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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中，将以哈尔滨为起点，
打造东、中、西部三条低空旅游通道，即
东部的秘境双湖、华夏东极两个低空旅
游组团；中部的田园风光和生态林都两
个低空旅游组团；西部的森林湿地和神
州北极两个低空旅游组团。

对此，李庆江建议：“发展低空旅
游，应将我省周边区域省份通盘考虑进
来，以实现优质资源互联互通，让游客
能够跨省空中通游。”

中国飞龙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十
四五”期间，可依托哈尔滨平房通用机
场的区位优势，向吉林、辽宁、内蒙古等
周边省区拓展短途运输航线网络。

图片由冰城航空提供

政府搭台

企业如何借东风
唱好戏？

《黑龙江省通用航空产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指出，我省将开发亲民化、特
色化、梯度化低空旅游项目，构建低空
旅游网络体系，建设全国低空旅游示范
区。根据我省现状，龙江相关人士纷纷
给出了破解之道。

构建通用航空网络：
实现冬夏互补 旅短游长

《发展规划》中，我省将打造“飞游
331”“飞览五大连池”“空中看冰城”“低空
游森林湿地”“空中游鹤城”等一批具备
国际旅游目的地水平的顶级旅游产品，
构建冬夏互补、空陆联动、全域全季的休
闲旅游产品体系，探索“短途运输+低空
旅游”发展模式。

其中，依托哈尔滨、亚布力滑雪场、
牡丹江雪乡，打造“哈尔滨低空旅游核心
区”。围绕黑龙江、乌苏里江沿江区域，
串联北极漠河、东极抚远，结合“331风景
大道”，构建“醉美界江航空旅游观光
带”。以哈尔滨为起点，东部打造以镜泊
湖、兴凯湖为代表和以三江湿地保护区、
黑瞎子岛为代表的秘境双湖、华夏东极
两个低空旅游组团；中部打造以佳木斯、
绥化、哈尔滨北部地区大农业为代表和
以伊春森林为代表的田园风光和生态林
都两个低空旅游组团；西部打造以扎龙
湿地、林甸和杜尔伯特为代表和以大兴
安岭地区为核心的森林湿地和神州北极
两个低空旅游组团。

省交投集团有关负责人说，若能在
G331边境沿线建呼玛、塔河、逊克、嘉荫、
虎林、绥滨等6个通用机场，再利用省内现
有运输机场，预计可开通10条航线，每年
可运送旅游9万人次，年带动约7000万旅
游GDP。还可将沿线县市到哈尔滨由原
来约 7~10小时的公路时程缩短至 2小时
以内的航程，实现旅短游长，兴边富民。

打造企业联盟：合作共赢形成品牌

“一两家企业合作开展航空旅游难
度较大”，郑冠龙认为，如果能有较好的
行业性组织开展有序的指导和引导，未
来可期。

“应形成企业联盟，共同打造龙江
低空旅游品牌。”姜春燕也表示，黑龙江
省通航基础雄厚，将闲置设备与资源利
用起来，化零为整、抱团取暖，开发低空
游系列产品，拓展航空培训等业务，“在
政策等因素支持下，完全可以挖掘出市
场潜力。”

向省内省际延伸：
低空通游是方向

直升机游览、空中带飞、热气球、
跳伞、滑翔翼……你体验过吗？跟坐
飞机高空俯视地面的星星点点不同，
低空游不仅可以让游客根据定制线路
细细饱览金黄色的稻田、茂密的树林、
美丽的村庄，一片生机勃勃……还能
挑选各种自己喜欢的或刺激、或浪漫
的空中旅行“姿势”。

近年来，在政策激励及需求升级的
双重驱动下，全国各地低空旅游项目如
火如荼地开展起来。8月10日，《黑龙
江省通用航空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出炉，我省将建设“全国低空旅游示范
区”，龙江低空游迎来发展新风口！

放眼全球，低空游早已成为—项
发展火热的旅游项目。但业内人士表
示，低空游在国内尚需一个长时间的
市场培育过程。

那么，我省的低空游现状如何？
相关企业如何抓住机遇顺势而为？请
看近日记者的调查。

“360度立体观景，壮观！震撼！”
“随心所欲鸟瞰大地，壮美山川尽收眼

底！”
“800多元15分钟，值！”
14日，黑龙江省冰城航空总经理姜春燕

回忆起 5月 2日游客排队乘坐直升机观光的
火爆场面，依然很兴奋。“那天在太阳岛试运
营起降点，直升机起飞 50多架次，接待了近
200位游客。”

冰城航空已成立 3年，主要运营直升机
旅游、空中婚礼、科普航空等低空旅游产品。

“在哈尔滨，低空旅游项目还是很有需求的，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运营，节假日期间是客流
高峰期。我们有信心，做强做大产业。”姜春
燕说。

张贺龙，是一位哈尔滨的低空游爱好
者。今年 1 月在群力外滩，他登上罗宾逊
R66，翱翔、盘旋于松花江、太阳岛、冰雪大世
界等景点上空，美景令他一路吟诵“北国风
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张贺龙说，他爱上低空游缘于一次国外
空中游览体验，后来他在北京也有过“一览众
山小”从视觉到心灵的震撼，便心心念念希望
在家乡也能找到同感，果然如愿。

像张贺龙一样喜欢哈尔滨低空游的人不
在少数。记者登录携程、大众点评、美团等平
台，看到众多网友激动万分的留言和留影。
有的游客还将清明节时俯瞰松花江跑冰排的
视频奉上，感言“欣赏开江美景，最好角度在
空中”。除直升机旅游产品外，在哈尔滨太阳
岛、伏尔加庄园等景点的热气球游览，也是游
客们追逐体验的低空游览项目。

4月18日，哈尔滨平房机场，风轻云
淡。一架运12E飞机，划过天际，翱翔一
个小时后，着陆于伊春林都机场。这标
志着2021年哈尔滨平房—伊春“短途运
输+低空旅游”正式运营。“不仅行程从
原来8个多小时的火车缩短至不到一个
半小时，在 2500米左右的低空飞行，还
能欣赏到小兴安岭的大美风光！”游客
们满脸写着喜悦和兴奋。

“其实在去年 12月，伴随哈尔滨平
房机场正式投入运营，哈尔滨至伊春航
线就进行了首航。”中国飞龙通用航空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继“黑
河—漠河—加格达奇”航线开通后，由
省交投集团、中国飞龙联合打造的又一
条“短途运输+低空旅游”航线。

据其介绍，早在 1994年，中国飞龙
就先后在北京、黑龙江、辽宁、青海、湖
南、浙江等地开发了低空游项目。2010
年后，该公司先后在松花江金河湾湿
地、南瓮河国家自然保护区、大兴安岭
多布库尔流域、牡丹江镜泊湖等地也进
行了低空游项目尝试。

另一个敢于“吃螃蟹”的行业翘
楚——北大荒通用航空公司，也于2016
年在哈尔滨开展了低空游业务。16日，
北大荒通用航空公司市场发展部副部
长郑冠龙告诉记者：“低空游淡季、旺季
差距分明，客流量主要集中在节假日黄
金旅游季节，在一些季节性强的景区，
一个节日的收入可能占到全年旅游收
入的80%。”

记者从上述两家企业了解到，他们
近年来在低空游方面进行了反复探索，
但由于客源不稳定、游客相对较少、成
本较高、季节性强等因素，整体运营情
况不是很好，探索之路也断断续续，走
走停停。

“吃螃蟹”之路
走走停停

“来龙江低空游，交通成本和时间成
本太高。”一些南方客表示。目前，省内具
有短途运输旅客服务功能的通用机场为哈
尔滨平房机场、肇东北大荒机场、佳木斯三
合屯机场、嫩江墨尔根机场等4个A1级通
用机场，距离远且分散，未形成网络体系。
游客少，企业经营艰难，短途运输机场和航
线越发难拓展。

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三级调研员李庆
江表示：“我省旅游景区分布广泛，低空游或
支线运输是把优质旅游资源串连起来的一
种有效途径，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效能。”

“美景多+机场多”

低空游为啥
难大火？

黑龙江旅游资源数量和品质位居全
国前列。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资源、一
望无际的美丽农田，还有众多大河大山、
得天独厚的大湿地大冰雪……这为我省
发展低空游、航空运动、水上飞行等通航
产业新业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另外，我省通航产业发展基础条件雄
厚。省交投峰悦投资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
闯向记者介绍说，目前，黑龙江省运输机场
达13个；截至2020年底，已获颁发使用许
可证的通用机场数量达到88个，位列全国
第一；全省经营性通用航空企业达15家。

既有美景又有机场，龙江低空游为
啥难大火呢？部分游客和业内人士道出
了自己的看法。

属高端消费 游客认知度低
“800 多元，还有的千元以上，15 分

钟左右！”有些游客认为是高端消费，参
与感不强。哈尔滨市民王先生表示：“这
钱我可以飞到北京、上海了。”尽管有些
景点推出亲民价格，但游客认为里程相
对短，游览不过瘾。另外，对于短途运输
的费用，有消费者表示，虽然不贵，但有
些航线时有时无，很不稳定。

宣传也不够。一些省外游客提起龙
江低空游，往往一脸懵：“黑龙江也有低
空游吗？去哪儿游？哪家公司靠谱？”

通航成本高 企业难为继
“低空游客流量虽然主要集中在节

假日黄金旅游季节，但机组人员却要一直
备勤，成本较高。”郑冠龙向记者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我省通航产业市场化
应用发展不足。目前省内短途运输航线
有6条，2019年全省短途运输飞行小时数
占全国总飞行小时数的11.5%，虽然比例
不低，但从相对庞大的通航机场基础设施
来看，适用于消费导向的旅游等服务发展
速度较慢，难以发挥投入产出带动作用。

资源布局分散
未形成网络体系

E-mail：meishiwen202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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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旅游迎来发展新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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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莫丽萍

直升机起飞50多架次
近200位游客打卡

低空游一度很火爆
时间：5月2日
地点：哈尔滨太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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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北极低神州北极低
空旅游组团空旅游组团

生态林都低生态林都低
空旅游组团空旅游组团

华夏东极低华夏东极低
空旅游组团空旅游组团

秘境双湖低秘境双湖低
空旅游组团空旅游组团

田园风光低田园风光低
空旅游组团空旅游组团

火山湿地低火山湿地低
空旅游组团空旅游组团

哈亚雪低空哈亚雪低空
旅游核心旅游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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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建设全国低空旅游
示范区，新风口来了

龙江低空游 如何飞出一片天？

赵博/制图

《黑龙江省通用机
场 建 设 规 划（2020—
2030）》中发布的黑龙
江低空旅游网络示意
图。

□调查记者 莫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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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哈尔滨俯瞰哈尔滨。。

55月月22日日，，在哈尔滨太阳岛上在哈尔滨太阳岛上，，游客们打卡低空游游客们打卡低空游。。

““感觉非常好感觉非常好，，你也来试试啊你也来试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