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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来到中国，第一次走进河南，提及对郑州的
印象，弗朗索瓦·鲍施脱口而出：“惊讶。”

1月 14日，河南航投与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正式
签署收购股权的相关协议，卢森堡可持续发展与基础
产业部部长弗朗索瓦·鲍施作为领队人，代表卢森堡政
府来到河南进行考察并签约。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
访时，他表达出对于郑州城市建设的由衷赞叹。

“我以前通过资料了解过郑州，但是和今天的所见
所闻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上午我去了郑东新区参观，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中国的中部有这样一个如此具
有现代商务气息的大都
市。”弗朗索瓦如是说。

“今天的郑州与过
去的卢森堡十分相似，
二者都拥有位于中心地
带的优越位置，周边公
路和铁路等地面交通运
输系统发达。”他告诉记
者，卢森堡国际货运航
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全
货运航空公司，基地位
于卢森堡芬德尔机场，
年处理能力 120 万吨，
航空货物通过公路可运
往欧洲 177个目的地。

在卢森堡政府对外
出售股权的过程中，多
家航空公司参与竞购。
卢货航最终选择牵手河
南航投，是因为“中国首
个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落户河南，具有巨大
的 政 策 优 势 和 发 展 前
景”。

“卢森堡货航在欧洲、美洲及非洲拥有完善的航线
网络、行业领先的业务及长期稳定的客户基础。郑州
致力于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战略离不开全球市
场，更需要像卢森堡货航这样的国际性航空货运基地
公司的支持。”除了航空港这块“金字招牌”，吸引卢森
堡政府的还有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双枢纽”战略
布局。

以郑州机场为亚太枢纽、以卢森堡机场为欧美枢
纽，建立跨越中欧、覆盖全球的航空货运网络，以最大
程度实现双方合作的协同效应。他认为，“双枢纽”的
建设将对中国及欧洲社会、经济、文化旅游等的发展都
会起到强大的辐射效应，将强力带动大物流的发展。

“中国与欧洲经济基础良好，互补性强，经济贸易
利益深度融合，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宽。卢森堡和河南
都应抓住历史机遇，优势互补，深化合作，互利共赢，共
同实现各自的发展战略。”对于双方接下来要展开的一
系列合作，弗朗索瓦表示愿意与河南一起为中欧经贸
合作作出努力和贡献。③12

1月 14日，郑州航空港区建设再传喜讯。随着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河南航投）与卢
森堡货运航空公司（简称卢货航）的签约，欧洲最大
的全货运航空公司正式落户郑州，有望成为入驻郑
州机场的首个国际货运航空基地公司。

直飞全货运航班
打造航空物流“桥头堡”

卢货航是欧洲最大、世界排名第九的全货运航空
公司，在国际上拥有行业内最为先进的货运机队，同
时，拥有覆盖全球的航线网络和市场资源，在全球有
90个通航点，在55个国家设有85家分支机构，尤其在
欧美拥有领先的市场份额及长期稳定的客户基础。

据悉，河南航投出资2.1625亿美元收购了卢货
航 35%的股权，在郑州机场将开辟郑州—卢森堡货
运直飞航线。初期由卢货航投放一周四班的运力，
后期将会根据市场开发程度和郑州枢纽的建设速
度，逐步增加运力投放规模，加密航班。

同时，双方将在郑州设立“双枢纽发展基金”，
专款专项用于郑州—卢森堡“双枢纽”战略模式的
构建和郑州航空货运市场的培育。“双枢纽”将构建
以郑州为亚太物流中心、以卢森堡为欧美物流中
心，覆盖全球的航空货运网络。

“卢货航的到来意味着郑州国际航空货运迈进
了新的时代。”郑州机场负责人表示，郑州开通直飞
卢森堡的货运航班，将极大吸引国内外货物在郑州
集疏，迅速提高郑州的货运吞吐量，进一步完善国

际货运通道网络和物流体系，提升国际货运竞争
力，筑巢引凤，助推实验区战略目标的总体实现。

国际航空货运网络
打通对外开放大通道

河南航投自成立以来，重点发展与民航产业紧
密关联的民航运输、航空物流、金融投资、通用航
空、航空制造等产业板块，围绕航空经济，努力构建
重点突出、多元发展、特色鲜明、综合竞争力强的航

空产业集团。在此之前，已出资 24亿元在我省成
立了首个基地航空公司——南航河南公司。

根据此次协议内容，卢货航未来将在郑州设立
飞机维修基地和飞行员培训中心，加快促进航空偏
好型产业、与航空物流配套相关的金融、保险等高
端服务业发展。未来，双方还将在地面操作、仓储
分拨、冷链物流、飞机维修和飞行培训等方面展开
全产业链的深度合作，以做大做全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航空经济产业链，提升物流业服务水
平，实现高端产业集聚。

“一个内陆省份的新企业与国际资深货航‘大
佬’的成功牵手，无论是对卢货航发展先进经验的
借鉴，还是对其技术与管理系统的转移，以及强有
力的航空货运网络的运用等，对于起步不久的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来说，都存在着长远的利
好。”我省航空领域专家说。

当前，郑州机场国际货运航线四通八达，航空
物流发展迅猛。2013年完成货邮吞吐量 25.57万
吨，同比增长 69.13％；全货机承运货邮量 14.23万
吨，同比增长 154.52%，货邮吞吐量增速在全国大
型机场中位居第一。运营的货运航空公司有 14
家，开通货运航线 23条，通航城市达 24个，全货机
周航班量80余班。

“国际货运航空公司的入驻将进一步打造内陆
省份对外开放高地，成为深化中欧社会经济交往的
重要窗口。”卢货航董事会主席保罗·海明格表示，
在双方合作成功的基础上，卢森堡将在郑州开通客
运航线，为两地交流合作提供更加快捷、顺畅的通
道，并带动和促进中国与卢森堡乃至欧亚各地经
济、文化、旅游的交流发展。③12

北京时间 1月 14日凌晨 3时，一列满载汽车原
配件和动车、高铁钢板的国际列车驶出德国汉堡
站，目的地：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中欧快线品
牌——郑欧首列返程班列启程，踏上了“丝绸之路
经济带”之旅。

这是郑欧班列历时半年开行的首列返程班列，
也是继重庆渝新欧班列用了 3年时间才开行返程
班列之后，全国第二列从欧洲到中国的返程班列。

驼铃声声，火车轰鸣。2100年前中国汉代使
臣张骞出使西域的“丝绸之路”，2100年后，成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郑州，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一经济
带的桥头堡。

返程货实现“零突破”

“距离 1月 14日汉堡
返 程 班 列 开 行 还 有 0
天”，郑州国际陆港开发

有限公司会议室的写字板上，郑欧返程班列的时间
表被涂改了许多次，留下了深深的墨痕。这一天，
终于画了一个圆满的圈。

郑欧班列自 2013年 7月 18日开通后，返程班
列也同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郑州市组建了返程
班列的项目团队，前往欧洲沿线各国洽谈返程货进
口贸易，通过全球竞争性谈判，实现了返程货源的

“零突破”。
“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180天开通跨境货运

返程班列。”郑州国际陆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
文明说，当全国超半数的省、直辖市都选择郑欧班
列将出口货物运送到亚欧各国，面向庞大的进出口
市场，组织返程进口货源、破解货物“有去无回”的
现状，已经迫在眉睫。

“经过德国货代公司的积极组织，首列返程货
源有 41个集装箱，以汽车原配件和动车、高铁制造
钢板为主，满足河南、吉林等省份合资企业的生产
需求。”郑州国际陆港开发有限公司市场二部部长
王景玉说，大家较为关心的奢侈品、红酒将在春夏
季的班列中运载。

返程首列23天走完“回家路”

返程班列从德国汉
堡出发，经波兰、白俄罗
斯、俄罗斯、进入哈萨克斯
坦，从二连浩特口岸入境，
到达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
站，全程10399公里。

记者看到开行计划
上显示，去程班列是 14

至 15天，返程

班列是 22至 23天，为何回家的路如此漫长？王景
玉说，1月 14日是俄历新年。同中国春节一样，白
俄罗斯、俄罗斯当地也会有新年长假，会在这里耽
搁几天的行程。

全车的人和货物都要在原地等待吗？王景玉
说，郑欧班列并不存在空载的情况。因为每经过一
个国家，集装箱就要从上一个国家火车上卸载下
来，重新装载到下一个国家的火车上，并非一趟火
车跑完全程。

据悉，满载 41个集装箱的郑欧首列返程班列
将于2月5日（农历初六）抵达郑州。

双向班列每周常态化开行

去年，郑欧班列相继破解了沿线各国便捷通
关、换轨调装、冬季极低温运行等难题，已初步实现
了单向班列常态化。今年，郑欧班列要实现双向班
列常态化的目标。

“进口同出口一样，对经济增长起着不可替代
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可以规避世界性危机带来的影
响，保持企业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省企业经济贸
易促进会会长温同文说，这就要求货源组织、口岸
建设要抢先布局，才能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

2013年 12月 3日，郑欧班列首次经内蒙古二
连浩特口岸出境，绕过哈萨克斯坦，从蒙古入境前
往德国汉堡，比原先的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线路
总长多出185公里。

这 185公里意义重大，为返程班列开行埋下了
伏笔，标志着郑欧班列已实现“口岸多元化”目
标。据悉，郑欧班列已经有二连浩特、阿拉山口两
个口岸，可以满足双向班列高频常态化对发。郑
欧班列国际经贸交流会上，已有不少企业向公司
表达了参与返程班列的意向，随着货源逐渐丰富，
郑欧返程班列力争年内实现每周一班，与去程班

列双向对发。③11

“过去推介郑州，我们要说少林功夫、宇通客车、新郑
大枣；如今推介郑州，我们讲‘三张名片’，航空港、郑欧班
列、E贸易。”1月14日，河南国际商会会长张以祥说。

郑州航空港外贸进出口总值占全省总额的半壁江
山；郑欧班列开行半年以来，全国超半数的省份都选择
从郑州将出口货物运送到亚欧各国；E 贸易信息化平
台正式投入运行后，日均业务量将达到 30 万包，每天
需要数十架飞机运输。业界预测，随着航空经济、跨境
铁路、电子商务的兴起，“买全球卖全球”成为可能，郑
州的“三张名片”将带来千亿元的商机。

据统计，2013 年我省对欧盟进、出口总额分别是
18.2 亿美元和 66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23.5%和 18.1%。欧盟是我省仅次于美国的对外贸易
第二市场。作为与郑州航空港一体联动、相互补充的
陆上交通枢纽，郑州市积极谋划建设郑州国际陆港，构
筑“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桥头堡，将中原与世界连为
了一体。

省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向清表
示，“三张名片”尚处于培育期，政府可对积极开拓货源
的航空公司、物流企业、铁路企业、信息企业给予政策
和资金支持，通过发展国际多式联运，集聚内陆地区出
口货物经郑州往来亚欧各国。

张以祥说，近年来中国进口亚欧各国的货物逐年
增长，中部地区目前还缺少欧洲货物分拨中心，可以在
郑州设立汽车、肉类进口口岸，降低进口成本。通过引
进汽车、肉类等高端欧盟产品，加快中原汽车城和“世
界餐桌”的建设，充分发挥“三张名片”的内陆开放平台
功能。③5

卢货航入驻郑州航空港
以郑州—卢森堡“双枢纽”构建覆盖全球的航空货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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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天开通跨境货运返程班列

郑欧返程班列汉堡首发

愿与河南一起为中欧
经贸发展“搭桥铺路”
——专访卢森堡可持续发展与基础产业部
部长弗朗索瓦·鲍施

航空港、郑欧班列、E贸易

“三张名片”
将带来千亿元商机

●独家访谈

●相关链接

让 我 感 到 惊 讶 的

是，在中国的中部有这

样一个如此具有现代商

务气息的大都市。

——弗朗索瓦·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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