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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10日，全国多式联运现场推
进会在郑州召开。300多名会议代表来到郑州
机场西货站观摩，只见站场摆满了各类货物，
各种车辆穿梭于货站区和货机坪之间；营业大
厅的国际物流多式联运数据交易服务平台的
显示器上，不停滚动着机场货运航班、货站库
存、卡车航班等实时信息，不时有客户前来办
理业务。此次会议后，郑州机场入选全国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

目前，中国多式联运发展已步入快车道
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南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把多式联运作为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
吸引具有先进水准、先进理念的国际物流企
业参与，在标准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等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郑州机场率先
研发出多式联运数据交易服务平台，成为国
内唯一一家以机场为中心搭建的智能化平
台，已初步实现郑州至卢森堡、芝加哥两条专
线的在线订舱、境内外卡车在线约车和物流
信息全程追踪等服务，为发展多式联运提供
了信息化支撑，努力实现“一单到底，物流全
球”，为客户提供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服务最
优的物流解决方案。

货源集疏能力增强，货源品种不断丰富。
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的卡车运输企业达 30
家，年卡车航班量达 3.5 万班以上，同比增加
17%；年运送货量近 30万吨，卡车航班网络已
覆盖全国 70余座大中城市，形成了北至哈尔
滨、南至海口、西至西宁、东至上海的快速货运
网络。

万里丝路，连通东西，跨越古今。如今，河
南的“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网上丝绸之
路”越来越便捷，“空中丝绸之路”又为“一带一
路”建设增添了新亮点。民航运输作为“空中
丝绸之路”中较安全、最快捷的运输方式，在互
联互通中发挥着先锋队的作用。航空通道和
高速公路通道、高铁通道一起构成欧亚大通
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和更

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国内分工创造了条件。
在继续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中，郑州机场将更好地发挥“空中丝绸之路”
的优势，重点开辟郑州至欧洲、美洲、亚洲、澳
洲以及非洲等地区的货运航线，进一步增强
航线网络的通达性和便利性。力争到 2020
年，在郑州机场运营货航公司达 25家以上，开
通全货机航线 40 条以上，通航城市 33 个以
上，形成功能完善、相互支撑的欧美亚全覆盖
的枢纽航线网络。

据悉，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河南省政府
编制的《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战略规划》即
将完成，这将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货运为主的战
略规划，规划将郑州机场战略定位为全球航空
货运枢纽、现代国际综合交通枢纽、航空物流
改革创新试验区以及中部崛起的新动力源。

而即将启动建设的郑州机场三期工程，将
根据实际分批分期实施北货运区、西货运区空
陆联运中心、中转旅客服务中心及连廊、第三
跑道、第四跑道等项目的建设。到 2025年将
建成以T2和 T3航站楼为核心的中央航站区，
形成南北货运区协同发展的货运设施体系，实
现四条跑道高效运行，进一步提升跑道和停机
位容量，满足建设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和国内大
型航空枢纽的发展需求。

下一步，河南机场集团将加大工作力度，
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进运力，构建更加完善
的航空网络。货运方面，重点开辟全货运航
线，力争将郑州至卢森堡货运航线纳入安智贸
航线计划；积极与德国莱比锡机场开展合作，
谋划设立跨境业务专属海外货站；加强与中
通、圆通合作，努力打造航空快递分拨中心；加
快推进我省主基地货航筹建事宜。客运方面，
加快推进西部航空郑州分公司和深航郑州分
公司设立，增开洲际客运航线，
打造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航空
枢纽，进一步巩固我省对
外开放的口岸优势。

2017年6月 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会见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时提出，中方支持

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编织“空中丝绸之路”，令“一带一路”

建设覆盖的维度愈加广泛，不仅连接大陆

与海洋，还在蔚蓝天空中架起新的合作桥

梁。这一重大举措，给河南省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机场集团”）加快发

展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让郑州机场这个

连接中国内陆地区和世界的“空中桥梁”首

次彰显国内外。

如今，一年过去了。郑州机场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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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航空客

货运得到快速发展，在民航业内走出了一

条差异化发展新路径，“空中丝绸之路”平

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显现。

凭借着客货运航线的通达性、一流基

础设施的保障性、越来越便利化的大通关

环境，郑州机场在国内 200多个机场中已

形成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并发挥出明显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为收益可观，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进驻郑州机场运营，

越来越多的货源通过郑州机场集疏，为我

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打造内陆对外开

放高地发挥了重要支撑和引擎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空中丝绸之路”概
念后，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河
南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结构调整、产业转
型和动力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而作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主力军，河
南机场集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支持和提
升“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对“空中丝绸之
路”航线航班加密，逐步扩大以郑州为中
心、“一点连三洲，一线串欧美”的航空国
际货运网络，形成更加完善的航空枢纽网
络；进一步提升口岸功能，全面推进郑州
机场国际物流多式联运数据交易服务平
台建设，为客户提供效率最高、成本最低、
服务最优的物流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郑
州机场的货物集疏功能，参与全球的物流
分工和全球物流多式联运。

2017 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首次
突破 50万吨，增长 10%，创 2014年以来
新高。其中，运往亚洲的货量10.86万吨，

占比 21%；运往欧洲的货量18万吨，占比
36%。到今年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已
经辐射到卢森堡、德国、英国、比利时等主
要欧、亚国家的重要区域，成效显著。

过去的一年，无论是旅客吞吐量，还是
货邮吞吐量，郑州机场都成为中部地区机
场的领跑者，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双冠王”，
这一发展成绩写入了省委经济工作会和省
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成为河南对外开放和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标志。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不仅有助于带
动我国航空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跨越
式发展，更有助于河南搭建连接中国和世
界的“空中桥梁”，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这从郑州机场货运发展有力拉动河
南及周边省份经济增长中可见一斑。去
年，全省进出口总值5232亿元，通过郑州
机场进出口的货值占全省总货值的40%，
成为推动我省对外开放的强劲动力，进出
口货值居中部机场之冠。

一个内陆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如何，
航空枢纽至关重要，而枢纽不是规划出来
的，更不是人为设定的，最终要靠市场来
认可和检验。高质量推进郑州国际航空
货运枢纽建设靠什么？已经发展成熟的
机场都有自己的答案。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航空市场，作为
不沿边、不靠海、发展基础薄弱的内陆机
场，河南机场集团一直把目光瞄准了打造
自己独有的核心竞争力：枢纽网络、保障
能力、通关便利化。

短短几年，这个核心竞争力不但没有
辜负省委、省政府的厚望，更让国内外众
多航空公司、物流企业受益匪浅，取得了
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在郑运营国内外货代企业140余
家，其中国际货代80余家，全球排名前10
位的货代企业已有 9家入驻，越来越多的
国内外大型物流集成商到郑州机场运营：
吸引 Inditex公司在郑州机场设立ZARA
服装分拨中心，年运输货量9000吨，仅次
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位；吸引亚马逊等
54家跨境电商企业进驻，2017年共承运跨
境电商货物1.5万吨，其中机场自营跨境电
商货量达5194吨，同比增长5倍。

“对于民航业来说，落实‘一带一路’
建设任务，关键是要加快构建河南与‘一
带一路’国家的多维空中走廊。”河南机场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卫东说。

一年来，郑州机场航空枢纽网络逐步
完善。今年1至5月份，郑州机场累计完成
货邮吞吐量 19万吨，稳居全国第 7位，同
比增长14%，增速在全国大型机场中排名
第二。目前在郑运营货运航空公司 21家
（外籍航空公司14家），开通全货机航线34

条（国际地区29条），通航城市37个（国际
地区 27个），周计划航班量超过 100班。
在全球前20位货运枢纽机场中已开通15
个航点，新开亚特兰大、萨拉戈萨航线，加
密卢森堡、芝加哥等航线，新开通布鲁塞
尔、莱比锡、列日、巴库、第比利斯等11个
通航点。目前郑州机场货运运力、全货机
航线数量、航班量及通航城市数量均居全
国第 5位，基本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
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枢纽航线网络，
成为“空中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机场。

客运方面，今年1月至5月份，郑州机
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119万人次，同比
增长19%，增速在全国大型机场中排名第
一，全国排名上升至第12位。目前在郑运
营客运航空公司 52家（国际地区 18家），
开通客运航线200条（国际24条），通航城
市 109个（国际 21个），过夜运力达到 54
架，开通郑州至温哥华、墨尔本、悉尼、莫斯
科 4条洲际定期客运航线，基本形成覆盖
全国及东亚、东南亚主要城市以及通达中
东、欧洲、美洲、澳洲等地的航线网络，“空
中丝绸之路”枢纽支撑日益凸显。

在郑州机场 2017 年完成的 50 万吨
货邮吞吐量中，涉及“一带一路”参与国家
的货邮吞吐量约占总量的53%。

航线联通不仅带来了贸易畅通，而且
增加了人员往来，加强了民心相通。据统
计，近年来河南赴欧洲旅游人数逐年递
增，赴欧签证业务需求量不断增加。4月
16日，卢森堡旅游签证（郑州）便捷服务平
台在郑州市郑东新区揭牌运营，河南居民
至此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赴卢森堡的申根
签证，通过“空中丝绸之路”舒心畅游 26
个申根国家。

2017年入夏以来，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夏
季水果全面丰收。6月底，郑州机场启动夏季
进口水果季，在77天时间里，累计有3300余吨
北美时令水果运抵郑州，并从郑州分拨全国各
地，使广大消费者在炎炎夏季品尝到新鲜的北
美水果，中原“甜蜜”叫响全国。

近年来，随着郑州机场综合保障能力不断
增强，来自国外的鲜花、水果、肉类、水产品等
日常生活用品，经空运到郑州机场后，快速分
拨到国内许多一、二线中心城市，越来越多进
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消费者日益享受到

“郑州分拨”给他们带来的异域产品。在郑州
机场 2017年总货量中，进口货物品类达 22大
类、200余品种，仅去年一年就新增了93种，以
鲜切花、冷链生鲜货物等民生生活物品最多。

目前，郑州机场拥有进口水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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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郑州机场目前已
启用7座货站，建立卢森堡货航专属货站，年航
空货邮保障能力达 70余万吨，今年还将开工
建设郑州机场北货运区。

值得一提的是，日前，中国民用航空局已
批复，同意郑州机场飞行区指标由 4E升级为
4F。至此，郑州机场正式跻身国内最高等级机
场俱乐部，成为全国第十二个 4F 等级机场。
这极大提升了郑州机场的运行保障能力，为打
造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和国内大型航空枢纽“双
枢纽”提供了坚实基础。今后，郑州机场可起
降世界最大民航客机 A380，同时可以保证
B747-8F等大型货机的顺畅运行。

从中原腹地走向开放前沿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施书芳

核心竞争力打造航空枢纽

综合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新亮点

郑州机场工作人员正在有序装卸UPS公司全货机上的货物

波士顿鲜活龙虾运抵郑州机场快速通关后通过
卡车分拨至周边地区

2017年 12月 30日，郑州机场 2017年货邮吞
吐量突破50万吨

郑州机场停机坪上多架不同航空公司的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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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河南机场集团倾力建设“空中丝绸之路”一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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