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机场又称安阳豫东北机场，位于汤阴
县瓦岗乡，自2010年安阳决定建设自己的机
场，经过12年的漫长等待、历经坎坷，到如今的
安阳机场建设正如火如荼，这座承载了安阳人
太多希望的机场终于有望今年建成投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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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 仓 库 招 租

融通农发郑州公司物流园位

于郑东新区,郑开大道与东四

环交汇处北侧,地理位置优越，

仓储库房众多,价格优惠,现
有七万余平空仓可单租可整体,
联系方式:成先生:18638114499

寻亲公告

●陈广亭于2021年
7月17日早上5点
左右在荥阳市广

武镇车大沟村2组
村西头路边捡到一名男婴,现
(约)1岁,取名吴家承,现寻其亲

生父母,望其父母见报后联系。

电话:0371-64812110、0371-
64812139、15938750963
● 寻 亲 公 告

中牟县雁鸣湖镇

张庄村王荣杰于

2013年 8月 29日
5点多在中牟县

雁鸣湖镇张庄村砖窑厂捡到

一女婴,由儿子儿媳抚养至

今,取名王梦想,今年约9岁,
现寻亲其亲生父母,逾期无

人认领将依法安置,联系人:
王志垒15517584488

●本人王春、娄新颖于
2015年6月20日在任
庄村西，出村小路上捡
到一名女婴抚养至今，
取名为王亚晴，请孩子
父母或知情人联系
17651911168。即日起30日内
无人认亲，孩子将依法被安置。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月嫂65930584

声明

●我公司郑重声明如下:
我公司从来没有刻制过“河
南三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汤阴县夏都小学项目部”
的印章，若有任何人在任何
文件、资料、合同等文书上
加盖该枚印章，均不代表我
公司，我公司均不予以认可。
声明人：河南三林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6日

●郑州市管城区胡新坤鲜面条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4
MA4413BF4C遗失,声明作废。

●姓名:武雨硕,性别:男,出生时

间:2012年12月9日08时25分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4119
54278)遗失,现声明作废。

●姓名:武怡阳,性别:女,出生时

间:2011年9月23日09时25分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4104
56183)遗失,现声明作废。

●河南中青艺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0356140469k）营业执照正本

和公章（4101030117489）遗
失，声明作废。

●石贝不慎遗失滑县建业城市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滑县建

业壹号城邦购房收据,编号:
1330734,金额:10000元;编
号:1331455,金额:246296;
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意尚家具定制

设计室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
册号410102600479805声明作废。

●安诚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河南

分公司清丰营业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922MA3X77
2E7M)已注销，特此声明。

●河南兆工钢结构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编号:410201
0092062 )一枚,声明作废。

●郜明权坐落于巩义市常庄小

区19幢104室的房屋所有权

证（巩城私字第8353号）丢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黄萍服饰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5MA41
U16W1M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轩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4L2U
09C1-1）、财务章、法人章（王

胜利）、合同章遗失，声明作废。

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商城大厦位于

郑州市二七路1号自有产权商
铺，一楼 90m2，二楼 330m2、
266m2，四楼146m2。另有郑州
市纬五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丰合
大厦B座写字楼4—8层，单层面
积：803m2。现进行公开招商。

要先生 13607694556咨询
电话

注销公告
中平能化集团居源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代码：91410482660941498N）经
股东会决议清算注销，并于2022年7月
21日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注销登记，中
平能化集团居源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成
员为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天昊实
业公司，清算组组长为中国平煤神马能源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派孙增坡行使
清算组组长职责），请债权人（债务人）于
见报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中平能化集团居源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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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记者从安阳交通机场
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王晓峰处了解到，截至目前，安阳
机场项目民航专业工程已完成总进
度的91%，航站区工程已完成总进度
的72%。

据了解，安阳机场距安阳市区直
线距离27公里，占地约2339亩，项目
总投资约13.66亿元，定位为国内民
用支线机场，飞行区等级为4C。该项
目是民航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的新
建支线机场项目，也是省市重点民生
工程，符合国家对航空运输网络的规
划，满足中部崛起和中原经济区发展
战略需要。

其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条2600

米×45米跑道，主降方向设置I类精
密进近系统；航站楼总建筑面积约
6123平方米，站坪机位7个；1座塔
台和800平方米航管楼；配套建设空
管、供油、供电、供水、消防救援等设
施。

“机场分为军用机场和民用机
场，其中民用机场又包含运输机场和
通用机场两大类。安阳机场属于运
输机场，兼具通航功能，主要功能就
是客运和货运。”王晓峰告诉记者。

据了解，安阳机场工程按满足年
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2000吨设计。项目主体工程于2021
年2月开工，计划2022年12月建成
投用。

截至目前，项目民航专业工程
已完成总进度的91%，其中场道主
体工程较原计划提前竣工，正在进
行边坡防护、土面区平整和巡场路、
围界等附属工程施工；航站区工程
已完成总进度的72%，其中航站区
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在进行外部装
修和内部精装及空管、气象等专业
设备安装工作。

作为一座会飞的城市,安阳是全
国通航发展时间长、基础好的城市之
一。2017年，安阳被列为第一批全
国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城市，
2020年10月，安阳市获批国家首批
13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以下
简称“试验区”）之一；建成全国首个
5G泛在低空飞行测试基地，具有覆
盖高度3000米以下的对空专网。

近年来，该市围绕“一区三园”
（安阳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简称
“一区”，其分为三个子园，即依托安

阳航校机场和无人机基地建设安阳
航空教育与科技研发园，依托林州机
场和航空运动基地建设林州航空运
动旅游产业园，依托安阳机场和安东
通用机场建设安阳航空产业园）通航
产业发展布局，聚焦重点任务，创新
工作举措，积极推进示范区建设。

在安阳无人机产业园，这里基础
设施建设完备，产业集聚初步显现，
形成了无人机整机、发动机、飞控、无
人机专用电池、零部件加工、专用药
剂研发生产以及飞手培训、飞防服
务、检验检测、试飞等产业链完备的
无人机产业发展集群。

目前，安阳“一区三园”的通航发
展格局基本形成，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完善，不仅吸引大批涉航企业落地生
根，更推动通航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和
全链条发展，成为引领和带动全省通
用航空产业发展的典范，成为安阳经
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之一。

安阳机场工程
按满足年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000吨设计

机
场
计
划
今
年
年
底
建
成
投
用

广泛张贴“燃气安全九提示”宣传海报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连日来，确山县消防救援大队宣

传人员广泛张贴“燃气安全九提示”海报，大力开展燃气使用安全宣传活动。
大队宣传人员走进辖区餐饮场所、居民住宅区等使用燃气较为集中的区域在
醒目的位置张贴宣传海报。

其间，宣传人员结合常见的燃气安全事故案例，向群众讲解燃气安全常识
及使用注意事项，做好日常生活中“三清三关”，及时更换老化线路管道，定期
对燃气设备进行检查排查安全隐患。（徐鹏）

安阳“一区三园”的通航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受疫情影响，信阳明港机场
的不少航班停运。6月下旬，一个
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在信阳人的
朋友圈传播：明港机场7月6日开
始恢复全部航班。

“7月6日以后，原本冷清的
航站楼停车场开始热闹起来，就
连附近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工作
人员也没有往日清闲。”周先生
告诉记者，随着暑期到来和疫情

防控形势好转，很多人选择在暑
期出行。而明港机场的航班，正
好与信阳人出行目的地高度吻
合：上海、西安、大连、重庆……
多个国内大城市，不论是商务、
旅游、求学，乘坐飞机都是不错
的选择。

“前几天信阳又有一个好消
息，鸡公山风景区升级为国家5A
级景区了，再过两年，大别山旅游

公路通车，信阳交旅融合的布局
将正式形成。”周先生告诉记者，
大别山旅游公路是河南省首条旅
游公路，是全省“13445”工程的重
要项目之一。明港机场是该高速
公路的起点，整条高速公路将串
联起信阳市的南湾湖、鸡公山、信
阳毛尖核心产区、何家冲、黄柏
山、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首府等旅
游资源。

2018年，明港机场正式通航
后，信阳市掀起一股谋划、建设机
场的热潮。信阳市政府前不久印
发的《信阳市“十四五”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和枢纽经济发展规
划》提出：加快实施明港机场（二
期）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潢川机
场项目。“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
商城、新县通用机场，开展淮滨、
固始通用机场前期工作。

2022年年初，潢川机场的建
设已经进入征地阶段。该机场场
址位于潢川县城东部桃林铺、黄

寺岗境内，距离县城中心直线距
离约21公里，公路距离约26千
米。潢川机场定位为国内支线机
场，建设一条长3000米、宽45米
的跑道。初步预测近期2030年
年旅客吞吐量为 70万人次（国
内），远期2050年年旅客吞吐量
为260万人次（其中国内250万人
次，国际/地区10万人次）。拟开
通潢川至北京、西安、洛阳、广州、

上海、长沙、重庆等地的航线。
豫南通用机场群，是河南省

“一主五副六群”通用机场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信阳通用机场
群，又是豫南群的重点。通用机
场群的建设，将服务豫南生态经
济示范区、大别山革命老区和淮
河生态经济带发展，重点发展农
林植保、空中游览、短途运输等产
业。

交旅融合，明港机场未来可期

因地制宜，打造豫南机场群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陈曦 文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民权通用航空机场
作为“六群”中的豫东通用机场群
之一，对服务豫东构建立体式现
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促进地方产
业转型升级、释放消费能力、拉动
居民就业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河南省重点项目——民权通
用航空机场跑道工程竣工后，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完成 6 架次

“赛斯纳172飞机”的飞行起降试
飞，这标志着民权将步入通航时
代。

“现在机场配套设施和装修
已经进入尾声，预计一个月后就
基本完工，可以达到运营条件
了。”7月24日，民权通用航空机
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去年8
月民权通用航空机场首飞后，机
场跑道基本具备飞行起降条件，
近一年来，机场承接着本公司内
部的飞行培训转场训练功能，目
前，正在进行机场航站区内部营
房的装饰装修和设备、系统安装
和调试。

据民权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

绍，民权通用航空机场于2015年
提出项目意向，先后取得了民航
和军方的相关批复。经过近5年
的艰辛努力，2019年11月获得河
南省发改委核准。2020年6月，
民权县政府与运营商——东方时
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
民权通用航空机场合作协议。
2021年8月24日，民权通用航空
机场的6架飞机首次试飞成功。

民权县紧抓通用航空机场建
设机遇，依托机场在其南侧规划
建设通用航空产业园，主要发展
与通用航空相关的产业，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为民权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据介绍，民权通用航空机场
已在河南省民航监管局完成机场
备案（属B类通用机场），机场规
划主要以小型航空器制造和公务
飞行、飞行培训、空中旅游、物流
飞行、航空医疗救护、城市航空消
防、航空护林等服务为主；同时，
又面向社会提供应急救援、通航
作业飞行等保障服务。

民权通用航空机场鸟瞰效果图

我省构建“一主五副六群”体系，安阳、信阳、民权的通用机场建设已加速

空中俯瞰信阳明港机场航站楼

安阳机场建设正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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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杨小燕 通讯员 姜烽烜 文图

“暑假以来，明港机场的航线全部恢复，客流量这几天明显增加。”7月20
日上午，在信阳市明港机场航站楼，机场工作人员周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10
月通航以来，明港机场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更多的信阳人，实现了在家门口
坐飞机的愿望。不仅如此，信阳市潢川、商城、新县、固始等县，都在建设或谋划
当地的机场，豫南机场群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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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高的天空，河南定下通用航空发展新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