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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发力培育 100 家左右物流“豫军”
首批 35 家正在公示，力争到 2025 年全省物流业成长为万亿级产业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朋冲 孙凯杰 文 白周峰 摄影

实施龙头企业引育行动
新增一批国家级示范物流园
河南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加快现
代物流强省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实施龙头企业引育行动，吸引一批全国
物流 50 强和货代物流 100 强企业区域
总部基地，新增一批国家级示范物流园
和 5A 级物流企业，培育 100 家左右物
流
“豫军”
。
记者了解到，近期，省发展改革委
初步确定 30 余家物流企业作为第一批
物流“豫军”，正进行公示。其中包括：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中豫国
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等。
郑州市一家快递公司内，
物流车辆满载货物整装待发。

8 月 5 日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河南省加快物流强
省 建 设”新 闻 发 布
会，介绍解读河南省
加快物流强省建设
的重大举措。
大河报·豫视频
记者了解到，我省明
确提出，实施龙头企
业 引 育 行 动 ，培 育
100 家左右物流“豫
军”，具体如何培育
打造？省里已经明确
了路径。

河南省第一批（35 家）
物流“豫军”企业公示

去年全省物流总额突破 17 万亿元
上半年我省快递业务量全国第六
发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唐兴丽
介绍，河南物流大省地位目前基本确立。
不妨晒晒
“家底儿”
。
“十三五”期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物流业总收入
年均分别增长 8.2%、9%，高于全国 2.5 个和 0.8 个百分
点。2021 年物流总额突破 17 万亿元、总收入超 7400 亿
元，均居中部六省首位。
郑州机场业务运输规模不断扩大，货邮吞吐量连续
突破 60 万吨、70 万吨，国内排名稳居第 6 位，跻身全球
40 强。
上半年，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21.12
亿件，同比增长 6.74%，业务量全国排名第 6 位，郑州快
递 业 务 量 位 居 全 国 快 递 50 强 城 市 第 14 位 ，占 全 省
36.6%；全省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57.95 亿元，同比增长
4.92%，业务收入全国排名第 8 位。国际/港澳台业务量
累计完成 952.75 万件，
同比增长 26.89%。
此外我省还涌现出 UU 跑腿、大易科技等一批即时
物流、网络货运新兴领域全国领军型本土企业。

到 2025 年我省物流业要成长为万亿级产业
成为世界级物流枢纽基地

图源：河南省发展改革委网站

对于物流业，
我省寄予期待。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先后印发了《
“十四五”
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
《加快现代物流强省建设的若干意
见》
《支持现代物流强省建设的若干政策》，
明确了建设现
代物流强省的总体目标和
“施工图”
“路线图”
。
我省提出，力争到 2025 年，我省物流业成长为万亿
级产业，
形成
“通道+枢纽+网络”
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成
为全国乃至全球举足轻重的现代化、国际化、世界级物流
枢纽基地。
具体包括很多指标。比如
“十四五”
末，
全省综合交通
网规模要达到 30 万公里以上，
民用运输机场形成
“一枢多
支”
发展格局；
全力推动
“米+井+人”
综合运输通道和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河南段建设，
推动铁路、
公路、
水路等多方
式协同发展，
加强省际间、
区域间衔接融合、
联动发展。
全力畅通国际开放立体通道，
加密国际货运航班，
加
快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和国际陆港新片区建设，充分
发挥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绸之路”协同发展效
应，
打造内陆型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
我省还提出，
力争
“十四五”
末郑州机场国际货运航线
达到 50 条，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营业里程、内河
航道里程分别达到 10000 公里、7600 公里和 2000 公里。
加快推进 10 个国家物流枢纽、30 个区域物流枢纽和一批
综合性、专业性物流园区建设，
依托物流枢纽大力发展航
空、
陆港、
临港经济，
争创国家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

培育物流“豫军”
河南将在多方面努力
发布会上，唐兴丽介绍，培育物流
“豫军”
，我省将在多方面努力。
支持做大做强。鼓励物流“豫军”
企业技术、服务和管理创新，加快拓展
企业产业链价值链。
强化政策扶持。对发展势头好、带
动作用强的
“豫军”企业，经考评后给予
一定额度的奖励。
加强人才引育。将“豫军”企业高
层次管理、技术人才及团队的引进纳入
“招才引智”活动，每年组织开展 1—2
期物流高级管理人员培训，提升企业运
营管理水平。
下一步，我省将以培育现代物流强
省建设的主力军为目标，通过综合施
策、集中发力，培育出一批从河南走出
去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物流龙头
企业。

万邦将在全省每个地市、每个县
建设一个冷链物流园
在省内外农副产品供应方面，万邦
市场发挥了很大贡献。为进一步做好
全省
“保供”和降本增效，万邦在继续努
力。
比如，万邦在郑州加大冷链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目前万邦市场果蔬保鲜、
肉类冷藏总库容达到 200 万立方米，总
储存量达 100 万吨，规模全国领先。今
后 3 年，万邦将再投资 50 亿元，通过对
市场的升级改造，再建设 100 万吨低温
冷库，完全满足郑州市应急储备量，以
及其他城市紧急调拨储备。
在全省各地市、县，万邦加大二级、
三级冷链物流园建设，投资 200 亿元计
划每个地市、每个县建设一个冷链物流
园，平时保供、急时应急。目前，万邦已
与 10 多个地市签约建设冷链物流园
区，其中濮阳、鹤壁已开业运营，商丘、
驻马店、焦作、漯河即将建成开业，洛
阳、南阳已开工建设，安阳、信阳等其他
地市正在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