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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市扩展到一省，
再到一国，“空中丝绸之
路”的中原建设构想和实
践，不断升级。那么，建设

“空中丝绸之路”对河南发
展有何意义？

喻新安认为，过去的
河南航投与卢森堡货航联
姻还属于地方推动的企业
行为，中央领导指示后，这
种合作则体现的是国家意
志，甚至可以说，河南坚持
民航优先发展大力推进航
空货运的地方战略，已经
升格为国家方略。

他认为，这极大地拓
展了河南省和郑州市融入

“一带一路”的内涵、广度
和深度。河南将全面深化
与卢森堡的合作，推进合
资货航、飞机维修、卡车航
班等业务。

谷建全认为，“空中丝
绸之路”建设，对于提升河
南形象，提升河南对外开
放水平，提高郑州国际化
水平，有很大现实意义。

对于中央领导的指
示，谷建全认为，这为郑州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了

难得的机遇。因为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最大的
短板是国际化程度比较
低，“空中丝绸之路”促进
产品、人员、科技文化的交
流，可以提升国际化水平。

他认为，这为郑州提
升国际航空物流枢纽地
位、成为国际产业集聚高
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
时，也为河南打造内陆开放
高地提供机遇，河南作为

“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区
域，“空中丝绸之路”的打造
和建设，是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的契机和着力点。

“卢森堡是欧洲金融
中心之一，中资银行欧洲
分行总部大多设置在卢森
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能带动双方资金融通，让
欧洲公司与中资银行进行
业务交流，甚至在河南建
分支机构。”河南民航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
葆说。根据“双枢纽”的目
标，卢森堡将郑州打造成
亚太货运枢纽中心，河南
可把卢森堡打造成欧美货
运枢纽中心。

□记者 刘江浩 王新昌

核心提示 | 从地
面到海洋，再到云端，
如今，丝绸之路被插上
一双“有形的翅膀”。6
月23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支持
建设郑州—卢森堡‘空
中丝绸之路’”的重要
指示精神，河南日报召
开了专题座谈会。座
谈会上，6位专家、政
府部门人士和企业负
责人，对“空中丝绸之
路”的概念、如何建设、
意义影响等进行了发
言。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负责同志赵铁军、董
林、肖建中、孟磊出席
了座谈会。

速度经济时代，各地
对航空业及临空经济的发
展都比较支持，对于“空中
丝绸之路”的谋划与建设，
取得了普遍共识。

中国(河南)创新发展
研究院首席专家喻新安
说，由中国开发性金融促
进会、丝路规划研究中心
主办的“空中丝绸之路”国
际论坛也已举办两届。通
常说的“一带一路”，即“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属于陆
路国际经济合作和海上经
贸合作，并不包括“空中丝
绸之路”。

今年5月14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主旨
演讲时，针对“设施联通”，
强调“要着力推动陆上、海
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
联通”，这里的“天上”，是
指联通的“空中”设施，还
未论及“空中丝绸之路”。

从全国不同区域来
看，建设“空中丝绸之路”，
概念已经获得共识，并已

经在践行。
2013年11月，河南省

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曾向
河南省委提交《依托“丝绸
之路经济带”，创意开拓

“空中丝绸之路”》的建
议。2014年4月份制定的
《洛阳航空港经济区建设
专项规划》，首次在国内提
出打造“空中丝绸之路东
方起点”的概念。去年10
月召开的河南省十次党代
会，我省又提出“建设空中
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
和网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随后，各地也纷纷打
出“空中丝绸之路”这张
牌，包括新疆、陕西、湖南、
湖北等地。由此可见，大
力发展航空业，打造区域
航空枢纽，已成为不少地
方获得竞争优势的共识。

喻新安认为，虽然各
地都在大力建设“空中丝
绸之路”，中央领导的指示
表明，在与中西部其他机
场打造区域航空枢纽的角
力竞争中，郑州已经胜出。

“有为才有位。”全国
机场众多，之所以选择支
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
中丝绸之路”，喻新安认
为，正是河南多年来实施
民航优先战略及推动航空
枢纽建设的思路和成就，
才让郑州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空中”独特优势，
得到中央的肯定，并进一
步指明河南全方位融入

“一带一路”的努力方向和
光明前景。

2007年，河南省委、
省政府提出民航优先发展
战略。2011年，河南省全
面启动郑州国内大型航空
枢纽建设。2013年，我国
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在郑州落地。

近两年，河南民航发
展速度继续提升。2016
年 1月，河南省政府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航业
发展的意见》，明确“坚持
东联西进、贯通全球、构建
枢纽的战略导向，以郑州
航空枢纽为支点构建‘空
中丝绸之路’”的指导思
想。

“战略路子走对了头，

一届接着一届撸
起袖子加油干，
河南航空业发展才取得较
大成就。”喻新安说。

以郑州至卢森堡货运
航线为例，2013年，河南
航投与卢森堡货航签署股
权收购协议至今，双方不
断完善通航点布局和航线
网络。2015年1月，河南
航投与卢森堡货航在卢森
堡当地成立了“新鲜卢森
堡”公司，把航空货运转化
为贸易往来。将跨境保税
产品从欧洲市场“搬”到中
国百姓家门口。

2016年，卢森堡货航
在郑州机场进出港货邮量
突破10万吨，占郑州机场
全货机完成货量的33%。
不久，卢森堡货航航班将
由开航时的每周2班加密
至每周15班，目前已覆盖
国内92个城市，以及卢森
堡、德国、英国、比利时等
主要欧洲国家的重要区
域，基本形成以郑州为中
心，“一点连三洲，一线串
欧美”的航空国际货运网
络。

中央给河南送了大礼
包，那么，对于河南来说，
如何正确地拆解这份大礼
包，获得快速发展？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谷建全用“四个结合”
进行阐述。他认为，要把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跟融
入“一带一路”结合起来，统
筹考虑和谋划。也要与国
际商都建设、综合交通枢纽
建设结合起来，把多式联运
的模式建立起来，“空中丝
绸之路”的建设才有生命
力、活力。还要与“三区一
群”建设结合起来，各项政
策有效衔接。

对于推进郑州—卢森
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河南省“一带一路”办处长
李迎伟说，初步考虑将围
绕四个方面进行谋划。

李迎伟说，首先是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
河南要抓住机遇，做好谋
划和落实。其次是突出河
南特色。郑州—卢森堡

“空中丝绸之路”，不是简
单的点对点串
联，还需要两地
之间的多个节点

支撑，最终，形成以双枢纽
为核心、覆盖全球的网络。
概括地说，就是形成双枢
纽、多节点、全网络的发展
格局，打造内陆地区融入全
球产业链的重要纽带。

李迎伟说，要厚植发
展优势。河南现在有较多
优势，比如“三区一群”，应
该把这些国家战略优势，
与郑州—卢森堡“空中丝
绸之路”建设有效衔接。
最后，应站位全局，先行先
试，为内陆地区提升开放
水平，提供河南样本。

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蔡
红看来，建设“空中丝绸之
路”，河南是有家底的。“航
空港经济增长、工业增加、
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等
各项指标都位于全省甚至
全国前列，是‘空中丝绸之
路’很好的承接地。”她说，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
之路”的建设，不仅是两个
城市、一条航线的建设，是

“以线带面”、多产业链条
联动的航空经济建设。

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局
长高建立认为，要建好多
式联运，实现公铁、空铁、
空路多种运输形式无缝对
接。“建设多式联运的公共
信息平台是当务之急。”高
建立说。

郑州—卢森堡
“空中丝绸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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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
“空中丝绸之路”概念如何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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