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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娉

伴随经济全球化，航空运输业对
飞机的需求不断增加。航空公司不可
能使用大量自有资金购买昂贵的飞
机，因而存在着大量飞机融资需求。
12月8日，河南航空及金融界迎来了
一件意义非凡的盛事——阿维亚融资
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在郑州成立，标
志着河南航空经济向“产融结合、创新
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需求激增
航空租赁升温加速

“航空租赁是金融危机期间少数
几个在全球范围内逆势上扬的行业，
未来行业的增长潜力相当可观。”阿
维亚合资租赁公司总经理多马斯·戈
塔维休斯告诉记者，目前，全球各大
航空公司的飞机约有三分之二来自
不同形式的租赁，中国国内约有60%
飞机来自租赁公司。

波音公司曾发布年度市场展望
报告，称未来20年预计全球需要新飞
机36770架，价值约5.2万亿美元，平
均每年需要2600亿美元的融资。这

其中，亚太地区未来20年飞机交付数
量预计为13460架，居全球各地区之
首。仅在中国就需要逾6000架飞机
才能满足其需求，其中80%～90%都
要通过飞机租赁的形式来实现。

顺势而为
河南实现零的突破

飞机租赁在发达国家已是比较

成熟的金融业态，但在我省还处于起
步阶段。“飞机融资租赁业务不仅需
要巨额资金支持，也需要精湛的航空
技术支撑，更要有稳定的优良客户维
持，三方条件缺一不可。”俄罗斯航空
公司机队运营副总裁米歇尔·米纳埃
夫坦言。

对此，河南航投本着“有市场、
有效益、有技术支撑、有发展前景”
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理想

的合作伙伴。从 2015年 10月项目
启动到揭牌签约，仅 14个月即实现
了河南航空业飞机租赁零的突破，
结束了河南经济没有飞机租赁业态
的历史。

强强联手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拥有雄厚的技术管理经验的阿
维亚集团、资金和政策优势显著的河
南航投以及在俄罗斯具有市场垄断
优势的俄航，合作堪称强强联手。”合
资租赁公司董事长刘霞说，“一带一
路”沿线涉及近70个国家，经济总量
超过 21万亿美元，公司将激活各方
最大的优势，重点为“一带一路”沿线
主流航空公司提供优质的飞机租赁
服务。

此外，随着河南自贸区的获批，
合资租赁公司还将帮助自贸区打通
飞机注册登记以及出入关等重要环
节，落实政府制定切实支持融资租
赁，特别是飞机租赁的专项政策，力
争让更多的飞机落户郑州航空港，实
现企业自身和河南航空经济的协同
发展。②9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杜超）12月7日，在国家级贫困县洛宁
县，由国家开发银行投资2.4亿元的贫
困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投资1亿多
元的上戈镇金果小镇建设项目正加紧
施工。

记者从洛阳市政府获悉，今年以
来，洛阳市委、市政府拓宽扶贫渠道，
把金融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举
措，组织相关贫困县与国家开发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积极
对接，搭建县域融资平台、对接洽谈扶
贫项目，脱贫攻坚取得新进展。截至
11月底，全市共对接项目 24个，总金

额达 205.13亿元。其中，已经签约落
地项目4个，总投资11.3亿元。

据了解，洛阳市金融办、扶贫办组
织银行和扶贫工作人员分别召开金融
精准扶贫政策推介会、开发性金融支
持脱贫攻坚研讨会、金融扶贫银企对
接会等，进行扶贫政策推介讲解，交流
扶贫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探讨研究
产业扶贫，拓展银企对接的广度深
度。在栾川县、洛宁县、汝阳县、宜阳
县、伊川县搭建 10个融资平台，推动
贫困县基础设施扶贫、重大产业项目
建设融资平台建设，提高金融扶贫承
接能力。③5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2月 7日，
由河南省鼎元种牛育种有限公司牵
头，中国农大、省农科院、河南农大、省
畜牧总站等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链
企业共同参与的肉牛产业产学研合作
平台——河南省肉牛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在郑州成立。

肉牛产业是我省的传统优势产
业。2015年，全省肉牛出栏 548.6 万
头，居全国第一位；肉牛存栏 826.2万
头，居全国第二位；牛肉产量 82.6 万
吨，居全国第一位。

据悉，肉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将重点围绕饲料营养与饲养管理、

生态健康养殖、群体遗传改良、疫病预
警与防控、产品质量控制和肉牛种养
加一体化等方面，开展创新研究、集成
与示范，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深度结合的肉牛产业
科技创新体系。

作为产学研合作平台，肉牛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整合政府、高校、
企业三方资源，一方面推动高校及科
研院所整体研发能力的提升，另一方
面提高产业链上各企业的技术水平、
管理运营能力，推进全省畜牧业循环
发展、生态发展，加速肉牛产业转型升
级。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2月 8日，
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 10 个
月，新郑综保区进出口值2344.1亿元，
跃居全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第一位。其
中，10月份进出口值478.6亿元，仅次
于去年10月份，为新郑综保区月度进
出口值历史第二高。此前，2012年至
2015年，新郑综保区进出口值连续四
年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二位。

从2011年11月4日开始，郑州综
保区海关不断扩大新郑综保区监管范
围，通过“政府边建设，企业边生产，海
关边监管”的“三边”模式，陆续完成了
对新郑综保区三个建设阶段的监管。
今年10月20日，新郑综保区（三期）正
式封关运行，标志着新郑综保区规划
面积内区域全部建成投用。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郑
州综合保税区海关在综保区原有手
机生产的基础上，将业务拓展到维

修、研发、物流各方面，先后开展了 6
种维修模式。今年2月 22日，新郑综
保区内口岸作业区建成投用，新郑综
保区由此具备了跨境电商保税和直
购模式同时开展的特有优势，区内投
资 4亿多元的机场货站投入使用，区
内成品手机打板后直接进入机场停
机坪，实现了综保区与航空港、公路
港、铁路港、海港的“区港联动”，为富
士康等区内外企业大幅度降低物流
成本。

另外，郑州海关在口岸作业区内
推行“港仓内移”业务，使苹果客户海
外九大分拣点发回的待维修苹果手
机、手机零组件等不再集中到香港仓
库（中转库），直接从境外集中到新郑
综保区，整体物流时效由22天缩短到
15天内，每年节约企业物流及仓储成
本 将 近 40% ，超 过 5000 万 元 人 民
币。③5

□本报记者 董娉

“本次合作我们投资约 1500万
美元，是立陶宛企业目前在中国最大
的一笔投资。”阿维亚租赁集团首席
执行官塔达斯·戈贝里斯的开场白，
简洁有力地展现出他们对于和河南
航投合作的决心和信心。

阿维亚租赁集团业务范围包括
飞机租赁、飞机贸易、资产管理等，
是世界上最大的 CRJ 支线客机贸
易商，具有领先的行业管理经验。
过去 5 年内，在全球范围内操作飞
机交易 250 余次，总交易额超过 50
亿美元，业务范围涵盖“一带一路”

沿线 50多个国家。
作为业界精英，阿维亚为何会选

择与河南航投这个“新兵”合作？塔达
斯坦言：“首先因为他们和卢森堡货航
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如今在业内可谓
声名大噪；其次也看中了他们先进的
管理团队，以及具有全球化的合作视
野，由此坚定了我们合作的信心。”

对于中国航空租赁市场，他认
为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拥有非常
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目前虽然
着眼于中国市场，但也有一个全球
化的发展战略，希望能够借助于合
资公司的成立，不断拓展全球的航
空租赁市场。”

关于未来的发展，塔达斯希望
合资公司能够在运营的前 5年达到
45架飞机的机队规模，经营规模达
到 25 亿美元。“我们也将适时启动
上市筹备工作，力争成为河南省首
家上市的飞机租赁公司。”

谈到合作伙伴，他的赞美之词
也溢于言表：“河南航投不遗余力
地推动郑州航空港以及自贸区的
建设，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建
设中来。相信通过双方的努力，不
仅能够助推郑州打造中国本土重
要的航空和交通枢纽，也能为使其
成为世界下一个重要的航空金融
中心注入活力。”③4

□本报记者 张海涛

井越打越深，水越来越少，在许多
地区地下水超采日渐严重的今天，我
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却出现了
地下水水位“逆袭”的状况。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前，情况
却大相径庭。

多年来，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受水区为维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
下水超采严重，超采总量为5.73亿立
方米，形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我省

制订了受水区 2015年~2020年地下
水压采方案，将减少开采地下水2.7亿
立方米，各受水区不断加快自备井封
停步伐。

记者从许昌市南水北调办了解到，
曾经超采严重的许昌市目前已关停自备
井400多口，地下水水位回升两米多。

全力封井的底气，和源源不断送
来的丹江水大有关系。

水，一度是许昌最大的短板和瓶
颈，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十分之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
年均分配水量2.26亿立方米，让许昌

市捉襟见肘的水资源状况大为改观。
不仅仅地下水受益于丹江水，许

昌市的北汝河水也被解放出来。
北汝河是许昌城市供水的主要水

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北汝河
水被置换出来，用于生态修复、水系连
通和农业灌溉。原本缺水之地做起了
水文章，实施了水系连通工程、水生态
文明建设。

12月 7日晚，在许昌市的东湖景
区，记者看到，喷泉随着音乐起舞，湖面
波光粼粼，空气中氤氲的水汽让人一时
恍如置身江南水乡。别号“莲城”的许

昌变得名副其实，河畅湖清，水韵悠悠。
记者在新乡、郑州等地采访时了

解到，地下水水位均出现回升现象。
不仅仅水生态环境在改善，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还促进了林业生态的变化。
“树多了，风沙小了，好些原来见不

到的水鸟都来了。”南阳市卧龙区邢庄
距离干渠不远，村民盛纪学告诉记者。

为保护干渠水质，我省开展了总干
渠两岸生态带建设，总长度约631公里，
面积23万亩。目前建设任务已完成九
成多，中原新增一条纵贯南北的绿色长
廊，将有效改善沿线的生态环境。③5

填补本土空白 实现零的突破

河南进入飞机租赁新时代

“很荣幸参与河南航空经济建设”
——专访阿维亚租赁集团首席执行官塔达斯·戈贝里斯

地下水水位何以逆袭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两周年回眸之三

前10个月新郑综保区
进出口总值全国第一

洛阳金融扶贫多措并举
200亿元助力脱贫攻坚

我省肉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入冬以来，武陟县詹店镇冯庄村的何小彩在蔬菜大棚忙碌不停。何小彩家属于贫困户，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该县人社局干部与她结成
扶贫对子，制定了以大棚蔬菜种植为目标的脱贫方案。今冬，何小彩又流转土地20亩，扩大了大棚蔬菜的种植规模。图为12月7日，何
小彩和丈夫骑车回家，钢架蔬菜大棚在田间格外显眼。⑨6 冯小敏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牛
联平）记者12月 7日从焦作市有关部
门获悉，位于孟州产业集聚区西部的
德众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业务近日
通过省验收组现场评估验收，标志着
该保税中心成为省内第二家可开展跨
境电商的海关监管区。

据了解，德众保税物流园区拥有
省内第二家B型保税物流中心，规划
建设有保税物流中心平台区、德众保
税小镇、总部经济区和保税加工区等
区域，重点在“保税物流、跨境电商、
保税金融、商贸服务”等四大领域探
索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力争通过 3至
5年的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立足中
原、面向世界、具有鲜明区域特色和

辐射张力的国际物流中心、电子商务
中心、互联网金融服务中心和商贸服
务中心。

目前，德众保税物流园区的平台支
撑日趋完善。国际会展中心、创客孵
化培训中心、跨境电商总部大厦、进口
商品体验中心、保税商务酒店等工程
正在建设中，明年 6月底前全部建成
并投入使用。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
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的跨境电商立体
分拣配送中心，设计日订单处理能力
达30万单，计划明年3月底前建成并
投入使用。此外，园区还组建了跨境
电商服务中心、国际业务客服中心等
机构，可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全方位、
专业化服务。③5

德众保税物流中心
跨境电商业务通过验收

12月6日，光山县晏河乡管围孜村金茂胜达农林专业合作社，农民正在香
菇种植基地里整理香菇菌棒。该合作社投资560万元引进种植香菇，解决72
名农民就业。⑨6 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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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亚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在郑州成立，实现了河南航空业飞机租
赁零的突破。图为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停机坪。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塔达斯·戈贝里斯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