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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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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

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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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从空间结构看，临空经济是一个多层次的圈层结构。由于临空经济是航空枢纽巨大影响

力(包括吸引力和辐射力)的产物，按照航空枢纽的影响程度以及相应的空间布局变化特征，

可以将整个临空经济依次分为机场区、空港区、航空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经常影响区、

临空经济偶发影响区等六个影响圈层。当然，由于临近空港地区的空间结构不仅取决于空港

和航空服务的特征，还取决于空港与中心城市的地面交通通达性、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以及

周边区域环境等因素，现实中的临空经济空间结构并不会呈现规则的同心圆结构，而是会随

着地面自然条件和交通走廊以及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方向而发生一些不规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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