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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投洽会上，顺丰速运、
TCL、康佳、华世基、天基等一
批龙头企业竞相入驻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以往相
比，这些项目块头更大，项目链
式发展的态势显著。”实验区副
主任黄卿这样评价。

亿元1456
2013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签约项目 45 个，总投资额 1456 亿
元。友嘉精密机械产业园、菜鸟骨干网、
京东商城、正威科技城、绿地会展城等一
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辐射力、国内外
资源整合力的项目纷纷落户实验区。

4 月 1 日，苏宁控股集团公司与省政府签约，该集团
拟在河南投资 370 亿元，建设苏宁广场、苏宁生活广场、
苏宁睿城、华中区物流枢纽等重点项目。签约仪式结束
后，苏宁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在现场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

“河南是我国农业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消费潜力巨
大，也是促进中部崛起、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将引领河南经
济转型发展，成为引领中原经济区发展、服务全国、联通
世界的开放高地。”张近东说。

据张近东介绍，此次投洽会上，苏宁集团与河南省政
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将积极参与到中原经
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中来，实现共赢
发展。

谈到苏宁在河南的发展战略，张近东说，今年是互联
网零售战略的执行年，公司将把河南作为在全国推进二、
三线市场发展试点，加快进驻许昌、三门峡、信阳等空白
市场，同时增强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等综合能力建设，把
线上线下融合实践引入河南，并借助苏宁开放平台，将河
南优势品牌通过苏宁线上线下渠道带到全国。

“河南交通区位优势优越，苏宁在郑州地区的物流基
地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度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集物
流配送、后勤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基地，可支持 50 亿元
以上的年销售规模，承担河南地区线上线下销售商品的
长途调拨、门店配送、零售配送等功能。苏宁将充分利用
现有门店、售后服务网点等资源，到 2016 年年底在河南
建成 300 个快递点，日均发货能力达到 20 万件。”张近东
说。③12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首次亮相，即惊艳全场。4月 1日的第八届中国（河南）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展厅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首次单独在投洽会展馆布展迎客。

重点展示智能手机、生物制药等主导产业的展区，引来众多客商驻足观看。美国麦
克罗夫国际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CEO牛洪森告诉记者，生物制药是郑州航空港区主导产
业之一，这次他带领团队准备深度考察实验区，下一步将在生物制药领域加强与实验区
的深度合作。

瑞士资本亚洲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沈培华也表示，公司一直高度关注实验区发展，
未来将带动更多境外资金投入航空港优势产业项目中去。

看到前来咨询的客商络绎不绝，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卿干脆直接“坐镇”现场，与
前来接洽的客商交流洽谈。与黄卿聊天时记者发现，他手中拿着刚刚收到的十多张名
片，包括西门子公司、加拿大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当当网等多家知名公司。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很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就纷纷主动通过各种渠道与实验区对接
联系，本届投洽会上，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航空港正日益成为国内外客商关注的热点。”黄
卿兴奋地说。③6

“未来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必定是一个充
满活力的产业发展高地，我们非常看好这片投资热土，公
司今天下午就要和实验区管委会签署建设安全产业园区
框架协议。”4 月 1 日上午，记者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展示大厅遇到欧瑞创新（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总裁李腾飞时，他正在兴奋地与身边的参会代表交流
对航空港区的看法。

采访中记者得知，欧瑞创新公司计划在航空港区投
资的项目，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产业，其中包括
交通、信息、航空等安全管控以及人员安全培训等多个方
面。目前，该公司已与国家权威安全研究部门——国家
安监总局下属的信息研究院合作，考察了很多相关企
业。“与航空港区签署合作协议后，我们将成立一个专项
基金，先期注入资金，再引导产业进入，帮助企业落地。”
李腾飞说。

作为一家专门从事产业投资的企业，欧瑞创新非
常看好航空港区的发展前景。该公司初步计划投资近
50 亿元投入项目建设，在未来两到三年，导入产业产值
预计可达百亿元。“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已经上
升为国家战略，河南也在全力打造这片沃土，而安全产
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一个大产业，二者结合坐拥天时
地利，我们对在这里发展的前景十分看好。”李腾飞
说。③6

本报讯（记者 杨 凌 栾 姗）今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选择对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 173个项目作为实验区里
的重点建设项目，力争年内完成投资 421.6亿元。

3月 30日，记者从实验区经发局获悉，在这 173个项目中有三类项目是重中之重。
航空物流是实验区的主导产业，今年实验区将重点实施总投资 255.68 亿元的 9 个

航空物流类项目建设，力争年内完成投资 95.3亿元。其中贰仟家物流园将力争上半年
建成投入使用；菜鸟中国智能骨干网、传化物流等项目将在上半年开工建设。

高端制造类项目方面将重点抓好总投资 663.43亿元的 30个项目，年内力争完成投
资 62.5亿元。其中，富士康项目将继续扩大生产，今年将力争完成 1.3亿部手机生产。

27 个现代服务业类项目也是今年实验区项目的实施重点，年内的投资目标为
76.79亿元。其中，正弘航空港商务中心、豫发大运城、裕鸿世界港二期、丹尼斯购物中
心等项目建设工作将加快推进。③10

抢抓河南发展新机遇
——访苏宁集团公司董事长张近东

航空港未来活力无限
——访欧瑞创新（北京）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总裁李腾飞

在快递行业，顺丰速运近年来无疑让人侧目，被誉
为中国的“联邦快递”。4 月 1 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重大招商项目对接活动上，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区总经理贾永建说，郑州航空港早晚会变成“东
方孟菲斯”。

顺丰电商产业园项目落户航空港，计划投资 7 亿元，
建设电商仓储区、快件中转区和综合配套服务区等。“河
南有众多的中小企业，庞大的电商市场潜伏在这里，顺
丰电商产业园将承包中小企业的线上业务，提供金融、
仓储、配送全套服务，这也是顺丰速运从早期的‘B’to‘B’
业务，转向‘B’to‘C’业务的尝试。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转
包电商服务项目，既提高效率，又节省成本。”贾永建说。

目前，顺丰速运在郑州机场有 3 架全货机，每天固定
飞往北京、深圳。贾永建说，顺丰速运在郑州航空港的
业务还局限在国内快件，随着航空港国际航空快件总包
直封权、肉类进口口岸的获批，我们不排除未来会发展
国际快件业务。

顺丰优选是以全球优质安全美食为主的网购商城，
全程冷链配送，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仅在北京、广
州、嘉兴 3 地开展业务。 贾永建说，郑州航空港基本形
成通达全国主要城市和欧美亚的航线网络。下一步，顺
丰优选有望落地航空港，覆盖生鲜食品、母婴食品、保健
品、粮油副食、酒水饮料以及产地直采蔬果等，届时中原
人民可尽享世界美食。③11

看好航空港物流优势
——访顺丰速运公司河南区总经理
贾永建

独家专访

航空港首次单独亮相投洽会实验区今年重点项目计划出炉——

173个项目力争完成投资421.6亿元

4 月 1 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大招商
项目对接活动和签约仪式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IBM、杜邦、华润、酷派等国内外商企大腕云集一堂。

“实验区良好的发展态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洽
谈合作，实验区围绕主导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
动实验区航空经济产业集聚步伐不断加快。”实验区
党工委书记胡荃说。

此次投洽会上，顺丰速运、TCL、康佳、华世基、深
圳天基权等一批龙头企业竞相入驻实验区，签约项目
14 个，投资金额 388 亿元。“与以往相比，这些项目块
头更大，项目链式发展的态势显著。”实验区管委会副
主任黄卿这样评价。

“行业大鳄”竞相入驻实验区

在商业界，提起美国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盛名可谓
无人不晓。4 月 1 日，洛克菲勒文化艺术集团与实验区
签约，确定在实验区投资建设国际文化艺术品保税交易
市场。“这是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在河南投资的首个项目，
我们将借此平台推动中原文化走向世界。”洛克菲勒文
化艺术集团中国区负责人雄风说。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
围绕航空物流、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紧

盯世界 500 强、国内 500 强和行业 20 强三类企业招商，
收获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13 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签约项目 45 个，总投资额 1456 亿元。友嘉精密
机械产业园、菜鸟骨干网、京东商城、正威科技城、绿地
会展城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辐射力、国内外资
源整合力的项目纷纷落户实验区。

“此次投洽会的招商规模更大、投资金额更高，动辄
就是十亿、百亿的项目；航空物流、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
业集聚发展，产业链条更加完善；TCL、康佳等企业大鳄
纷纷前来布局，品牌招商效应显著。”实验区管委会招商
局局长张波告诉记者。

“链式招商”壮大主导产业

富士康带着一个“苹果”落户郑州，创造了手机出货量
近 1亿部的“郑州数字”，超过全球智能手机供货量的八分
之一。按照“龙头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
的思路，实验区从调整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方面谋划项
目，不断培育壮大实验区产业集群，主导产业呈现出喜人
的集聚发展态势。

由一只“苹果”到一片“果园”，以富士康为龙头，实
验区已集聚起庞大的电子信息“雁阵”。据悉，郑州航空
港区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已于 1 月份正式开园。截至
目前，已有天宇、中兴、创维等 12 家手机制造企业签约，
预计全部达产后可实现产能 1.16 亿部，将占到中国智能

手机产量的 25%。
“刚刚又有总投资 13 亿元的中移动实验区智能终

端产业发展战略合作项目和总投资 4 亿元的青岛华世
基郑州高端智能手机、北斗民用项目签约实验区，这意
味着实验区的电子‘雁阵’将进一步壮大，实验区主导产
业优势将进一步凸显。”黄卿解读说。

优质服务确保项目落地

“签约不易，落地更不易，且签且珍惜……”一句话
道出了招商引资之难。

“我们都知道，重点项目是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牛鼻子’和关键点，如何确保签约的重点建设项目
顺利落地开工建设？我们在这方面也想了很多办法。”
黄卿告诉记者，实验区今年推出的“1355”工作推进机
制将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有力保障。“1”即成立一个

“重大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3”即确保土地供给
“零麻烦”、审批工作“零距离”、施工环境“零干扰”；
“5”即建立早、晚、周、月、季度例会制度，建立 5 个投资
项目台账。

“这套工作机制可以有效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我们将争分夺秒、拼尽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黄卿说。

据悉，此次投洽会签约的 14 个项目，实验区力争在
今年底或明年初落地开工。③6

“链式招商”壮大主导产业

实验区产业集聚态势凸显
□本报记者 杨 凌 栾 姗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本报记者 董 娉 赵振杰

□本报记者 栾 姗

4 月 1 日，第八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郑州航空港区的展馆吸引了境内外客商
驻足。⑤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14个“高大上”项目落户实验区

●顺丰电商产业园

计划投资7.05亿元

●TCL 集团华中电子商
务配送中心项目：

计划投资7.5亿元
建设现代电商分拣配送中心

●康佳区域运营总部暨
电子商务物流园

分三期建设

电商物流项目

●中移动实验区智能终
端产业发展战略合作项目

总投资13亿元

●青岛华世基郑州高端
智能手机 ●北斗民用项目

计划投资4亿元

●河南芯际信息技术操
作系统项目

计划投资1亿元

智能终端项目

●旭龙再生资源创新产
业园

计划投资2.36亿元
主要从事资源再生技术

研发、设备制造等

●欧瑞安全科技产业园

总投资30亿元
重点围绕安全技术领域

进行产业开发，建设孵化基地

精密机械项目

●深圳天基权（河南）民
用医疗信息科技园

计划投资8亿元

●美国杰科实验室中国
研发生产基地

计划投资10亿美元
产品包括治疗用单克隆

药物、重组蛋白质药物、抗癌
免疫毒素等。

生物医药项目

●绿地会展城

总投资约270亿元

●罗斯洛克文化艺术集
团投资项目

主要包括合作设立政府
产业引导基金，投资建设国际
文化艺术品保税交易市场。

●中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投资总额30亿元

现代服务项目

本报讯（记者杨 凌 栾 姗)4 月 1 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大
招商项目对接活动和签约仪式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动签约
了哪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请看下表）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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