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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克难攻坚 开拓创新 提速发展
打造河南乃至中原地区开放的平台和窗口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批一周年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杨凌 栾姗

开局之年，在省委、省政府与
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实验区上下乘势而上，以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紧紧围
绕“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
大产业、塑造大都市”这一战略主
线，梳理新理念、谋划新举措、探索
新路径，提高站位、聚焦重点、凝心
聚力推动了“三大战役”、“四大突
破”、“四大提升”与“五化战略”，主
动作为、务实作为、创新作为，克服
了职能不全、财力与人员不足、基
础薄弱等重重困难，“边探索、边建
设、边发展”，精彩完成各项任务。

2013 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1740 亿元（不含新移交区域），增长
42.6%，电子信息业产值占全省的
70.2%；地区生产总值 285 亿元，增
长 33%；固定资产投资 200 亿元，增
长 73%；进出口总额 357 亿美元，增
长 27.9%，占河南全省的 62.1%；实
际 利 用 外 资 4.2 亿 美 元 ，增 长
58.2%；财政总收入 35.2 亿元，增长
116%；财政公共预算收入 15 亿元，
增长 106%。在全国经济结构调整、
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各项经济指
标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为 2014 年实
验区建设提速与 2015 年见成效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力建设
中部航空货运枢纽

枢纽建设作为实验区建设的核
心工程，摆在了各项工作的第一位。
机场二期征地拆迁工作圆满完成，截
至 2013 年底，累计交付机场二期项
目单位工程用地 8443亩。航线网络
快速拓展，2013年新开国际货运航线
14条，国际货运航线达到 19条，居中
西部地区第一位。客货吞吐量再创
新高，2013年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
量 13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6%；货
邮 运 输 量 25.6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69.1%，增速居全国大型机场第一位，
总量稳居中部地区首位。物流支撑
体系不断完善，郑州海关快件监管中
心、“卡车航班”、保税货物结转试点、
航空快件总包直封权、肉类进口口岸
相继获批或开通，这些项目在中部地
区都是第一个或第一次。现已完成
对世界全货运航空巨头卢森堡货运
航空的收购，并将新郑国际机场作为
其全球第二大枢纽机场。

招商引资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招商引资作为实验区建设的战

略举措，招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成功参与和举办了“中原之夜”、“中
博会”、“厦洽会”、“走进台湾”、“拜祖
大典”等一系列招商引资活动。新开
工朝虹电子、中外运中部区域物流网
络枢纽、中原国际医药物流创业园等
产业项目 11 个，总投资 171 亿元；新
签约落地菜鸟骨干网、友嘉精密机械
产业园、普洛斯三菱商事物流产业园
等项目48个，总投资1516亿元；还有
正在洽谈的项目 79 个，正在谋划与
跟踪的项目46个。

细化服务
深化富士康合作

富士康作为“头雁”，细化服
务，深化合作，打造“雁阵”，富士康
科技园建设稳步推进。截至 2013
年底，累计完成厂房、宿舍投资约
290 亿元，富士康累计完成投资约
13.6 亿美元；建成厂房 200 万平方
米，宿舍 527.6 万平方米；综保区布
局手机生产线 115 条（含维修线 15
条），员工总数最高超过 30 万人。
2013 年手机出货量 9645 万部，其中
内销手机 1652 万部。富士康“三个
五五”产业发展规划正在有序推
进，研发服务集聚区、手机后端模
组、航空物流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方
案已初步完成。

基础设施
城市功能有效提升

城市规划建设是实验区发展
的基础，按照国际化、高标准的要
求，各项城市功能有效提升。道路
及桥梁建设快速推进，建成道路总
里程约 69 公里，目前在建道路总里
程约 79 公里；19 座南水北调干渠桥
梁中 4 座变更桥梁已建成通车，14
座新增桥梁主体已完工。市政基
础设施超前布局，供水能力 10 万
吨/天的第一水厂一期工程已投入
使用；处理能力 5 万吨/天的第一污
水处理厂、处理能力 10 万吨/天的
第二污水处理厂一期已建成投用；
已建成 2 座 220 千伏变电站，3 座
110 千伏变电站；15 万立方米/小时
的燃气门站已建成，铺设燃气管道
14.7 公里；已成立郑州供电公司实
验区供电部，专门负责实验区内的
报装和检修业务，改变原来由郑
州、中牟、新郑三方管理的状况。
生态建设稳步推进，总长度约 28.5
公里的南水北调运河生态防护绿
廊项目规划方案已完成。投资总
额 4 亿元的兰河（河刘沟）河道生态
治理项目已完成投资 2.5 亿元，预
计今年五一前建成通水。城市建
设全面启动，北区 3 平方公里核心
区已全部动工，主要包括大型城市
综合体、总部经济、金融会展、星级
酒店、休闲娱乐、教育医疗、商业住
宅等，计划 2015 年全部建成投入使
用。其中，裕鸿世界港等项目已建

成投入使用，正弘城市综合体等项
目已开工建设。

优化平台
提升国际营商环境

平台建设作为激发活力的重
要载体，全力推进，对外开放体系
进一步完善。综保区作用进一步
显 现 ，各 项 功 能 设 置 更 加 完 善 ，
2013 年累计完成进出口总值 357 亿
美元，在全国综保区中排名第二
位，同比增长 27.9%。河南电子口
岸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已全面
启动，现已完成 16 个进网单位的数
据对碰，运营公司已组建完毕，到位
资金 4700万元。特种商品指定口岸
申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 年
12 月 30 日国家质检总局正式回函，
原则同意我省建设进口肉类指定口
岸。食品口岸、药品口岸、汽车口岸
与 72小时过境免签申报工作都在有
序推进中。信息平台建设突飞猛进，
实验区门户网站全年访问量达到5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9倍。投融资平台
实力进一步增强，兴港、建投资产规
模已分别达到 150 亿元、80 亿元，已
与多家金融机构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获得融资授权 2500亿元。企业孵化
器与标准化厂房建设取得实质性进
展，项目承载力进一步增强，总占地
626亩，建筑面积 54万平方米的手机
产业园一期12栋厂房共12万平方米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已有中兴、致远、
品胜、百豪、凯利通、百利丰、百纳威、
时代华盛、美尚通、鼎达 10家手机企
业意向性入驻。

推动实验区建设全面提速

201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
革的第一年，也将是实验区“大建
设、大发展、大跨越”的提速之年。
实验区以“五项工程”、“八个园区”
和“六项改革创新”为抓手，以“枢
纽建设重点工程全面开工、重大产
业项目全面开工、要素平台保障能
力进一步提升、国家政策申报重大
突破”为标志，突出一个“快”字，以

“提速”推动实验区的“大建设、大
发展、大跨越”，为全省、郑州市的
改革开放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主要工作目标是：地区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30%以上；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0%，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100%，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同比增长 35%，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 20%，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
长 20%，民生投入增长 30%以上，人
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10%以上。

“五项工程”
提速枢纽建设与城市发展

大 建 设 是 全 面 提 速 的 基 础 。

实验区要以“枢纽工程、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工程、商务区与合村并城
工程、生态工程、社会服务配套工
程”五项工程建设为抓手，尽快形
成两翼齐动，轰轰烈烈的建设高
潮。

一、强力推进“枢纽工程”建
设。尽快形成覆盖全球主要口岸城
市的航线网络，畅通实验区的对外
联络，增强郑州机场对内陆航空运
输货物的集疏能力，强化郑州机场
中西部地区航空货运核心地位。

二、强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工程”建设。进一步强化市政
配套能力，畅通区内南北联系，为
全区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奠定一
个好的基础。

三、强力推进“商务区与合村
并城工程”建设。紧紧围绕河西北
部、河西南部、河东高铁会展、高端
制造业四大片区，强力推进城市功
能核心区建设与合村并城工程，进
一步提升全区承载能力。

四、强力推进“生态工程”建
设。以建设生态、宜居、低碳、环保
航空城为目标，加快推进生态水
系、生态廊道与绿地公园建设，进
一步提升全区城市形象，优化全区
生态环境。

五、强力推进“社会服务配套
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教育、医疗、
文化、体育、公交等公益设施建设，
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提
升实验区的凝聚力。

“八大园区”
提速产业发展

实验区紧扣航空港经济特点
与国内外发展形势，围绕高附加、
高技术、高成长和低消耗、低排放、
低污染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内涵式
发展为目标，全面启动强力推进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航空
物流产业园”、“航空制造维修产业
园”、“电子信息产业园”、“生物医
药产业园”、“精密机械产业园”、

“电子商务产业园”、“商贸会展产
业园”八大园区的规划建设。

针对每一个产业园区，都要遵
循“龙头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
产业基地”的发展思路，抓龙头，带
配套，按照谋划一批、对接一批、签
约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梯
次，分级盯紧一批项目，全力推进
产业聚集发展。

今年，初步谋划项目 80 个以
上，跟踪在谈项目 60 个以上，确保
签约项目 50 个以上，力争签约项目
总投资达 1500 亿元以上。

“六项改革创新”
为全面提速提供坚强保障

目前，在外部环境偏紧的形势
下，各地都在谋划新举措，探索新
路径，寻找新突破，百舸争流千帆

竞。实验区要突破重围，就必须要
进一步增长紧迫感、责任感，改革
创新，抢抓一切机遇。强化体制机
制创新、增强发展活力；强化口岸
管理创新、优化国际营商环境；强
化政策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强化
平台建设创新、提升保障能力；强
化农民工作创新、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强化方式方法创新、深入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转变

思想，提高认识。
千帆竞渡千重浪，万马奔腾万

里春。新的一年，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要大力弘扬龙马精神，
奋马扬鞭、一马当先；以大刀阔斧、
势如破竹之势，爬上了“摩天岭”、占
据制高点，开创“大建设、大发展、大
跨越”，万马奔腾的崭新局面。

（图片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提供）

这是一座门户枢纽之城，

这是一座现代科技之城，

这是一座绿色生态之城，

这是一座宜居宜业之城。

这就是正在建设中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

2013年 3月 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这是

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

先行区，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开放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明确“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空

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

开放的重要门户、现代航空都市、中原经济区

核心增长极”的战略定位。

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我省

抢占区域竞争制高点、创造竞争新优势、实现

发展新跨越的战略举措。站在开局之年，实

验区建设实现良好开局，基础工作初定、工作

格局初成、港区地位初显。

2014年将是实验区建设的攻坚之年，各

项建设将全面铺开，要实现“大建设、大发展、

大跨越”的奋斗目标，任务将异常艰巨。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全体干部职工以完善

基础设施和招商项目落地为重点，争分夺秒、

乘势而上、深化改革，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

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实验区建设全

面提速，打造河南乃至中原地区开放的平台

和窗口。

郑州台湾科技园

沃金商业广场电影院

郑州机场货运部装货现场

郑州机场二期工程地基施工现场

IT产业园社区服务中心员工生活区

实验区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

实验区建设取得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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