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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机场，一架飞机在朝霞的映衬下腾空而起，直冲云霄。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开放风劲好远航
“我们在亲身参与大时代” 从中原腹地

到开放前沿
□本报记者 王延辉 赵振杰

中原不会忘记那个春天。2014年5月，习近平

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希望河南朝着“买

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建成连通境内外、辐

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多作贡献。

中原不会忘记那个初夏。2017年6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会见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时明确提

出，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河南的开放之路越走

越宽，中原腹地已挺身开放前沿，内陆开放高地

强势崛起。

仰望苍穹，“空中丝绸之路”翱翔着“河南银

翼”。郑卢航线越织越密、连通全球，卢货航定期

航班量加密至每周16班，年货运量突破14万吨，

带动郑州机场首次登上中部客货运量“双第一”

的宝座，货邮吞吐量首次跻身全球机场前50强。

俯瞰大地，“陆上丝绸之路”驰骋着“河南快

车”。中欧班列（郑州）东联西进、多点集疏，开

行班次突破 1000 班，实现每周“去八回八”常态

化运行，去年一年开行班次数、货值、货量均超

前几年的总和，已成为中欧班列家族中的翘楚。

聚焦网络，“网上丝绸之路”跳动着“河南数

据”。河南E贸易“买卖全球”一键搞定，独创全国

领先的跨境电商发展模式，进出口商品辐射185个

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单量、交易额在全国拔得头筹。

开放的广度决定着改革的深度，倒逼着改

革阔步向前推进。

开放是最大的改革。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承担着“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

使命，自去年 4月 1日正式挂牌以来，大胆闯、大

胆试、自主改，从“上一张网、办所有事”到“平台

之外无审批”，从“二十二证合一”到“三十五证

合一”，从企业注册“一窗受理、一表申请、一网

归集”到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大力提升了贸易

便利化水平，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成本。近一

年 时 间 ，自 贸 试 验 区 新 增 注 册 企 业 已 超 过

23000家。

开放倒逼改革，一系列的改革锻造着河南

的新产业，塑造着河南的新形象。“放管服”改革

释放市场活力，国企改革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

金融改革疏通经济发展血脉……

开放与改革双轮驱动，助推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行稳致远。2017 年，河南外贸进出口首次

越过 5000 亿元大关，再次跻身全国前十，首次

位居中西部第一；全年实际吸收外资 172.2亿美

元，新设外资企业 210家，增幅居全国首位。

开放倒逼全省各地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一

个让客商动心、省心、安心、舒心的投资环境正在

形成。目前，在豫投资的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已

达 86 家，中国 500 强企业达 156 家，带动河南企

业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

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相辅相成。开放的重

点就是改革的要点，开放推进到哪里，改革就要

同步推进到哪里。

开放不止步，改革不停顿，中原腹地正挺立

在开放前沿！③5

□本报记者 赵振杰

站在郑州海关驻经开区办事处大楼里往
南望，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的
仓库。

“2013年跨境业务刚开始时，只有和我们
一路之隔的这一片仓库。”刘阳告诉记者，“现
在的仓库面积是当年的 35倍还多，而且除了
看得到的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的仓库，我们周边
的公司和企业也大都是做跨境电商的仓储、物
流等业务的”。

刘阳告诉记者，刚从广州海关回郑州时，
工作很清闲。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刚刚开展业
务，即使当时聚美优品、小红书、唯品会等大电
商都已入驻，这儿大大小小有上百家跨境电商
公司，每天也不过十几单业务。随着郑州首创
的监管模式1210模式为更多人所熟知，跨境
网购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清闲的状态很快被打
破，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单量也在当年全
国所有试点城市中排名第一。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保税中心时，
勉励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实现“买全球、卖全
球”。此后，在“网上丝绸之路”上，河南跨境电
商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从 2014 年到
2017年年底，在全国所有的跨境电商试点城
市中，经郑州海关监管的出货单量一直稳居全

国第一，累计验放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零售商
品清单 2亿单，商品总值突破 200亿元，连续
四年增长率保持在60%以上。

随着“网上丝绸之路”的延展，政府服务
模式也在改进和完善：在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记者看到，现在的出货——监管线早就不能
用“条”来形容了，整个监管系统如立交桥式
运作，即使货物再多，监管也不是问题。同
时，随着入境货物种类增多，现场还安装了核
检测设备、智能卡口，实现了检测线的现代
化。尤其是，郑州海关创新推出O2O的监管
模式，实现了跨境电商现场下单、现场提货的
新模式，极大方便了周边人群跨境购买进口
商品。

政务服务能力的提高又助推了跨境电商业
务的增长，目前，从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分拨的货
物已近26万种，出单量平均每天达二三十万，
遇到企业大促如“双十一”等日子，每天出单
量超过100万。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已吸引入
驻备案企业 1300 多家，累计纳税约 20 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 5万个，拉动投资近200亿
元，进出口商品辐射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
一个全球网购商品的集疏分拨中心正在加速
形成。

2017年全省进出口数据

2017年全省利用外资数据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965.0亿元

增长20.2%

设立外资企业210家，增长7.1%
实际吸收外资172.2亿美元，完成年目标的101.4%

新设省外资金项目5161个，增长4.1%
实际到位省外资金9106.8亿元，增长7.9%
完成年目标的100.9%

全省新签对外承包工程

合同额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64个
合同额33.9亿美元

外资企业139家
合同外资8.22亿美元

实际到位4.98亿美元

其中

出口3171.8亿元

增长11.8%
进口2061.0亿元

增长9.6%
进出口在全国排名第 10位

全省货物进出口

5232.8亿元

增长10.9%

其中

其中

其中

全省跨境电商

进出口（含快递包裹）

1024.7亿元

出口762.5亿元

B2B 出口占比53.0%
快递包裹出口6803.0万件

货值147.3亿元

出口691.0亿元

增长14.5%
进口274.0亿元

增长37.6%
文字整理/赵振杰 制图/单莉伟

4月 1日河南自贸试验区挂牌

至12月31日

新增入驻企业23623家
注册资本3175.4亿元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新时代高水平
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
图，提出了新时代扩大开放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作
为内陆省份的河南，将继续深入实施开放带动战
略，持续推动全方位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过去四年最大的体会？忙。单位和个人
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
其实是在亲身参与一个大时代”。3月 14日，
同样的问题，郑州海关驻经开区办事处的刘阳
和河南航投卢森堡项目部的郭翔回答得几乎
一模一样。

一个从广州海关回到郑州海关，一个从
TNT上海分部回到河南，两个年轻的河南小伙
儿连工作轨迹都很相似。从广州海关回到郑州

海关的刘阳亲眼见证了郑州的跨境电商起步、
成长到取得今天的成绩；郭翔则经历了河南航
投从初创到今天成长为行业大树的全过程。

刘阳说：“当年总书记勉励我们‘买全球、卖
全球’，几年过去，河南跨境电商一举成为‘网上
丝绸之路’的领头羊。”郭翔说：“去年6月，总书
记提出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河南航投由开航时的每周2班加密至目前
的每周16班，旺季每天平均3班。”

“2014年，我们到外面谈业务，对方一般
是来一个部门普通职员和我们谈，但是现在人
家一看是河南航投的，至少会来一个部门主
管，甚至是副总来和我们接洽业务。”郭翔
用一个例子说明河南航投几年间在业内的
影响力变化。

2014年1月14日，一则重磅消息引爆全球
航空业：河南航投出资2.1625亿美元收购了卢
森堡货航35%的股权——一个中国内陆省份的

“年轻”企业与国际资深货航“大佬”正式“牵
手”。之后，随着“郑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
开通运营，卢货航也成为入驻郑州机场规模最大
的货运航空基地公司。

2017年6月，总书记首提“空中丝绸之路”
概念，不仅丰富扩展了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
内涵，也为河南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指明了努力
方向、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

据郭翔介绍，卢货航的通航点由当初的1
个增加到现在的14个，洲际航线由1条拓展至
3条，辐射欧洲、亚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等4大
洲近200个城市，集疏货物达十余类200多个
品种，真正实现了“一点连三洲、一线串美欧”的
国际货运版图。

与之相对应，郑州机场 2017年的货运量
超过了 50万吨，成为中部地区第一，其中国
际货运量的 30多万吨，卢货航就贡献了 14.7
万吨。“卢货航第一年的货运量是 1.4 万吨，
四年间，年货运量增长了十倍多。”郭翔说。

“我为有这样的创业机遇而兴奋。我们还
是一家年轻的公司，但现在我们出去谈合作对
象，已经是瑞士空港、德铁信可这样全球领先的
公司，相信随着‘空中丝绸之路’的建设，我们架
起的这座连接河南与世界的空中桥梁，会更加
快捷和顺畅。”郭翔告诉记者。③5

我们的监管模式是独创的

公司业务四年增长十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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