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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欧班列 开放步伐

东联西进 空铁联运
中原对外开放新优势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栾 姗 本报通讯员 王 倩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崔绍营说，经开区适应新常
态、抢抓新机遇，东联西进、空铁联运，加
快建设先进制造业新城和国际物流枢
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构筑中原
对外开放新优势。

主导产业转型升级
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捷报频频传

来：宇通客车产销突破 6万辆，领跑全球
客车企业；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全断面
岩石掘进机（TBM）成功下线，标志着我
国岩石隧道掘进机技术跻身世界第一方
阵；新加坡国际物流产业园内 11个项目
建成运营……2014 年，郑州经开区狠抓
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做大汽车产业，
做强装备制造业，做优现代物流业，围绕
主导产业创新招商引资机制，积极承接
国内外产业资本梯度转移，以战略性龙
头企业带动产业整体提升，成绩斐然、态
势喜人。

未来三年里，郑州经开区坚持“创新
驱 动 、内 生 增 长 ”，精 心 实 施 制 造 业

“3366”工程和物流业“10个百亿”工程。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着力扩大中高

档乘用车、客车产能，加快新能源汽车产
业化，扩大关键零部件集群优势，形成完
备的汽车产业体系，建成全国一流的汽
车产业基地。到 2017年，汽车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突破 1500亿元。

装备制造产业。要着力加快工程装
备、白色家电、光电产品等优势产业转型
升级，重点引进一批现代高端制造业，做
大产能规模，打造具有国内重要影响力
的装备研发和生产基地。到 2017年，装

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0亿元。
现代物流产业。重点培育时尚物流

园、邮政快递物流园、华丰钢铁物流园等10
个超百亿元的现代物流集群。到 2017年，
现代物流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200亿元。

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2014年，郑州经开区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强力推进国际陆港建
设、郑欧班列运行、E贸易试点和经开综
保区申建等工作，进展明显、成效突出。

未 来 三 年 里 ，郑 州 经 开 区 实 施
“12345”工程，即一个目标、两个载体、三个
平台、四个体系、五个口岸，与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陆空衔接、一体联动，基本
建成国际物流枢纽，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物流枢纽重要节点城市的核心支撑之一。

一个目标即“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
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和“买全球、卖
全球”目标。两个载体即郑欧班列和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三个平台即国际陆
港、经开综保区、保税中心。四个体系即
构建大通关体系、智能信息化体系、物流
配送体系、总部结算体系。五个口岸即
汽车、粮食、肉类、药品、邮政口岸。

到 2017年，郑欧班列实现多口岸、多
线路、多目的地往返常态化运行。保税
物流中心区域配套建设基本完成，构建
高效、便捷、安全的 E贸易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成为郑州国际商都核心区和全国
重要的网购商品集散分拨中心。郑州国
际陆港建成投入使用，成为郑州作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的核心支撑
区之一。经开综保区全面建成，为申报
郑州自贸区提供重要支撑。③10

丝绸之路响起中欧贸易“新驼铃”

3 月 10 日，满载货物的郑欧国际铁
路货运班列，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古丝
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河南，驶向德国汉堡
比尔维尔德货运站。

一年多来，走平原、穿隧道、跨高山，
奔跑万里的郑欧班列，2014 年累计开行
100班、承运货物 4.5万吨、货值 4.84亿美
元，货运量、满载率、主营业收入增速均
位列中欧班列第一。

一年多来，从中国郑州驶发，途经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
的郑欧班列，货源覆盖中国大陆主要经
济区域、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日韩
等国家，货物分拨目的地覆盖中亚及欧
洲近 20个国家、105个城市，是中欧班列
是覆盖面最宽广、集疏体系最完善的。

一年多，郑欧班列出境班列的运行时
间从最初的 16 天，缩短至 12 天，最快 11
天可直达德国汉堡，是中欧班列是起步最

晚、速度最快、时效最强的物流通道。
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的郑州，作

为郑欧班列的起点，一直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北
部，一个以郑欧班列为核心，规划面积
5.78 平方公里，功能定位包括铁路一类
口岸、多式联运中心、城市配送中心、区
域分拨中心、国际物流中心、综合保税区
的郑州国际陆港将在这里崛起。

进入 2015年以来，郑欧班列已经开
行 12班，累计总货重达到 5.32万吨，货值
达到 4.82 亿美元。按照总体部署，2015
年计划开行 130～150班，实现去程每周
2班、回程每周 1班常态化运行。

郑州是“火车拉出来的城市”，汉堡
是“德国通往世界的大门”，由两个城市
为端点连接起来的郑欧班列，让古老的
丝绸之路重新响起了中欧贸易新时代的

“驼铃”。③10 （本报记者 栾 姗）

适应新常态 抢抓新机遇“实”字当头
努力率先建成六星级产业集聚区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崔绍营

大时代需要大担当、大担当方有大
作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建设成为
全省产业集聚区的标杆，是省委、省政府
和郑州市委、市政府对经开区提出的新
要求，也是经开区必须要承担的新使命。

“实言实行实心，无不孚人之理”。
过去三年，经开区上下围绕“三大一中”
发展战略，突出“三大主体”工作,坚持开
放创新双驱动，聚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和对外开放平台高地建设，为确立先进
制造业新城和国际物流枢纽地位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适应新常态，抢抓新机遇，就更需要
经开区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实”字当
头，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抓改革创新、强投资开放、促结构转型、
求民生改善，着力推进“三大主体”工作
上台阶，重点抓好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和
四大开放平台建设，争创六星级产业集
聚区。

“实”字当头第一要——
“实”目标上讲认真

一个区域的发展光有明确的目标，
明晰的思路，完善的定位还不够，必须
要有“实”的责任感，“真”的行动力，发
展才能落到“实”处。

一 直 以 来 ，经 开 区 牢 记“ 工 业 立
区”、“科技兴区”理念，不断探索发展新
路径。2012年，我们在建设先进制造业
新城目标的基础上，将五大主导产业整
合为“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现代物
流”三大主导产业，提出了打造“三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的奋斗目标；2013 年以
来，在省市大力支持下，国际陆港、郑欧
班列、跨境贸易等新的对外开放平台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重大突破。
2015 年，在此基础上，经开区秉承着目
标任务安排必须求真务实，各项主要目
标预期安排必须符合实际，重点工作必
须符合新常态下的实际发展。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郑州经开区
时的指示精神和省市战略部署，经开区
将打造“国际物流枢纽”作为又一发展目
标，确立“连通境内外，辐射东西部”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物流枢纽通道地位，努力
打造“买全球，卖全球”的全球网购商品
分拨中心，为此，必须更加察实情、求实
效，做事上尽职尽责、一心干事；做事上
忠于职守，不马虎、不推诿、不耍滑；做事
上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尽其所能、尽力
而为，形成扎扎实实干事的氛围，为郑州
市建设国际商都提供核心支撑。

“实”字当头第二要——
“实”基础上明责任

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把
经开区当做全省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先
进制造业基地和国际商都核心区来谋
划推动。

大的期许要有大的数据做支撑，
2014年，我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450亿
元 ，增 长 17.5%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完 成
2215 亿元，增长 45%；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 值 实 现 330 亿 元 ，增 长 19.5% 等 目

标。在这一基础上，2015 年，经开区又
确立了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1%左
右；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20%以上；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以上等目标；
建成六星级产业集聚区的新追求。

2015 年经开区将进一步加大重大
项目建设力度，全年共实施重大建设项
目 167 个，总投资 1904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462亿元，其中工业、服务业项目的
占比为 91%。力争再引进一家知名汽
车整车项目，15 家以上汽车零部件项
目，实现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突破
1000 亿元；同时加快装备业扩能升级，
确保富士康液晶面板、海尔冰箱等项目
开工，中铁盾构 TBM 生产基地、旭飞光
电技术升级改造等项目竣工投产。

各园区、各单位更是强化配合联
动，办实事，出实招，既遵循规律、循序
渐进，又抢抓机遇、变中求胜，在发展中
调整，在调整中发展，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以比别人更
高的标准，更多的付出，全力推进晋星、
晋级、晋位，迅速掀起产业集聚区大建
设的新高潮。

“实”字当头第三要——
“实”做事上更坚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
现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特
点，虽然经开区发展还面临许多新变化
新情况新问题，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原
构筑对外开放竞争新优势带来了机遇；
河南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目标上，经开
区是全省经济总量最大的产业集聚区；
郑州市国际商都发展战略出台后，将经
开区保税物流中心作为国际商都的核
心区和重要支撑区来定位，再加上经开
区区位、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已成为中
原对外开放的一方热土。这就要求经
开区要朝着既定目标砥砺奋进,铿锵前
行,坚持对待每一件工作都要用心、用
力，“实”而不华、“实”而有效。

坚持转型升级，经开区要以汽车城
建设为统领，实现千亿级汽车产业集群
目标，加快现代物流产业提质增效，打
造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示范区，着力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先行先试，着力发
挥开放平台引领作用，全面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发挥郑欧班列、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在全国的引领作用，
着力构建对外开放体系；坚持项目带
动，提升招商引资水平，围绕主导产业
招大引强，通过创新招商引资机制，谋
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着力构建经济转
型增长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加快
新型城镇化进程，通过加快畅通经开建
设、生态经开工程、棚户区改造力度和
重点区域开发，打造宜业宜居生态新
城，着力构建城市功能和民生保障体
系；坚持改革创新，着力增强发展活力，
围绕科技创新驱动、绿色集约发展，积
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创新体制
机制，着力构建科技创新体系。③1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省首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现拥有国家级出口加工区、省级国际物流园区两个

专业园区。全区聚集各类企业3000余家，世界500强企

业36家，占全省的40%以上，各项经济指标增速稳居全

省产业集聚区前茅。

“要巩固郑欧班列，拓展海铁联运、空铁联运，构建欧亚地区便捷运输通道，拓展开放空间。”3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来到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河南代表团。他希望河南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让中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更加出彩。

向东深度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西迈进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一年多来，郑欧班列作为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配套工程,在河南省、郑州市、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级联动下，构筑空铁联运的对外开放新优

势，开行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2014年已累计开行100班，货运量、满载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均位列中欧班列第一。

等待运送的集装箱。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