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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海，不沿边，走向世界靠蓝
天。

近年来，河南机场集团牢牢抓住
国家战略机遇，围绕“国际航空货运枢
纽和国内大型航空枢纽”建设，以国际
化视野找准定位——大力实施“货运
为先、以货带客，国际为先、以外带内，
以干为先、公铁集疏”的发展思路，以
发展货运尤其是国际地区货运为重
点，大幅提升货运保障能力。

同时，积极拓展航线航班，千方百
计引进货航和货代，全货机航班量每
周已经突破 100班；积极发展跨境电
商、冷链物流等新兴产业，吸引美国亚
马逊、顺丰速运、唯品会等49家国内外
大型电商企业入驻，构建优势突出的
综合型口岸体系。

目前，郑州机场已拥有进口水果、
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肉
类、澳洲活牛、国际邮件经转等6个指
定口岸和跨境电商业务，成为国内进
口指定口岸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内
陆机场。

此外，欧洲最大的货运航空公司
之一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以下
简称卢货航）也把郑州机场作为欧亚
全球货运双枢纽战略的合作伙伴。于
2014年 6月 15日开通了“郑—卢”国
际货运航线，架起了横贯中欧的货运

“空中丝绸之路”，随着“卢森堡—郑州

—芝加哥”“米兰—郑州”国际货运航
线相继开通，郑州机场货运网络成功
横跨欧、亚、美。

此外，郑州机场还抓住机遇大力
发展多式联运业务，率先研发建设国
际物流多式联运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与欧洲沃伦堡、美国 Forward Air等
龙头企业联合成立国际物流数据标准
联盟，推动航空与公路、铁路、海港等
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联通、信息
共享，加快实现“一单到底、物流全球”
目标。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使郑州机
场航空货运持续快速增长，货邮吞吐
量从 2013 年的 25.57 万吨增至 2016
年的 45.67 万吨；国际和地区货邮量
从 2013 年的 11.28 万吨增至 2016 年
的 27.51 万吨；全货机货邮量从 2013
年的 14.23 万吨增至 2016 年的 32.26
万吨。

量的发展带来质的变化。货物种
类由过去的普货为主发展到目前的冷
链、快件、电商等23大类，货源集疏范
围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东北等全国
大部分区域，年卡车航班量达 3万余
班。常驻郑州机场的物流公司已达30
余家，通达点遍布全国70余座大中城
市，逐步形成了“郑州航空货运价格”，
成为近年国内航空货运发展的一大亮
点。

货运为先 建设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起点低、底子薄、管理经验不
足”，这都不是阻碍跨越式发展的理
由。“天下之事，因循则无一事可为；奋
然为之，亦未必难。”

近年来，郑州机场以二期扩建工
程投运为契机，主动适应新常态，以爬
坡过坎的毅力和决心，着力提升机场
运营管理水平，从过去简单的模仿者，
逐步走向创造者，初步打造了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

安全与服务是机场建设发展的双
翼。郑州机场始终强化“红线意识”，
坚守“底线思维”，树立了“安全隐患零
容忍”核心理念，按照“严”字当头、

“实”字托底要求，建立运营风险分析
管控机制，不断完善安全隐患治理机
制，加强隐患分级分类管理，强化机坪
运行、鸟击防范等重点风险管控。

同时，广泛收集各类服务需求及
合理化建议，并创建“中原安检”和“捷
易登机”等特色服务品牌；积极构建

“文化机场”，开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河南地域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展示
活动，丰富广大旅客出行体验；大力推
进“智慧机场”建设，研发自助值机、微
信值机等多种支付方式等信息化便捷
服务，开发运用航班放行不正常统计
系统、电子进程管控平台，全面普及航
班保障手持终端，强化航班运行数据
化统计和信息化监控。

2016年，郑州机场荣获服务质量
评价优秀机场，航班放行正常率达到
80.01%，同比增长 9.39%。今年 1-7
月，航班放行正常率达到 79.6%，其中
5个月航班正常率超过80%，获得中国

民航局高度肯定。
8月中旬，郑州机场荣获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IATA）颁发的“便捷旅行”
白金机场认证书。据悉，该服务模式
共分为白金认证、金色认证及绿色认
证，白金认证是“便捷旅行”认证最高
等级，涉及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
自助登机等服务。在全国200多家民
用机场中，仅有6家机场获此殊荣。

2016 年，在 T2 新航站楼建成的
“转场大考”关键时期，集团领导率先垂
范，以“哪怕身上掉十斤肉，脚下磨掉几
层皮，也要确保转场成功”的勇气和决
心，带领10个专项工作组，全体干部员
工日夜工作在一线，连续奋战3个月，解
决了2000多个矛盾和难题，顺利完成
了转场4000多项工作。

在这场漂亮的转场战役中，“郑州
机场精神”，即主人翁精神、拼搏精神、
奉献精神、科学精神和协作精神，体现
得淋漓尽致。河南机场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献波深有感触说：“一定
要大力弘扬这五种精神，使这五种精
神真正成为我们战胜各种困难和挑
战、推动各项事业加快发展的强大动
力。”

山高愈前行，梦好起宏图。二十
载沧桑巨变，机场人以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的劲头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展
望未来，河南机场集团将以崭新的姿
态，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
出新的贡献，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通过打造内陆
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架起中原
融入世界的空中桥梁！

精细管理 创建服务质量优秀机场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交通基
础能力建设是一个地区增强发展后
劲、打造新增长点的重要保障，是核心
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2011 年 12 月 26 日，郑州机场年
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 1000 万人次。
伴随着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遇到了
发展的瓶颈：原有的T1航站楼处于满
负荷运行，航班容量屡屡受限。

思路一变天地宽。省委、省政府
和中国民航局审时度势，决定以“一盘
棋”思路，高起点加快实施机场二期扩
建。充分借鉴国内外大型机场建设的
先进经验，按照建设综合交通体系的
规划，同步建设机场综合交通换乘中
心，设立中原城市群城际铁路枢纽站，
引入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
路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

工程于 2013 年 9月 29 日开工建
设，于2015年12月初建成了48.6万平
方米T2航站楼、3600米×60米 4F级
跑道和滑行道系统、79个机位的客机
坪、4个机位的货机坪和27.4万平方米
的综合交通换乘中心（GTC）等，并通
过竣工验收和民航行业验收，具备了

交付投运条件。
2015 年 12 月 22 日，二期工程提

前一年投入运营。时任国际民航组织
理事会主席贝纳德·阿留专程到此考
察，明确表示：“要把‘郑州机场速度和
经验’介绍到国际社会中去。”

至此，郑州机场迈入了双跑道双
航站楼时代，保障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000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70万吨需求，同时枢纽功能
更加完备，成为集城铁、地铁、高速公
路、长途巴士、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于
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同时，空空联运、空陆联运业务全
面展开，形成了国际和国内航线衔接、
航空和公路运输互转的新格局，实现
了“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隙
衔接”，在中原大地上打造出以航空为
引领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河南
机场集团正在加快推进机场三期工
程建设，计划于今年年底开工，规划
建设货运专属跑道、专属机坪、空铁
联运货物集散中心，重点提升货运保
障能力。

夯基固本 打造现代立体交通体系

砥砺奋进创标杆 “一带一路”作先锋

筑梦蓝天搭建“空中丝路”
——写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通航2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董娉 本报通讯员 陈楠 曹凯

一座机场腾飞一座城市。

1997年8月28日，位于郑州市东南，距市区25公里的轩辕故里

新郑市薛店镇，一座崭新的机场——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以下简称郑

州机场）顺利建成通航。身处内陆的中原，从此有了蓝天的高度。

2017年 1-7月，郑州机场累计完成客运量 1353.5万人次、货

邮量24.8万吨，客货运量首次在中部机场中同时名列第一。

改革开放的河南，架起了与世界对话的桥梁。

斗转星移二十载。如今的郑州机场客货运业务比翼齐飞，安全

基础更加稳固，多项指标跻身国内前列，并屡屡创出“郑州速度”，开

创出民航业界独有的“郑州模式”。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曾在古丝绸之路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时代背景下，不靠海、不临江、不沿边
的内陆省份，该如何奔向开放前沿、拥
抱世界？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河南
要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
流通道枢纽，为“一带一路”建设多作
贡献。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卢
森堡首相格扎维埃·贝泰尔时强调，支
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

旗帜引领方向，道路决定命运。
作为“空中丝路”的起点，河南机场集
团在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下，在省委、省
政府的领导下，在民航各级主管部门
的关怀指导下，把握前瞻性，以科学务
实的态度，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

“一、二、三、四、五”的工作思路：
——突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建设”一条主线。
——围绕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和国

内大型航空枢纽两大目标进行规划和
建设。

——实施“货运为先、以货代客，
国际为先、以外带内，以干为先、公铁
集疏”三大战略。

——贯彻“主业做大，辅业做强，安

全做实，服务做优”四句话工作方针。
——建立完善“五大管理机制”：

“三重一大”决策机制、重点工作推进
机制、母子公司管控机制、项目和投资
管理机制、人事和用工管理机制。

“升级换挡”带来“加速度”。2016
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达45.7万吨，
同比增长13.2%，增速在全国千万级机
场中位居第 4，全国排名第 7位；旅客
吞 吐 量 一 举 突 破 2000 万 人 次 ，达
207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04%，增
速在全国千万级机场中位居第1，全国
排名第15位。

栉风沐雨，拓路苍穹。作为国内
干线运输机场、国家一类航空口岸，郑
州机场所承载的“航空战略”分量越来
越重，打开机场航线图，以郑州为核
心，放射状布局让人欣喜——

44家客运航空公司，173 条客运
航线，96个客运通航城市。

21家货运航空公司，34条货运航
线，37个货运通航城市。

从通航至今年7月，郑州机场已累
计运送旅客1.5亿人次、货邮252.04万
吨。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及东亚、东
南亚主要城市和连接温哥华、迪拜的
客运航线网络，以及横跨欧亚美三大
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运
航线网络，成为中部地区率先以航空
融入“一带一路”的开放门户。

牢记嘱托 构建“空中丝绸之路”

卢森堡—郑州号首航

整机进口澳大利亚安格斯肉牛

T2航站楼内景

一线员工真情服务旅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