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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为通航试验区的
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加快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为目标，上街区强化要素保障，通
过成立工程指挥部、建立周例会督察机制、
县处级领导分包机制、工期倒排等措施，加
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
投入近 20亿元用于核心区路网、生态水系、
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以及合村并城等项目
建设。对试验区内 5 个村庄进行了整体搬
迁，村庄占地全部调整为建设用地，保障项
目入驻。铺设供电、供水管网 7 千米，建成
11 万伏变电站 1 座。如今，试验区已形成
了“七纵三横”的路网格局，达到了“七通一
平”的企业入驻标准。

围绕构建通用航空产业集群的工作目
标，上街区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招商战
略，截至目前，已有郑州啸鹰、河南永翔等

35 家通用航空企业在通航试验区落地发
展，机队规模达 37 架。今年以来，总投资
6.1 亿元的河南大地飞机维修项目，总投资
3.6 亿元的河南丰荣飞机维修项目，总投资
5.5 亿元的河南三和通航飞行器研发与制
造基地项目，总投资 5亿元的中国气象局飞
机人工增雨和科学实验郑州基地项目，总
投资 20亿元的北京金都通航运营基地项目
等 5个项目相继签约落地。

主导产业的快速培育为通航试验区
积蓄了发展的后劲。以郑州啸鹰飞机组
装与试飞基地项目为龙头，大力发展通航
制造业。2014 年 12 月 29 日，啸鹰穆尼飞
机“郑州 1 号”在郑州通航试验区下线。依
托河南大宇、河南永翔等通航公司，积极
开展航空培训、应急救援、航空运动等运
营业务。大宇国际飞行俱乐部已连续两

年与美国、加拿大等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协
议，每年向国外输送飞行员进行培训，截
至目前已培养飞行员 70 多人。

上街区委书记宋洁表示，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以
航空经济为引领的国家级实验区，我省也
已启动按照“航空大都市”理念执行的国
内大型航空枢纽建设。上街区将积极融
入这场建设大潮，继续以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为统揽，紧紧围绕建设“中原
经济区通航枢纽、全国公务机运营基地、
中国飞来者大会承办地、全国一流的通航
园区”的战略目标，以航展举办为契机，以
机场建设为重点，以项目建设为核心，形
成以航展旅游为主要内容的会展业态，加
快建设郑州通用航空试验区，抢占通航产
业发展的制高点。

上街区抢占通航产业发展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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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为全国首个上升为
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这无疑点燃了中
原人的飞翔梦想。瞄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
要组成部分的目标，上街区应时而动，借势而为，依托
上街机场、人才储备等有利条件，大力发展通航产业，
科学规划郑州通航试验区蓝图。

2014 年 6 月，《郑州通航试验区总体规划》获批；
2014 年 9 月，“2014 郑州华彬航空嘉年华”成功举办，郑
州上街区开启“郑州航展”元年；2014 年 12 月 29 日，美
国穆尼飞机“郑州 1 号”在郑州通航试验区内下线，意
味着我省通用航空产业再次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今
年 5 月 18 日，“2015 郑州航展”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
宣布，9 月 25 日—27 日，“2015 郑州航展”将在上街通
航机场举行……

围绕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上街区一路阔步向前，成
绩赫然。通过探索完善体制机制，持续推进基础设施、
产业项目建设，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郑州通航试验区的规划逐步实施，蓝图次第变现，
如今的上街区已经站在了通航产业的潮头浪尖。作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街区
的郑州通用航空试验区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也成功助
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振翅翱翔”。

《郑州通航试验区总体规划》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
获得郑州市政府正式批准。试验区核心区规划面积
21.3 平方公里，以通航制造、通航运营、通航服务三大
板块为重点，以打造“全国领先的通航经济示范区，中
原经济区通航服务中心，通航特色产业基地，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要组成部分”为功能定位，布局了
机场跑道、维修服务、教育培训、飞机组装、零部件制造
等功能区。

该规划确定，通航试验区将按照“一核两心、一脉
三轴、多组团”的空间布局进行架构。

“一核”：机场功能区，约 5.5 平方公里，为机场运营
区及与机场运营紧密相关的空侧用地。“两心”：分别为
通航服务中心区，以通航服务业高端服务为主；公共服
务中心区，以传统服务业为主。

“一脉”：沿枯河及枯河西支形成贯通规划区的绿
脉，将生态空间引入城镇空间内。“三轴”：沿莲花街、洛
宁路形成城镇拓展的主轴线，沿淮阳路形成城镇拓展
的次轴线。

“多组团”：以主干路为界，结合区域功能形成的若
干组团。

围绕这一空间布局，通航试验区将以通航运营、通
航制造、通航服务为主导产业，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
间，将上街区打造成为国际公务机网络在中国的重要服
务平台和全国商务人士首选的通航服务中心。

同时，通过打造国际公务机网络在中国的重要服
务平台和全国商务人士首选通航服务中心，使郑州成
为全国通航经济发展的领军城市。通过发展通航制
造、通航运营、通航服务，使通航试验区成为通航特色
产业基地。通过快速建设使郑州通用航空试验区成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规
划为通航试验区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上街区区长翟晓宾看来，随着中原经济区、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郑州市明确提
出建设大枢纽、大产业、大都市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通用航空产业作为现代民航业的两翼引擎之一，是现代
航空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支撑产业，对于发展中原经济
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上街区将以全新姿态举办“2015 郑州航展”，
为中原人民奉上一场更高规格的航空盛宴。目前，

“2015 郑州航展”正在积极筹备，预计将于 9 月 25 日—27
日在上街机场举行。航展主要活动内容分四大板块：亚
洲私人与公务航空博览会、中原飞行大会、通航高端论
坛、环球航空嘉年华。

亚洲私人与公务航空博览会是国际化专业化的私
人与公务飞机商贸展，室外展坪 8 万平方米，室内展厅 1
万平方米，届时，将有超过 200 家展商、150 架飞机参加博
览会，包括各类固定翼飞机（如支线飞机、公务机、轻型
飞机、超轻型飞机、滑翔机）、直升机、旋翼机、无人机、地
效飞行器等。其中作性能展示飞行的飞机有 50 架以
上。同时，与飞行有关的机器设备、模拟系统、配套服
务、纪念产品等也参加展示。

中原飞行大会将为飞机制造商、运营商、拥有者、驾
驶员和广大飞行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与贸易的平台，逐
步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和中国特色的飞来者大会。
在本届航展期间，凡是三证齐全的参展飞机都可以在主
办机构的协助下驾机飞往上街，既可在本场做性能展示
飞行、搭载体验飞行，也有机会飞上街至安阳、洛阳、南
阳等地的短途低空航线。

9 月 25 日，150 名专业人士将出席通航高端论坛，并
邀请美国、欧洲等十几个国家的商贸投资促进机构和各
国驻华大使馆的商务处代表来郑州进行商务洽谈交流
活动。

其间，观众可以欣赏到每天 8 个小时无间断的航空
表演。环球航空嘉年华飞行表演队、英国雅皮士特技飞
行表演队、美国空中海报特技飞行表演队、百年灵空中
漫步飞行表演队 4 个国际顶级飞行表演队，15 架特技表
演飞机，每天 150 分钟特技表演，近 20 名国际顶级特技
飞行员将在上街冲上云霄，飞撞气球、空中芭蕾、蓝天绘
画、高空投弹、空中格斗、计时气柱、机翼行走、完美编
队、空中海报等特技项目将轮番上演。国内的航空表演
队伍同样阵容强大，由世界冠军领衔的河南跳伞及航模
表演队，进行花式跳伞及航模表演；由全国热气球冠军
带领的热气球队进行巨型异型球的系留和自由飞行表
演；动力伞表演队和动力三角翼表演队进行拉烟、造型
编队等飞行表演。

航展期间，还有丰富的地面旅游文化配套活动。露
天音乐节、风味美食节、飞机模拟机互动体验、大型风洞
失重悬浮体验、房车豪车秀、红酒品鉴会等时尚品质生
活展示，航空纪念品、邮品展销等，可以满足观众多样的
需求。

宋洁对记者说，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上街区将持
续加大“郑州航展”培育力度，力争使之成为飞行者的乐
园、业内人士的交流平台、各类飞机的展示平台。下一
步，上街区准备依托“郑州航展”品牌，建设航空旅游项
目，常态化吸引游客观光体验，形成以航空旅游为核心
的文化展览产业。

“2014 郑州华彬航空嘉年华”为中原
人民带来了一场航空盛宴，让大家首次
在家门口领略了鹰击长空、划破苍穹的
航空魅力。此次航展带来耀眼成绩：参
会企业 300 多家，参展的各类飞行器 103
架，签约项目 32 个，签约金额 251 亿元，
签 售 飞 机 106 架 ，参 展 观 众 近 30 万 人 。
航展的成功举办推动了上街区的通航产
业跨上了新台阶，迎来了新发展。同时，
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打造出“郑州航展”的
溢彩品牌。

航展期间，来自立陶宛、英国、美国等
国内外的 5 支特技表演队、12 架特技飞机
以及各种动力伞、航空模型、热气球、花样
跳伞参加了嘉年华特技表演。2 架公务

机，15 架直升机，38 架固定翼飞机，15 架
型号各异的旋翼机，热气球、三角翼、动力
伞、无人机、滑翔机、航模等 33 架飞行器，
共计 103 架参展。穆尼公司（啸鹰）、永翔
通航公司、中电科 27 所、居易国际等 23 家
知名通航企业设立形象展区。

作为“2014 郑州航展”的活动环节，郑
州通航试验区还分别以“通用航空·市场
机遇与发展趋势”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
与未来生活”为主题举办了两场产业论
坛，国家空管委办公室副局长梅水发、中
国民航局通用航空处处长靳军号、中国民
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允春、中国
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委员会总干事王
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

中心主任高远洋、加拿大航空学院总裁萨
利姆埃赫等 16 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参加演
讲，郑州市政府在论坛上对通用航空试验
区进行了现场推介，500 多名业内人士参
加了论坛。

此次航展成果显著。促进了通航业
界交流，珠海航空产业园、西安航空基地、
沈北航空产业园、重庆通航产业园等国内
通航园区管理机构到会交流发展经验。
华彬集团通航基地、华彬集团红牛文化广
场等 32 个项目成功签约，签约金额达 251
亿元；贝尔、穆尼、罗宾逊、钻石等品牌飞
机签售 106 架。同时，也普及了通用航空
知识，巩固了招商引资成果，扩大了郑州
通航的影响力。

持续发力
培育“郑州航展”品牌

准确定位
规划郑州通航蓝图

精彩纷呈 开启“郑州航展”元年

夯实基础 推进通航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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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通用航空试验区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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