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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晏河清，时和岁丰。
当汩汩丹江水沿南水北调干渠进入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以下简称航空港实验区）时，您或
许听到了一路欢歌。这歌声空灵清脆、喜悦澎湃，有
无法按捺的激情和即将奔赴伟大使命的迫切。

从单一取用黄河水到双水源保障高枕无忧，从
低量供给的困惑到高配额供应的充裕，从建设与发

展时不我待的急迫到基础资源可靠保障的自信，南
水北调送来的丹江水，为航空港实验区带来了更多
更大展翅远航的机遇。

然而，丹江水与航空港实验区“牵手结缘”的“前
生后世”鲜为人知，其中经历周折、付出心血的决策
者与劳动者默默于幕后，今天，请跟随记者的记录，
掀开不能忘记的曾经……

序

碧波丹江水助力航空港区“昂首远航”
——世纪工程南水北调“牵手”国家级航空港实验区纪实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靳绍辉 赵原亮

白水鉴心，不懈努力。
“甘甜的丹江水此时正流入郑州航空港实验

区的千家万户，人们喜悦的同时，我们还在深度
思考如何将一泓碧水用好、管好，最大限度最长
时间地为高飞远航的港区提供保障。”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主任张延明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如今航空港实验区南水
北调干渠两旁正在抢占天时进行绿化。根据该
区“三区两廊”总体规划，结合实际情况，邀请国
内外知名专家规划设计，拟投资近 100亿元在南
水北调总干渠两侧 200米范围内，高标准建设南
水北调带状公园，全面打造“生态、宜居、科技、智
慧”航空城，并长远地保护南水北调水质，确保一
渠清水送京津。

据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南水北调办负责人荆姣
介绍，不仅如此，为使水资源在港区得到最大限
度的保护与利用，他们在 2015年还将探索和实施
一系列新措施。

南水北调的丹江水引入港区后，将改善区域
饮用水质量，有效解决地下水因自然原因造成的
如高氟水、苦咸水和其他含有对人体不利的有害
物质的水源问题，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
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将减少地下
水源超采，生态用水会相应增加，水流的自净功
能会有所恢复和增强，沿线植被状况会有所修
复，用于绿化、营造水体、清污等环境建设和治理
的水源会相应增加，航空港实验区生态环境将得
到改善。为此航空港实验区将对区域内地下水
开采进行严格管理，采取相应措施对地下水进行
保护，避免超采，为土壤、植被、水流的自然恢复
提供条件。

其次探索性实施生态节水。受益于南水北
调工程，航空港实验区每年的受水量达到 9400万
立方米，可为百万人口和大批生产企业提供保
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航空港实验区未雨
绸缪已开始针对区域生产和生活用水进行二次
利用，通过净化过程将污水变为中水，用于城市
景观用水和绿化用水，形成科学、生态、综合、循
环式的水资源利用模式。

另外，尽管已有高额度的受水量，但对于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的远期发展仍显不足。在《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
规划中，航空港实验区将达到 415平方公里，努力
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航空港经济集聚区。同时
航空港实验区也是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是
郑州市朝着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国际化陆港城
市、国际性的综合物流区、高端制造业基地和服
务业基地方向发展的主要载体。为此，航空港实
验区还在探索水权公共交易平台的运作，实施在
政府监督管理下,通过市场使水资源效益达到最
大化,并以此对节水产生激励作用。

斗转星移，时光变幻。
从期盼到拥有再到展望，从未雨绸缪到硕果

累累再到不断奋飞，南水北调的丹江碧水与郑州
航空港实验区相伴相谐！

水是一切发展的源泉，祝愿 2015年，在一泓
碧水的滋润中航空港实验区展开双翼飞得更远
更高！

上善若水，润泽万物。
2月 4日，立春，昭示着崭新的开始和无限的希

望。就在这一天，随着南水北调干渠小河刘泵站水
闸缓缓开启，清澈的丹江水通过干管汇入郑州航空
港实验区水务有限公司第一水厂。

南水北调干渠中线一期工程在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段长约 30公里，规划建设桥梁 45座（其中港区
自筹资金建设 18座）、倒虹吸 10座、尾水渠 1个、渡
槽 2个、分水口门 1个、下穿廊道 2个、节制闸 2个。
2013年年底，总干渠渠道及各类交叉建筑物工程全
部完工，已投入使用并发挥效益。

根据工程规划，该区第一水厂、第二水厂的水
源都来自南水北调，其受水量为 9400万立方米/年，
日均供水约 30万吨，总干渠小河刘分水口门至两个
水厂输水管道长约 10公里，工程建设占地近千亩，
其中至第一水厂输水管道长 5.99公里，至第二水厂
输水管道长 3.88 公里。此外分水口门至中牟县水
厂输水管道途经该区长约 11 公里、占用土地 680
亩。截至目前，第一水厂一期、二期工程均已建设
完成并投入使用。

其中第一水厂目前日供水量为 6万立方米。在
南水北调工程未通水前，供水水源主要依靠郑州市
区日 4.5万立方米的调水和 28眼自备井水。

这一天尤其值得记忆。因为如果将航空港实
验区比作一个即将奔跑前行的巨人，那么汩汩的丹
江水就是新鲜的血液，注入巨人的“身体”，为巨人
找寻辽阔天地增添关键性能量。

“今天打开家里的水龙头流出的是丹江水，煮
开了尝上一口感觉甜甜的。”家住航空港实验区的
龚华兴奋地告诉记者，她感谢丹江水的到来，饮水
的改善也意味着生活品质的提升。

“择良木而栖，是企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一位
在港区投资建厂的企业负责人说，“我们的企业选
择在航空港实验区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看中
该区域的政策保障和远景规划，水资源充沛是实施
政策和实现规划的重要因素，南水北调工程将丹江
水引入港区，提供了可靠保障，我们看中这一点，也
看好这一点。”

备受关注的富士康最初“拍板”在航空港实验
区落地的主要原因，也是获悉并了解了南水北调干
渠在该区域穿流可提供丰富水源保障的信息。

如今航空港实验区全面深化与富士康的战略
合作，目前凡客小镇、航空物流园、研发中心项目都
在有序推进中。2014年，富士康郑州产业园布局手
机生产线 109条，生产手机 1.2亿部，成为富士康在
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同时“富士康”所波及的效应也在高频率释放，
截至 2014年年底，已有中兴、酷派、天宇、创维等 75
家手机整机生产及配套企业入驻航空港实验区，其
中 12家企业投产，智能终端制造业集聚效应凸显。
2014年，全区手机产量预计突破 1.4亿部，约占全球
手机产量的 12.5%。

纵观航空港实验区的发展硕果累累，围绕航空
物流、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产业，正威
科技城、菜鸟骨干网等总投资 1458 亿元的 51 个大
项目与航空港实验区签约。普传物流基地、绿地会
展城、中国（郑州）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友嘉精密机
械产业园等近 50个项目开工建设。

滴水穿石，贵在恒心。
2013 年 3 月 7 日，当国务院正式批复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
(2013~2025年)》时，郑州航空港实验区转瞬
上升为全国首个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
展先行区。消息一经发出，即引起国内外
业界的高度关注，依靠天下之中的区位优
势和航空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一时间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的未来被锁定以“飞翔”
为符号的国际大都市，如同现今美国的孟
菲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德国的法兰克
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

依据规划，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的战略
定位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空经济为
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重要门户、现代航空都市、中原经济区核心
增长极。未来到 2025年，该区将建设成为
航空货邮吞吐量约 300万吨、航空关联高端
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00亿元、与国
际全面接轨进出口额达到 2000 亿美元的

“大枢纽”、“大产业”、“大都市”格局。
同时作为区域战略性发展要素的“水

资源”也提上了规划日程。根据《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到 2020年需
日供水量 33 万立方米，年需总量 12045 万

立方米，而该区供水仅有黄河水一个水源，
且区内没有大的河流，送水能力仅为 10万
立方米/日，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水资源限定着区域发展的格局。如何
破解远水不解近渴之困？如何保障航空港
实验区按照国务院批复要求高速发展？如
何在区域内“造”出一条河？

河南省以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
果断抉择该区需要与南水北调深度“结
缘”。而在此之前鲜为人知的是，根据原工
程规划，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日供郑州航空
港实验区受水量 5万吨，省水利厅、省南水
北调办多次组织专家论证，想法设法从其
他地（市）调剂水量，为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增加了 20多万吨/日的供水量，使该区接受
南水北调工程受水量达到了近 30万吨/日，
进一步满足了未来百万人口规模城市发展
用水需求。

为加快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发展，提升
城市功能，完善产业布局，根据实际情况，
2011年该区申报上级有关部门增加 1处穿
越南水北调总干渠综合廊道和 18座跨南水
北调总干渠桥梁建设项目。因项目申报时
间晚、程序多、要求严、难度大，需多方协
调、严格论证、科学审批，对此省水利厅、省
南水北调办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主动协调
各方关系，积极为该区项目奔走呼吁，帮助
做项目申报审批工作，其中省水利厅厅长、
省南水北调办主任王小平亲自到国务院南
水北调办公室、南水北调中线建设管理局
等部门向主要领导汇报项目的重要意义，

最大限度地争取上级领导及部门对该区申
报项目的理解和支持；省南水北调办副主
任刘正才等领导 2010年、2011年连续两个
春节没有休息，带领相关处室负责人赴京
进行工作协调，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促进
项目快速审批，创造了该区综合廊道和跨
渠桥梁项目从立项建议、可研评审、初步设
计批复、申报审批等多个程序三个月高效
率完成的南水北调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新增建设跨南水北调
总干渠桥梁项目多，资金需求量大，因建设
资金问题工程曾一度停工，省水利厅、省南
水北调办积极主动帮助解决资金不足问
题，为该区跨渠桥梁建设项目争取国家建
设资金近亿元。同时，在项目土地征迁安
置补偿方面也给予资金支持。据统计，近
年来省水利厅、省南水北调办为该区有关
项目解决建设资金近 6000万元。

由于该区跨渠桥梁及综合廊道项目批
复晚、开工晚，为促进工期、保证质量、提供
良好的施工条件，省南水北调办专门下发
通知，科学协调处理地方工程与国家重点
工程施工关系，要求干渠有关施工单位合
理进行工作作业面避让，确保桥梁及廊道
项目工程顺利施工。同时，郑州市南水北
调办高度重视该区项目工程建设，该办主
任薛永卿等多次现场指导科学施工、文明
施工、安全施工，促进度、查安全、保质量。

通过多方协作共同努力，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所负责建设的跨南水北调干渠桥梁和
综合廊道项目质量全部合格，实现了工程建
设安全零事故、生产零事故、质量零事故“三
零”目标。目前，辖区内综合廊道和 18座跨
渠桥梁均已全部建成，清澈甘甜的丹江水不
仅浸润着郑州航空港实验区，还为居民生活
和产业发展带来着新的期望和契机。

丹江水为港区发展
提供“核心”保障

确保一泓碧水
长效助力港区“腾飞”

全力促成与世纪工程的密切“牵手”

丹江水浸润航空港实验区

桥梁飞架干渠两岸 航空港实验区水厂规化效果图

航空港实验区第一水厂引入丹江水

渠岸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