，或者不顾及行业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发展需要的不切实际的航线

拓展等。因此，地方政府的角色，应该重点体现在为当地机场的持续安全运营提

供保障，比如保障机场的净空环境，以及对机场的发展需求提供指导性意见，保

证机场发展与地方城市规划和整体发展的一致性，保证机场作为基础设施与公

路、铁路等其他模式的交通衔接和和谐发展。此外，对“效益不佳”，而又在国

家航空运输网络的组成部份，对地方经济和公共利益意义重大的小型机场，按公

共基础设施，通过税收优惠、政府基金等手段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也很重要。 

 

由于两级政府在机场业管理和发展中的立场不同，角色和任务不同，促进两级政

府关系的协调因此非常重要。澳大利亚政府的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最新的民

航政策绿皮书中建议两级政府间建立稳定的沟通和评审机制，促进机场的设施发

展规划和管制规定与地方发展规划和政策管制的协调和融合。目标是能够更好地

将机场发展规划和非机场发展规划协调统一，在两级政府间形成共同承担机场基

础设施的发展责任，寻求地方政府和社区的支持，提高决策效率。建议的方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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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共同建立相对固定的协调委员会，由机场、地方政府、民航局、社区代表等

利益相关方组成，持续针对机场的运营现状和发展需求及规划事项的进行沟通和

协商，共同处理与机场运营及机场服务相关的投诉等，甚至涉及由机场运营商负

责协调委员会的日常费用开支等细节。 

 

我国机场在属地化以后，有的机场已经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增进与地方政府和相

关方的沟通和协调，并建立了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对机场

的定位不清晰，产业政策不明确，以及机场管理机构的属性和定位不明确等，使

得这些协调机构缺乏清晰的指引和明确的方向，协调机构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实现应有的意义。这一问题，应当成为我国进行机场业管理模式改革或优化中应

当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2.2.2 机场规模与管理模式的关系 

 

众所周知，机场业具有独特的运行特点，首先，其经营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的相

关性强，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其次，机场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地理位置

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地航空运势市场资源的容量和质量，从而决定机场

的吞吐量。再次，机场设施投入和运营维护成本巨大，独特的成本结构容易引致

沉没成本。因此，尽管业界习惯于统称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管理模式，比如前文观

察的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澳大利亚模式和新加坡模式，实际上，即便在同一国

家和地区，不同运量等级机场的管理模式也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机场的运量等级与其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密切相关。运量达到一定规

模的机场，这些机场因为成规模的运量，而具备相应的商业吸引力，也因此容易

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导致垄断权利的被滥用。因此，各国纳入管制范畴的机场基

本都以运量规模为标准。比如美国国家机场体系（NAS）将商用机场按运量分为

枢纽机场、非枢纽主要机场和非枢纽、非主要机场三大类，其中枢纽机场又分为

大型枢纽、中型枢纽和小型枢纽。政府的私有化计划，限定大型枢纽的数量（1

个）和私有化形式（只能租赁）。英国要求年收入 100 万英镑以上的机场公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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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对四大机场实施价格上限管制，立法对年度运量达到 100 万以上的机场的

限制地面服务提供方的要求进行审批。澳大利亚对 5 大机场实施不同的价格监

管，为偏远地区小型机场提供政府资金。这些管理实践都说明，对运量不同的机

场实施（或要求实施）不同的管理模式，已经在全球机场业中获得广泛的认可和

实践。 

 

其制度设计的基础是，运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机场，自我生存、自我融资和自我发

展能力强，效益性强，应该在管制满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给予更多的经营自主

权，允许和鼓励其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运行，提高运营效率。而对运量达不到一定

规模的机场，应以公益性为主，以政府主导的经营和管理，由财政负责亏损补贴，

保证其正常运营和满足社会对航空运输服务的需求为目标。如下图所示： 

 

图 X：机场运量与公益性/效益性的关系 

 

 

此外，本文第一部分研究没有具体涉及，但事实存在一个普遍情况，也是符合市

场普遍规律的悖论。由于机场沉没成本的特性，越是规模小、运量低的机场，多

渠道融资的可选择性和可行性越低，对所在地方财政的依赖相对就越重，也是私

有资本最不可能选择的对象。这些机场的运营和发展普遍面临较大的困境。这样

的机场，粗略统计绝大部份属于政府所有，政府运营。作为这些机场的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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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应该正确认识机场所处市场的资源禀赋先天的不足，理性对待。比如新西

兰，暂没有明确的政府补贴政策，但鉴于运量等级不同的机场盈利能力不同的事

实，机场的股东们对不同运量等级机场的期望和要求相应不同。对于运量规模大

的效益型机场，如奥克兰、基督城、惠灵顿三个国际机场，要求较高的利润水平

和股东分红；对已经达到一定运量规模的机场，主要目的是实现自给自足和自我

融资，而对盈利和分红要求低；至于其他的小型机场（如年吞吐量低于 50 万），

不要求盈利和分红，但要求确保持续良好的运营状态。 

 

我国机场业在属地化以后，出现了多种机场管理模式，也形成了集团化运营的机

场集团公司。但是，这些集团化公司的组成，很多情况下并非机场企业的市场选

择，而是由于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因此，我国机场集团中普遍存在一个龙

头机场背负数个“经营亏损”的小型机场的状况。这已经是我国机场业下放地方

以来各个省份机场企业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就是所有

的机场无论运量大小，实质上都被“一刀切”地定位为营利性企业，导致盈利机

场补贴亏损机场的不符合行业特性和经济规律的不平等现象。因此，如何针对我

国机场业的实际情况，对不同运量规模机场进行合理定位，并在管理关系、运营

方式、考核制度等方面制定配套措施应成为现阶段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 

 

2.2.3 管理型和经营型的实质 

 

我国机场业一直倡导由经营型向管理型的转型，并且倾向于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模

式为标杆，机场管理机构专注于民航机场运营和服务的核心管理环节，通过“特

许经营”的模式将竞争性业务经营权发包给专业公司经营，从而实现得较高的管

理效率和获得较高的经营收益。但是，从本文对主要国家的机场管理模式的观察

和分析来看，所谓的“管理型”和“经营型”并无优劣之分，无论是以美国和新

加坡为代表的管理型机场公司模式，还是以 BAA 为典范的参与直接营运的经营

型机场公司模式，在全球的大型机场都有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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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AA 为代表，欧洲相对悠久的私有化的管理体制带来了经营机制的灵活性，

欧洲机场不仅迅速加强和改善航空主业的经营能力，还积极开拓零售、餐饮、广

告等各种非航空性业务，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经营业务品牌（如 BAA 的免税和零

售业务、法兰克福机场和 Swissport 的地面服务）；在财务上形成良性的资金周

转和健康的赢利水平，达到经济自立，摆脱了政府补贴的需要。不仅如此，这些

具备了核心经营业务竞争力的机场公司还通过在全球机场行业的扩张，不仅为全

球机场行业带来更好服务，也提升了自身的盈利水平。如 BAA 在获得匹茨堡机

场的商业零售经营权的一年内，使得该机场的零售额增加了 3 倍，在帮助该机场

提升非航业务水平的同时，BAA 的管理收益也同步提升。尽管两种模式的业务发

展路径存在差异，但共同点在于是对各自资源的充分运用和有效开发。 

 

而美国机场则由于其公用设施性质的定位，其管理机构都是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

事业性管理机构，而且地方立法对机场的利润收入的分配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只

能用于机场建设和对使用者的补偿，具有较强的非盈利性质，机场管理机构自然

缺乏参与其他非航业务的动力和机制。再加上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分工

体系，尤其是航空公司获得了充分的业务经营权，因此主要通过特许经营和社会

化经营服务的引入，同样产生了较好的经营效率。 

 

因此，这些国家的机场对“管理型”或“经营型”的选择，是市场资源配置的自

然结果，而非立法规制的结果。两种模式从本质上看都是根据各自的经营环境、

自身的资源禀赋而选择的不同发展路径，其基本理念是相通的，即通过对自身资

源的有效开发，有效提高机场价值链中各环节的生产效率，实现机场整体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以全球运营最成功、最具“管理型”特征的机场之一的新加

坡樟宜机场为例，无论是公司化以前还是现在，都没有明确规定机场公司（改革

前为民航局）不得经营某些业务，但是，对于其是否可能利用其主导和垄断地位，

在某些业务领域形成不正当竞争有严格的规制。而且，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无论

是新加坡还是英国，在地面服务等业务的竞争性业务领域，都有政府立法保障公

平的竞争环境。比如英国对地服业务牌照原则上完全放开，对机场管理方提出限

制牌照数量的要求，规定了明确的行政审批程序。也就是说，对牌照的限制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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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中立方进行的。 

 

相对美国、新加坡的“管理型”和欧洲的“经营型”，我国机场业应该选择向哪

个方向，面临更多的非机场企业能够左右的复杂因素和困难。其中，机场管理实

体复杂的产权关系，不完善的法制环境，与欠发达的市场机制以及原有体制下遗

留的一些问题，都是阻碍机场业向“管理型”转型的因素，也成为机场能否在公

平竞争的环境中创出成功的“经营型”范例的障碍。这也是新的《民用机场管理

条例》中为什么没有对机场管理机构明确定义，同时对管理模式转型采取“自愿

与引导”原则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行业管理当局和政府如何规制、引导、指

导机场业的管理模式转型，创造更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已经成为我国

机场业面临的现实挑战。 

 

三． 结论 

 

本文对全球机场管理模式的观察和思考表明，机场业管理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而

且具体到每一国家机场业管理的历史和实践，机场所有权和政府管制政策的方面

并没有形成固定统一的配比关系。因此，机场管理并没有全球普遍适用的“最佳”

模式，而是应当根据特定国家、甚至一个特定地区和特定城市的现实情况，设立

最有利于本地机场发挥最大功能和实现最高综合效益的管理模式。 

 

但是，尽管各国机场业的产权结构不同，管理实体的法律性质不同，管制的程度

和手段有所不同，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也有所不同，有效的机场业管理模式都在

追求企业化运营的高自主性和高效率的同时，运用立法手段保证行业的整体发

展，规制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力图保证机场的公共服务性和服务公

平性。由此，对我国机场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机场行业的可持续和有

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其中，明确行业管理政府、地方政府在行业发展和企业

发展中的职责界限和角色定位，科学完善和提高管制手段，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

不同运量机场的管理模式问题，以及深化机场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产权明确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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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政策有效、手段有利的管理模式，是我国机场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应该

持续关注并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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