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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买下德国帕希姆机场的河南商人，
在国内多个城市接连布局

豫商庞玉良再出发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庞玉良的目光，又一次投向河南。5 月 10 日，河南林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德国际）与驻马店市政府举行合作洽谈会暨签约仪式。这已经是
近半年来林德国际在河南签下的第三个合作协议。
11 年前，林德国际董事长庞玉良买下德国帕希姆机场，一时成为财经“网红”。如今，从走出去到走回来，不仅在河南接连布局，更在国内其他城市频频
现身。战略上大开大合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商业布局？

林德国际接连布局河南

打造 E 贸易全球平台范本

尽管近半年来庞玉良在豫不
断出手，
不过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来看，
林德国际与驻马店的联姻可
能在庞玉良布局当中，承载的“戏
份”
最重——打造林德国际商业模
式升级的全球范本。
对于林德国际与驻马店市政
府的签约，5 月 15 日，庞玉良在接
受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
表示：
“这个项目的落地性更强，
前
景也更为深远”
。
从林德国际提供的《驻马店市
人民政府与林德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合作
协议》
）显示，
此次林德国际与驻马
店的合作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
开。其中，
林德国际与驻马店市政
府合作孵化培育支持中小跨境电
商企业被放在了首要位置。
从合作内容上看，林德国际利
用其在国际航空物流与跨境电商
领域的经验，
利用德国帕希姆机场
自贸功能区物贸服务平台，
从保税
交易、代理销售、代理采购、保税仓
储、代收代付货款等跨境电商全供
应链物贸平台，
依托其在跨境电商
支撑的核心竞争力，
为中小跨境电
商企业提供培训辅导、资源对接、
市场拓展、规范运营、规模发展、国
际准入等全方位支撑。
“在具体操作上，林德国际将
同驻马店市政府一起，
面向全国招
商 1 万家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入驻驻
马店市政府在中国（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印象驻马店’设立的企
业孵化中心，
使园区内的企业享受
到自贸区的便利政策，
从而最终实
现买全球、
卖全球。
”
庞玉良表示。
同时，
对于招入园区的企业，
林
德国际与驻马店市政府还将通过
产业引导基金与政府政策支持企
业IPO上市。

“入驻园区的优质企业，将充
分享受驻马店市精准扶贫的相关
便利政策，
林德国际将对接国际国
内优质资源，
通过对当地有潜力和
发展前景企业进行辅导和国际国
内资源嫁接，
帮助当地企业转型升
级规模发展，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达到上市标准与规模。”庞玉良介
绍。
同时，林德国际和驻马店市政
府还将共同推进与中国（河南）自
贸试验区的合作，
力争河南自贸试
验区驻马店联动区尽快获批，
通过
帕希姆机场自贸功能区法兰克福
保税交易中心，
为驻马店国际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提供与欧洲和世界
对接的中欧国际农产品保税交易
中心，
支持中德加工制造企业开展
跨境产业合作，承接中国 2025 与
德国工业 4.0 项目落地，设立推介
合作平台。
此外，
根据《合作协议》，
林德国
际还将提供对外经贸指导、资源对
接、
市场开拓、
人才培养、
国际物流、
融资方案等专业化解决方案，
从而
帮助驻马店市打造软硬件条件培
育外向型企业发展，
为外向型企业
提供配套政策、市场条件、发展环
境、
资本通道。
事实上，
对于此次与驻马店的
合作，
庞玉良显得非常重视。
“经过 11 年的发展，帕希姆机
场已经由单纯的机场业务发展成
为帕希姆机场自贸区。希望通过
此次与驻马店市政府的合作，
林德
国际能够实现商业模式的升级，
具
体来看就是以空港自贸功能区为
节点，
以跨境电商区域服务中心为
全球网络，以虚拟物流航空为纽
带，从而实现林德国际打造 E 贸全
球一体化服务平台的愿景。”庞玉
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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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玉良再出发

试验区等政策机遇，
推进河南自贸
试验区许昌联动区与德国帕希姆机
场自贸区互联互通，
共建跨境经贸
合作园区和跨境电商基地，
在许昌
搭建中欧跨境贸易的通道和平台，
从而实现为许昌乃至河南的外向型
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的愿景。
事实上，就在林德国际与许昌
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前一周，
林德国际以及其旗下的德国帕希
姆机场管理公司刚刚与河南省自
贸办签订三方合作协议，
三方将在
帕希姆国际机场及保税经济合作
区设立
“河南—帕希姆自由贸易合
作区”
，
这是河南省在境外设立的首
家自由贸易合作园区。
而该合作园区的设立，将为河
南自贸试验区企业进入欧洲提供
保税仓储、
加工、
转运服务及自由贸
易平台，
并为中国与欧洲国际物流
企业提供集货与分拨场地，
以及跨
国自由贸易的保税、
免税交易平台。

庞玉良行走在德国帕希姆机场

5 月 11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网
站一则消息引起了业界关注。
这篇题为《驻马店市人民政府
与林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的新闻表示：
“5月10日，
市
政府与河南林德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合作洽谈会暨签约仪式举行，
标
志着驻马店市与林德国际物流集
团正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
正是这一次签约，十年前因收
购德国帕希姆机场而在国内声名
大振的林德国际董事长庞玉良再
次走入公众视野。
实际上，这已经是近半年来林
德国际第三次与河南联系在一起。
就在 2017 年 12 月，许昌市政
府与河南林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德国帕希姆机场管理公司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
根据双方当时的签约情况，许
昌市与林德国际将在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的基础上，
借助设立河南自贸

接手 11 年 帕希姆从机场到自贸区
随着林德国际在河南自贸
试验区以及跨境电商领域的不
断布局，林德国际以及其背后
的掌舵人庞玉良的名字也再次
回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而上一次林德国际以及庞
玉良被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
则要追溯到 11 年前。
2007 年 5 月，在郑州市郑
东新区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中国河南·尼日利亚拉各斯·
德国帕希姆经济合作商贸投资
洽谈会”上，身为林德国际董事
长的庞玉良宣布：林德国际 10
亿元购买了德国帕希姆机场
100%的股权、设备及附属经济
合作区土地的永久拥有权。
2007 年 7 月，一架从上海
浦 东 机 场 起 飞 的 波 音
747-200 型 货 机 降 落 在 德 国
北部的帕希姆机场，这是庞玉
良该月初接管帕希姆机场后迎
来的第一架货运航班，也标志
着此次收购顺利达成。
正是此次收购，开了中国
民营企业收购外国机场的先

河，也正是这次收购，让此前名
不见经传的物流商人庞玉良一
下子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尽
管被媒体冠以“收购外国机场
第一人”的称号，但庞玉良此后
收购德国机场的每一步，从融
资进展到接管机场的举动，一
直处在媒体的密切关注之下。
根据当时媒体报道：庞玉
良，40 多岁，河南驻马店上蔡
人，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浸淫航空物流行业经营多
年，是我国第一批从事航空物
流的人士。而庞玉良旗下的林
德国际成立于 1995 年，在收购
帕希姆机场之时，林德国际的
业务涉足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多家外国航空公司在中国的
销售总代理，还是郑州航空港
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当时，新郑国际机场在货
物运输方面本来业务量并不
强，但在林德国际成为其货运
代理后不久，该机场的货运量
跃升至全国机场第 7 名。
随着林德国际将帕希姆机

场收入囊中，林德国际发挥企
业在国际航空公司总代理、国
际物流的领先优势，通过市场
化运作，对帕希姆机场改扩建
走出了一条以航空物流与国际
贸易带动国际机场整体发展的
新路，实现了国际物流企业自
身的转型升级。如今，在林德
国际收购帕希姆机场 11 年之
后，帕希姆机场已经发展成为
帕希姆机场自贸区，其业务涵
盖保税交易、代理销售、代理采
购、保税仓储、包机包舱等全供
应链跨境电商物贸平台。
记者得到的一份《林德国
际发展计划书》显示，目前帕希
姆机场自贸区已经与国内的河
南自贸试验区、杭州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郑州航空港综合
经济实验区、西安国际港务区、
临沂综保区及临沂商城、长春
综合保税区、北京天竺综保区
等达 成 互 联 互 通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验，这时候选择走回来，不管是
从企业发展还是经济发展的角
度来看，都是双赢或多赢的一
种选择。”
庞玉良说。
对于目前出现的当年走出
去的企业选择回归，在九鼎德
盛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保盈看
来，这种经济行为一直存在，包
括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也
算是走出去之后再走回来的一
个典型。对于这种现象，首先
说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
相关联性更加紧密，中国经济
的对外开放度也在不断提高。
对于这些走出去之后又走回来
的企业，能否将国外的产品、技
术和人才实现与国内市场的对
接，是否有一个专业化的团队
负责落地是其要考量的首要问

题，此外，这些企业还要注意，
当年走出去面对国外市场的不
适应，在经过磨合适应之后，如
今走回来，这种不适应感可能
仍然会存在，特别是在资金和
资源端，如何实现完美对接，仍
然是企业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此外，新华社瞭望智库特
约研究员肖玉航则建议这些走
回来的企业，一开始引入的产
品一定要对路。
“对于这些走回来的企业，
一定要引进国内和国外两个市
场真正急需的产品，
充分发挥好
一带一路的作用。同时，
这些企
业在利用好当地政府提供的优
惠政策基础上，
更应该结合自身
特点，
适度发展。
”
肖玉航说。

从走出去到走回来
11 年前，通过收购帕希姆
机场，庞玉良成为国内民营企
业收购国外机场第一人，经过
11 年发展之后，庞玉良选择把
公司转型的着力点放在河南自
贸试验区内的驻马店，从公司
的角度考量，庞玉良最终目的
是实现两地之间的协同发展。
事实上，不止庞玉良，包括
玻璃大王曹德旺在内的一批走
出去的企业家，近期纷纷表示，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回来。
对此，庞玉良表示：
“ 国内
企业通过早年的走出去战略，
利用外部资源以及先进的管理
制度，实现了公司发展壮大的
目的，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
些走出去并且生存下来的企业
大多积累了丰富的资本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