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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龙浩开航不到一年
时间，河南再度迎来自己的基
地货运航空企业。

5月10日上午，民航中南
地区管理局副局长李双臣宣
布“中州航空正式开航”，一架
满载货物的中州航空波音
B737-300全货机昂首起飞。
作为河南首家本土注册、以郑
州机场为主运营基地的货航
企业中州航空正式商业运营。

作为中州航空开航的首
次 商 业 飞 行 ，这 架 波 音
B737-300全货机于当日从郑
州机场飞向深圳保安机场，并
于当日顺利返航郑州，满载来
自华南地区的抗疫物资。抵
达郑州后，这些物资又通过郑
州国际航空枢纽中心转运欧
美。

据介绍，中州航空总部位
于郑州，是一家以郑州机场为
主运营基地的本土航空公
司。中州航空于2016年6月
30日完成工商注册，2019年2
月26日获得民航局批准筹建，
2020年 1月 3日获得经营许
可，2020年 4月 26日获得运
行合格证。

中州航空致力于构建“以
郑州为枢纽，覆盖国内、辐射
全球”的现代化航空物流网
络，目前，已获得郑州—无锡
—泉州，郑州—深圳，郑州—
海口等航线。

另外，中州航空计划开航
3年内，机队规模达12架；开
航5年内，机队规模达20架；

开航10年内，机队规模实现
60架，员工人数达5000人。

对于这家新货航的定位，
2019年7月，中国民用航空局
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第6856号建议的答复中，将
中州航空定位为，“为助力‘空
中丝绸之路’建设，满足国内
航空快递业务及国际航空货
运市场需求，服务国家及中原
地区的‘交通大枢纽’体系和
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建
设”。

河南省机场集团总经理
康省桢表示，希望中州航空扎
根郑州、放眼全球，充分发挥
基地航空公司作用，加大运力
投放，拓展航线网络，做大运
输规模，争取短期内成为国际
货航在国内分拨衔接的主要
力量，中远期成为亚太地区物
流集散分拨的主力航空公司，
助推郑州航空枢纽高质量发
展。

补齐“本土航空”短板
河南曾寻求多方突围

河南省不靠边、不临海，
对外开放的依靠并不多，地处
中部的特殊地理位置为河南
发展航空经济带来了优势。

2010年之后，由于引进俄
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带来
的示范效应，包括美国UPS、
全日本空运株式会社、澳洲航
空和阿塞拜疆航空、扬子江快
运、邮政航空等国内外全货机
公司纷至沓来。

2013年，得益于河南在航
空经济发展上的务实表现，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

为国内唯一一个由国务院批
准设立的、以航空经济为主导
的国家级实验区，推进河南省
自己的本土航空公司组建迫
在眉睫。

“要打通连接世界经济体
的空中通道，需要机场、基地
航空公司和更完善的航线网
络。”金真在接受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各
大航空公司在河南的基地公
司相比，河南自己的基地航空
公司，能够更好地在航线开拓
及资源匹配方面服务于区域
经济发展的需要。

金真向记者解释，本土航
空公司，就像机场的永久商户
一样，在机场航空货邮吞吐量
增长和区域要素与国际要素
的匹配中，发挥着关键的驱动
作用。

实际上，河南民航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航
投）曾希望通过整合南航河南
分公司及重组停飞中的河南
航空有限公司来实现，但前者
终未实现控股，后者因各种因
素推进缓慢。

2014年年初，河南航投完
成了对卢森堡货航35%股权
的收购，并以此为契机打造了
郑卢“空中丝绸之路”，而新郑
国际机场则在后续的发展中
成为中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
的重要门户。

2018年，新郑国际机场除
了一举拿下中部地区客货运
输规模双第一，一批国际货运
航线也获得了第五航权额
度。这也意味着，在没有“自
己的航空公司”的情况下，河
南省通过航空经济体制机制

方面的务实创新，快速做大了
河南航空经济规模，并实现了
与全球经济脉搏的共振。

而在2017年和2018年，
河南省连续发布“空中丝绸之
路”建设及郑州国际航空货运
枢纽相关规划，均提到了要

“加快组建本土货运航空公司
和打造主基地货运航空公
司”。

得益于长期的关注和努
力，尽管中原龙浩和中州航空
出现的时间相对稍晚，但由于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先行先试优势，两家公司均在
较短时间内实现首次开航。
中州航空从获批筹建到首次
商业开航，仅用了15个月的时
间，而中原龙浩从首次接触谈
判到完成重组后首飞，也仅用
了半年多时间。

持续优化郑州航空生态
仍需引入更多基地航空

河南航空业在本土航空
公司实现连续突破的同时，航
空经济表现亦十分亮眼。

数据显示，今年1~4月，
郑州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
量459.05万人次，完成货邮吞
吐量 14.18 万吨，同比增长
4.3%。2月底至4月底，郑州
机场完成的国际和地区货邮
吞吐量同比增长了35.6%，保
障国际全货机数量634班，同
比增长77%，创下历史新高。

疫情期间，郑州机场新增
12家国际航空公司、10个国
际通航点，其中美国就有5个
货运航空公司的包机执飞郑
州航线。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郑州5个大机场的国际
货运量，集中了全国国际货运
量的90%，郑州机场首次同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机场并
列，其在国际货运方面的地位
和影响力获得充分肯定。

中州航空开航前的5月8
日，为构建高效、绿色、安全、
可控的航空物流服务体系，全
面推进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
纽建设，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式
批复《郑州机场航空电子货运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自2020
年5月8日起，该项目将在郑
州机场实施，随后向全国复制
推广。

金真表示，尽管郑州机场
在货运方面已经取得先发优
势，但得来不易。在补齐本土
基地航空短板的基础上，河南
仍需引进更多基地航空公司，
尤其是像东方航空、中国国际
航空这样的大型央企。

她举例说，如果把机场比
作一个商场，而基地航空公司
则是商户，更多商户的进驻，
不仅会擦亮商场枢纽机场品
牌，也为相关产业繁荣带来机
会。她进一步解释，更多的基
地航空，会带来更多航线资
源，让机场在空域、航线、航班
和货运量等都可以形成较大

范围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也
会带来更多的过夜飞机，充分
发挥机场区域、硬件设施设
备、空域、网络等资源作用，促
进机场与更多的基地航空公
司开展战略合作。得益于郑
州机场在抗疫方面的良好表
现，以及目前国际货运量首度
与北上广深并列，更多的航空
公司也将重新评估郑州机场
在其商业版图中的重要性。

打消航空公司顾虑
急需引入货源、物流综合
服务商资源

“更多航空公司在郑州机
场设立基地的前提条件是有
持续和稳定的货源。”中国商
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表
示，航空公司设立基地，更多
是出于市场角度去考量，大规
模、持续、稳定的货源是航空
公司实现盈利的关键。

今年3月份之后，由于海
外疫情暴发，防疫物资需求量
猛增，为紧急抢运国际上急需
的防疫物资，越来越多的大型
客机临时“客改货”直飞郑州。

据统计，自今年2月底至
4月底，郑州机场累计执行“客
改货”航班 33 班，运输货量
607吨，货源主要为口罩、防护
服等医疗防疫物资，货源地除
了距离郑州不远的“卫材之
乡”新乡长垣，也有不少通过
国内干线航空在郑州集中。

与此同时，郑州机场的创
新服务能力也得到提升。仅4
月21日一天，郑州机场就保障
了4架次“客改货”国际包机，
将急需的大量防疫物资紧急
空运至目的地。

金真表示，不少航空公司
未在郑州机场设立基地，侧面
反映了其对于郑州机场未来
发展前景的观望态度，引进更
多类似富士康、华为这样的企
业在郑州落地和大型航空物
流综合服务商或将彻底消除
观望因素。

“富士康和华为的手机在
全球拥有广阔的市场，除了产
品货值较高，也有快速运往全
球和实现市场扩散的现实需
求。”金真表示，类似的产业引
进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郑州本地及周边稳定的航空
运输货源供应。

业内人士表示，大型航空
物流综合服务商，可以有效控
制河南省及河南省外的航空
货源资源，并实现与郑州机场
运力的高度匹配，实现不同区
域和不同品种货源的平衡，最
终确保郑州机场航空运力的
充分使用，航空公司有利可
图，才会真正把郑州机场当成
家。

以全球航空物流领域领
先的综合服务商美国UPS为
例，其具备强大的一体化多式
联运航空物流服务能力，不仅
能有效控制货源，也能有效提
升整个运输链条的整体效率。

河南航空经济迎来加速跑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文 朱哲 摄影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河南航空业在最近两年连续实现突破。
5月10日上午，随着中州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州航空）旗下波音737全货机

完成首次开航，首家河南本土注册、以郑州机场为主基地的货运航空公司正式起航。而
在一年前，河南首家“自己的航空公司”中原龙浩开始了“广州—郑州”双基地运营的发
展模式。

河南航空经济研究中心专家、郑州航院科研处副处长金真表示，在补齐本土基地货
航短板之后，河南航空经济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而吸引更多的基地航空公司落地和
完善航空货源体系，成为今后构建河南航空经济生态圈的重点。

3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鼓励采取租赁和购买等方式增加货机，支
持货运航空公司壮大机队规模，发展全货机运输。河南航空业的发展，可谓恰逢其时。

河南首家本土注册、以郑州机场为主基地的中州航空完成首航

中州航空起航
河南本土航空再获突破

5月10日，中州航空举行开航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