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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翼”添动力 洛阳大发展
□洛阳观察记者 王红喜 本报通讯员 舒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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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洛阳航空港经济区内的洛阳五洲国际工
业博览城总投资约 40亿元，是一个专门为装备制
造业提供配套和服务的在建项目，建有工业品交易
中心、工业博览中心、物流配送中心、总部基地及金
融、研发、商务等相关配套设施，旨在利用河南的区
位优势，打造辐射全国的一级“工业品超市”。

2013年至 2014年，洛阳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
从立项规划到施工建设，得到省、市各级政府和领
导的高度重视，并多次莅临项目施工现场视察指导
工作，为洛阳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的建设和运营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7月4日上午，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省委常委、
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河南省副省长张维宁，洛阳市
委副书记、市长李柳身，河南省工信厅厅长王照平，
洛阳市委副书记鲍常勇，洛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尚朝阳等莅临洛阳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视察。

领导们参观了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招商中心，
了解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建设及运营情况。在项
目整体沙盘前，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董事长舒策城
介绍项目模式和理念时表示，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
要把义乌小商品模式复制到工业上来，并且紧扣技
术引进、集中展示、订单生产、成本结算等核心点，
帮助“中国制造”做大做强。

省领导对洛阳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给予了高
度评价：“该项目的理念很好，提供了一个工业品配
套的新模式！”

依托陇海铁路
洛阳西站建设的洛
阳丰湾集装箱办理
站，在 6 月底向铁
路总公司上报了开
通申请，7月中旬中
国铁路总公司已经
向社会公示，这意
味着洛阳到青岛的

“五定货运”班列即
将开通。

丰湾集装箱办
理站承担着洛阳铁
路口岸建设任务，
一旦“五定班列”开
通，就意味着洛阳
的货物能实现一站
式通关，打通了洛
阳多年来梦寐以求
的绿色出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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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
项目受关注

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景观大道效果图

“预测显示，未来洛阳机场客运规模
将达到每日 14.2 万人次，道路交通量将
实现每日 2.59 万车次，立体化交通必然
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洛阳市口岸办
主任张耀民告诉记者。

在《规划》中，洛阳航空港综合交通
发展的目标被这样定义：依托洛阳一类
航空口岸和二类铁路口岸优势，通过

“铁、公、机”三网联合，构建具备“四向进
场、快进快出、外围疏解、相对独立”功能
的机场地区道路集疏网络，注重城市快
速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轨道交通和
机场的“无缝衔接”，打造集“铁、公、机”
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区域内部，《规划》显示机场周边地
区规划布局了两个货运中心——正在规
划的航空物流中心和现有的丰湾铁路集
装箱站，分别服务于航空货运、铁路货运
和公路货运。此外，在机场航站楼南侧
还将建设长途客运站、地铁站和城际铁
路站，实现旅客出行、换乘和快速集散，
从而形成洛阳市唯一的“空、铁、路”立体
交通布局，将给区域物流业的大发展创
造优越的交通条件。

对外交通方面，《规划》明确指出，洛
阳航空港综合交通将实行“南拓、西进、北
延、东补”战略，打造洛阳城区半小时航空
交通圈和对外交通2小时航空交通圈。

随着四方航空客货流向经济区内汇
聚，区位优势明显的五洲国际工业博览
城预计将成为承接商贸活动的主力。

公路交通方面，位于五洲国际工业
博览城东侧的衡山路被规划为航空港区
的主要货运通道，衡山路北高速出入口
设计为货运口，将高速口、现代物流园
区、洛阳西站、丰湾铁路集装箱站等相
连。

轨道交通方面，到 2020 年，规划轨
道交通 2 号线和 3 号线将延伸至经济区
内，通过换乘枢纽将洛阳机场、洛阳火车
站、中州西路客运站进行快速客流疏
散。在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以东，两条
地铁线的交会点距离该项目仅 2.2公里。

铁路交通方面，被誉为“内陆无水
港”的丰湾铁路集装箱站一期工程已经
完工，目前洛阳市到青岛港的线路即将
开通，具备每年 10 万标箱或 140 万吨的
运力。随着这个项目的开工，青岛集装
箱码头将“搬”到洛阳，“洛阳制造”出口
将拥有一条快捷的通道。而洛阳五洲国
际工业博览城紧邻丰湾铁路集装箱站，
将成为外贸企业落户的理想选项。

今年 5 月，洛阳
市出台《洛阳航空港
经济区建设专项规
划》，明确指出建设
国家通航产业基地、
洛阳综合保税区、国
家民航教育最大培
训基地、最大的牡丹
产 业 发 展 基 地 等 。
而位于航空港经济
区内洛阳五洲国际
工业博览城项目，也
将成为助力经济区
产业入驻和城镇化
进程的新动力。

洛阳航空港经
济区位于洛阳市北
郊，孟津县、老城区、
西工区三区交界处，
规划面积 65 平方公
里。规划区域以洛
阳机场为核心，北部
临 G30 连霍高速、西
靠绕城高速、东临洛
吉快速通道、南临陇
海铁路，国道 310东
西穿越。

一、依托旅游资源，开通国际旅
游航班，将洛阳机场更名为“洛阳牡
丹国际旅游机场”，建国际旅游干线
机场；

二、借助洛阳的文化品牌影响和
优越地理条件，提升“国际文化旅游
名城”和全国制造业基地的影响力；

三、通过航空港经济区建设，打
造新型城镇化产城融合发展空间；

四、依托民航飞行学院洛阳分
院的教育培训优势，建设国家民航
教育最大培训基地；

五、依托洛阳高科技制造和航
空航天科研优势，建设国家通航产
业基地；

六、依托邙山悠久的牡丹种植
传统和种植规模，建设全国最大的
牡丹产业发展基地。

《规划》显示，洛阳航空港经济区未来的
产业规划为“一个主导，五大支柱”，即以通航
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现代物流、金融商务、
牡丹产业、文化旅游业为支柱的产业体系。

其中，《规划》以较大篇幅阐述了先进制
造业的发展思路：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
材料为三大重点方向，打造洛阳市先进制造
业的新高地、外向型产业的集聚地。

对此，坐落在规划中的先进制造业区的
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正给这样的发展方向
提供了功能齐全的市场配套。

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周边的先进制造业
区和洛北综合保税区是目前建设最快的分
区。项目东部和南部的先进制造业区内，一
拖工业园、国机重工产业园、洛北重工、沃德
福工业机器人项目纷纷落户；北部和西部的
洛阳综合保税区内，正大产业园和一众生物
科技、电子信息企业也已入驻。

这些企业的运营，需要采购大量的产前
生产资料，更需要产后产品完善的配套服
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则是从事相关活动
的最佳场所。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不仅是区
域内唯一一个能为制造业提供产前生产资料
采购平台，还为企业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销售渠道的配套专业市场，建成后将成为助
力区内企业发展壮大的扎实保障。

■2014-2015年
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 100 万人

次，货邮行吞吐量达到 3000 吨；扩
大洛阳一类航空口岸开放；启动第
二条跑道的前期规划工作。
■2016-2020年

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 300 万人
次，货邮行吞吐量达到 10000 吨；同
时与国内主要城市通航；与日韩、东
南亚及我国港澳台等开通国际（地
区）包机航班。
■2021-2030年

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 600 万人
次，货邮行吞吐量达到 5 万吨；构建
以洛阳机场为核心、通达全国大部
分省会城市和经济重要城市的 4 小
时航空交通圈和辐射中原城市群的

2小时地面交通圈。
强大的物流和人流带旺了“人

气”和“商气”，也催生了巨大的商贸、
住宅需求。在即将到来的人口迁入
大潮中，在建五洲国际项目将大大弥
补区域内商贸、住宅市场潜在的空
缺。洛阳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占地
633 亩，总建筑面积约 88 万平方米。
项目定位为中原地区一级工业品集
散地和现代化的商贸物流中心，洛阳
地区最大、最专业的一站式现代化五
金、机电、机械、农机、汽配等展示交
易平台，建成后将成为立足洛阳、辐
射中原地区的国际工业品博览交易
中心。此外，五洲国际的五米阳光公
寓项目，也将为区域内数以万计的新
增人口提供新的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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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经济区定位六大功能

立体化交通，实现“无缝对接”发展“一个主导，五大支柱”

民航机场建设“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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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领导调研洛阳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项目。

HENAN DAILY 地方观察地方观察··洛阳洛阳2014年 9月 25日 星期四 统筹 李宜鹏 杨玉璞16 责任编辑 李晓舒

洛阳丰湾集装箱办理站负责人介绍洛阳丰湾集装箱办理站负责人介绍，，该站作为洛阳该站作为洛阳
铁路口岸一期建设的主要内容铁路口岸一期建设的主要内容，，不仅具有集装箱办理能不仅具有集装箱办理能
力力，，被原铁道部列入全国被原铁道部列入全国 4040个铁路集装箱办理站之一个铁路集装箱办理站之一，，
也是郑州也是郑州、、西安西安、、太原太原、、襄樊之间唯一的集装箱办理站襄樊之间唯一的集装箱办理站，，更更
重要的是重要的是，，它具有铁路口岸运行功能它具有铁路口岸运行功能。。

按照规划按照规划，，洛阳铁路口岸计划总投资洛阳铁路口岸计划总投资 55亿元亿元，，建筑占建筑占
地总面积地总面积 900900亩亩，，分为分为 BB类公共保税物流中心类公共保税物流中心、、海关监管海关监管
场地场地、、集装箱办理站三大功能区建设集装箱办理站三大功能区建设。。将具备三大功能将具备三大功能：：
作为综合性保税物流园区作为综合性保税物流园区，，进出口货物通关进出口货物通关、、查验查验、、监管监管、、
仓储仓储、、配送配送、、保税业务齐全保税业务齐全；；作为多式联运口岸作为多式联运口岸，，以以““公公、、
铁铁、、海海、、空空””多式联运为纽带多式联运为纽带；；作为区域物流枢纽中心作为区域物流枢纽中心，，集集
商品集散商品集散、、商贸批发商贸批发、、仓储配送为一体仓储配送为一体。。

洛阳丰湾集装箱办理站负责人介绍洛阳丰湾集装箱办理站负责人介绍，，洛阳铁路口岸洛阳铁路口岸
建成后建成后，，将采取三大运营模式将采取三大运营模式：：以豫西区域唯一开通铁路以豫西区域唯一开通铁路

““五定班列五定班列””运输业务为龙头运输业务为龙头，，充分发挥铁路运输成本低充分发挥铁路运输成本低
廉廉、、安全快捷的核心竞争力安全快捷的核心竞争力；；以海关监管通关业务以海关监管通关业务、、集装集装
箱堆场为运营核心平台箱堆场为运营核心平台，，完善汽运完善汽运、、仓储等物流服务手仓储等物流服务手
段段；；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为当地进出口企业提供一条为当地进出口企业提供一条
龙龙、、一站式全程物流服务一站式全程物流服务。。

20132013年年 99月月，，洛阳铁路口岸一期工程完成洛阳铁路口岸一期工程完成，，目前计划目前计划
先期开通每周先期开通每周 44列洛阳列洛阳--青岛往返青岛往返““五定班列五定班列”，”，进出口货进出口货
运量运量 8080万吨万吨；；一年内开通每周一年内开通每周 77列往返列往返““五定班列五定班列”。”。

目前目前，，洛阳铁路口岸二期工程正在筹备中洛阳铁路口岸二期工程正在筹备中。。建成后建成后，，将将
达到年进出口集装箱达到年进出口集装箱2929万标箱万标箱、、货物货物580580万吨的运输能力万吨的运输能力。。

在不久的将来在不久的将来，，洛阳铁路口岸可以提供从产线下线直洛阳铁路口岸可以提供从产线下线直
至消费市场的一条龙至消费市场的一条龙、、一站式一站式、、一票式全过程物流服务一票式全过程物流服务，，为为
洛阳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做出贡献洛阳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做出贡献。。

洛阳作为全国知名的工业重镇，是
我国最早开放的内陆城市之一。

2013年，洛阳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
值 1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其中
出口值 12.9 亿美元、进口值 5.02 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 8.7%和 29.5%。当
前，洛阳市实际发展进出口业务企业
385家，进出口总值超 1000万美元企业
32 家、进出口总值超 1000 万美元商品
85种。再加上洛阳周边山西、陕西等地
充足的货源，保障了通道的货源。但
是，作为不沿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外
向型经济通道建设成为制约洛阳对外
开放的短板。

洛阳是全国主要的铁路交通枢纽
之一，陇海、焦枝两大铁路在此交会。
为加快洛阳对外开放步伐，根据国家陆
路口岸建设规划，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开始，洛阳就开始筹划建设铁路口
岸。1994 年 9 月 9 日,省政府批准设立
洛阳铁路口岸 (二类口岸)，为全省第二
家。

洛阳铁路口岸大厦 1996 年底竣
工，设计有集装箱货场、散装货场、掏装
箱场、海关监管仓库，设计年吞吐能力
为 80万吨～100万吨。

““洛阳关区进出口的货物洛阳关区进出口的货物，，9090%%以上适合以上适合
铁路集装箱运输铁路集装箱运输。。铁路运输成本低铁路运输成本低、、速度较速度较
快快。。多年来多年来，，洛阳持续努力推进集装箱办理洛阳持续努力推进集装箱办理
站和铁路口岸建设站和铁路口岸建设。”。”张耀民介绍张耀民介绍。。

20072007 年年，，河南融丰陆港服务中心有限公河南融丰陆港服务中心有限公
司与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合作司与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合作，，由由
此开始洛阳铁路口岸新篇章此开始洛阳铁路口岸新篇章。。

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洛阳被确定为副洛阳被确定为副
中心城市中心城市。。洛阳铁路口岸建设进度也随之加洛阳铁路口岸建设进度也随之加
快快。。

20112011 年年 1212 月月，，经郑州铁路局批准经郑州铁路局批准，，洛阳洛阳
丰湾集装箱办理站一期工程开工丰湾集装箱办理站一期工程开工，，该项目连该项目连
续被列入省市重点项目续被列入省市重点项目。。

20132013年年 1111月月，，该项目一期工程通过郑州该项目一期工程通过郑州
铁路局验收铁路局验收。。

20142014年年 11月月 88日日，，洛阳市政府口岸办批复洛阳市政府口岸办批复
同意同意，，由洛阳丰湾集装箱办理站承建洛阳铁由洛阳丰湾集装箱办理站承建洛阳铁
路路（（二类二类））口岸口岸。。

20142014 年年 44 月月 2424 日日，，洛阳市政府口岸办与洛阳市政府口岸办与
青岛市政府口岸办在洛阳签署两地口岸区域青岛市政府口岸办在洛阳签署两地口岸区域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双方将协作建设洛阳内陆港双方将协作建设洛阳内陆港，，开行开行
洛阳洛阳--青岛集装箱货运青岛集装箱货运““五定班列五定班列”，”，联手打造联手打造
洛阳至青岛出口物流绿色通道洛阳至青岛出口物流绿色通道。。

20142014 年年 66 月月，，洛阳至青岛洛阳至青岛““五定班列五定班列””上上
报中国铁路总公司公示报中国铁路总公司公示。。77月中旬月中旬，，获得批复获得批复
公示公示。。

至此至此，，洛阳洛阳““绿色出海通道绿色出海通道””梦想实现梦想实现！！

洛阳铁路口岸
即将通车

整合资源
推进铁路通道建设

“洛阳制造”
将直达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