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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说

□本报记者 宋敏

20多年前，一座崭新的机场——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顺利建成通航。身

处内陆的中原，从此有了蓝天的高度。

20多年来，两条跑道拉近了郑州与世界的距离，方便了中原百姓的出

行。不断的改革创新，使郑州机场在国内200多个机场中形成独有的核心

竞争力，成为看中原经济发展的一扇窗。“白天把‘世界’运进来，夜间把‘中

国’送出去。”这样的壮美图景，由梦想照进现实。

改革开放后，郑州机场的发展史，谱写了河南“靠蓝天开放”的重要篇

章。越织越密的空中航线，把一个不沿边、不临海的内陆省份与世界连接

了起来，站在航空经济这扇大门前，中原正在触摸五彩斑斓的世界，让世界

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河南。

郑州机场：伸展开放的翅膀

如今的郑东新区CBD，高楼林立，车流如
织，一派繁华景象。在上世纪50年代，这片区
域还是连绵起伏的沙丘，郑州最早的机场——
郑州燕庄机场，就曾建在这里。

1956 年，郑州燕庄机场扩建完成开始营
运，为军民合用，当年的旅客量仅 12人次，货
邮发送量仅 793公斤。“那时候一张郑州到广
州的飞机票得一两百元，而我的工资一个月
才 30元。”郑州民航社区居民张先生说，在当
时，并不是有钱就能坐飞机，乘坐民用飞机得
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还得单位开证明。

改革开放后，随着民航业务的发展，航线增
多，业务繁忙，燕庄机场的条件越来越满足不了需

求。这严重制约着河南的对外交往和经济发展。
1985年，省委、省政府开始谋划建设郑州

民用机场。如今已退休、曾任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的崔巍，是这一过
程的亲历者。“建设新机场当年被列为‘一号工
程’，河南人民扎紧裤腰带也要建一个国际机
场。”崔巍说，新机场建设历经重重困难，仅选
址就颇费周折，比如建跑道必须考虑风向，专
家们花了好大精力，总共提出 200多个选址，
最后定在新郑市薛店镇。

1994年，投资十多亿元的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动工兴建，于 1997 年 8 月 28 日建成通航。
郑州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80万人次，是燕

庄机场最大吞吐负荷的 3倍；每周可安排 800
余个航班，是燕庄机场最大安排量的 4倍，具
备接纳波音747等大型客机的能力。

有人形容，修机场就像给孩子做衣服，“甚
至没怎么穿就小了。”随着河南发展的脚步大
幅迈进，通航短短几年的郑州机场就成为“一
件穿小的衣服”——2006年，机场吞吐量提前
达到设计能力的“极限”。

2007年 12月 29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改
扩建工程竣工，河南航空发展再次实现历史性
跨越。从燕庄机场到新郑机场，几十年间，河
南旧貌换新颜。正如新郑机场的名字，一个崭
新的郑州搭上民航的翅膀，从这里起飞。

郑州机场跑道上，航标闪烁、起降繁忙。河
南航空货运发展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吴自
斌说：“五年前，在郑州机场的停机坪上每天只能
看到一架国际货运的全货机起飞。现在，每周都
有多达110架次的全货机从这里飞向世界各地。”

俄罗斯空桥是最早进入河南市场的外籍
货运航空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尼古拉·格鲁什
涅夫说，和郑州机场合作，看中的是其服务保
障能力、航线网络支撑、货代企业集聚、通关便
利化和口岸功能齐全等核心竞争优势。

今日的优势却是当年的“短板”。“我们直
到 2009年才成立自己的货机保障队伍，从工
作流程到业务标准，从组板操作到叉车驾驶，
从进出港货物的处置到相关单据的填报等等，

都是从零开始摸索。”吴自斌说。这个最初由
18人组成的保障队，如今已发展成为有 1000
多人的综合国际保障队伍，为世界各地的物流
企业、航空公司提供航空货运保障。

2013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正式
获批，是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
发展先行区，河南终于与航空经济相拥。这是郑
州机场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意味着郑州机场在河
南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郑州机场围绕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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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航业内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新路
径。这得益于其在发展理念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一个内陆机场，不是先发展客运，而是优

先发展货运，不少人曾对此疑虑重重，但是省
委、省政府的果断决策确保了“郑州路径”始终
在正确道路上续写辉煌。

2017年，郑州机场年货邮吞吐量首次突
破 50万吨，首次跻身全球机场 50强。货运的
快速发展也有力带动了客运的发展，同年，郑
州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 2400万人次，跃
升至全国第13位。郑州机场年客运货运规模
首次实现中部机场“双第一”。

“实践表明，郑州机场找准了最适合自身
快速发展壮大的路子，进而迅速站到了更新的
发展平台上，有利于在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宏伟
进程中发挥更大更强的引领、带动和促进作
用。”河南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卫东说。

郑州机场综合管理部原经理宋淑燕，
1978年进入民航系统，从事客运服务管理工
作多年。“我虽然退休了，但时刻关注郑州机场
的发展。如今的 T2航站楼高端时尚、功能强
大，还可以实现城铁、地铁、大巴、公交、出租等
多种交通方式‘零换乘’。看到郑州机场现在
的成就，我由衷地感到自豪。”她说。

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从 1万人次增长到
100 万人次，用了近 20 年；从 100 万人次到
1000 万人次，用了 16 年；从 1000 万人次到
2000万人次，只用了5年。如今，在客流高峰，

每天有约8万名乘客在此抵离。
打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形成现代物流中

心，是河南今后发展的关键。
建设航空枢纽，提升航运规模，始终是郑

州机场的中心任务。打开机场航线图，以郑州
为核心，放射状布局让人欣喜——

52家客运航空公司，201条客运航线，109
个客运通航城市。21家货运航空公司，34条
全货机航线，37个货运通航城市。

撸起袖子加油干，抢抓机遇开新局。刚刚
出台的《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战略规划》提

出，未来的郑州机场将撬动全国乃至全球航空
运输市场，打造引领中部崛起的新动力源。

到 2025年，郑州机场年货邮吞吐量保障
能力有望突破 300 万吨，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5300万人次。郑州机场将成为辐射全球的国
际航空货运（综合）枢纽，航空货运、客运吞吐
量进入全球前列。

山高愈前行，梦好起宏图。几十载沧桑巨
变，郑州机场人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
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展望未来，郑州机场将
以崭新的姿态，展翅奋飞，昂首前行。③5

□河南机场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卫东

“不靠海、不沿边，对

外开放有蓝天”。短短 40

年，作为内陆省份河南重

要对外开放通道的郑州机

场不辱使命，逐步从跟跑

者走向领航者。

如今的郑州机场，一

天半发送的旅客人数，相

当于 30 多年前一年的客

运量。货运也如此，1978

年至 1988 年，郑州燕庄机

场一年的货邮吞吐量从未

超过 2300 吨，而 2018 年 7

月，郑州机场平均一天就

运送货物 2000 多吨。近 5

年来，河南机场集团全力

打造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和

国内大型航空枢纽，客货

运规模均位居全国大型机

场 前 列 。 这 得 益 于 中 国

全 面 改 革 开 放 的 重 大 决

策 ，得 益 于 历 届 省 委 、省

政府优先发展民航战略，

得 益 于 一 代 代 机 场 人 的

辛勤付出。

回看过去，在许多方

面，郑州机场已经和国内

一流机场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下一步，河南机场集

团将持续提升开放通道建

设，总结经验和不足，补短

板强弱项，用高质量党建

推动机场枢纽建设高质量

发展，把各项工作做实、做

优，为中原更加出彩增色

添彩。③5

（本报记者 宋敏 整理）

奋进：打造航空枢纽“再出发”

风云录风云录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

起航：从燕庄机场到新郑机场

腾飞：走出差异化发展新路径

从跟跑者
走向领航者

脱贫攻坚看武陟系列之四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何京辉

“每月工资 2000多元，上个星期
还拿到了 1000元的产业分红。到年
底，俺家就脱贫了。”7月20日，武陟县
嘉应观乡的贫困户任婷说，自从到就
业扶贫基地依依农场上班后，家里的
经济状况好多了。

任婷的脱贫故事是武陟县产业
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精准扶贫工
作开展以来，武陟县坚持将产业扶贫
作为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主要
手段。建设产业就业扶贫基地，14
个乡镇、办事处乡乡有产业，产业各
不同。以养殖和种植产业为重点，推
行“基地+贫困户”发展模式，打造了
依依农场、九盛堂养鸭、鑫居农业产
业园等综合性产业扶贫基地 18 个；
聚焦服装鞋帽加工、四大怀药加工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采取“企业+农户”

形式，改造提升就业扶贫基地改造提
升汇力康、翔盛制带就业扶贫基地
20 个、扶贫车间 7个，让困难群众灵
活就业。

大虹桥乡南张村是国家级贫困
村，依托妙乐寺塔景区，在原有桃树种
植的基础上，打造了一个以生态休闲、
观光旅游、采摘体验为主的产业扶贫
基地——草莓园。草莓园采取贫困户
优先就业的方式吸纳贫困户务工，聘
用15名贫困人员，为贫困户“输血”脱
贫。乡慈善协会拿出9万元资金为33
户 90人每人入股 1000元，合作社给
贫困户保底分红。

大封镇前孔村发挥白木耳种植的

产业优势，探索出“基地和慈善组织出
资、产业成果共享”的合作经营方式。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翟金旺
介绍，慈善组织以19名贫困户的名义
出资 30万元，占基地 20%的股权，基
地将贫困户的 2万袋食用菌，也就是
一个大棚的食用菌数量，分成 20 小
股，家庭特别困难的占2股，一般家庭
占 1 股 ，每 户 无 偿 得 到 1000 个 或
2000个食用菌袋，产品销售后利润归
贫困户分配。

此外，该县还设立 1个县级金融
中心、15个乡级金融服务站、347个村
级服务部，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金
融服务网络，累计为2224户贫困户发

放小额贷款，户贷率达 57.4%。由全
县最大的工业企业——江河纸业成立
合作社，在全县贫困户中筛选1424户
兜底户加入合作社，通过对符合贷款
条件的户发放小额贷款，每年为这些
贫困户发放分红约2500元，目前每户
已分红 1375元。由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黄河集团，与政府、农
行、贫困户签订带贫协议，金融机构为
黄河集团提供扶贫贷款，黄河集团带
动兜底户以外贫困户，每户年可收益
约1100元。

“产业扶贫，关键要找准产业，实
现真正帮扶，让困难群众早日脱贫。”
县扶贫办副主任王秋生说，去年，该县
共投入扶贫专项资金 3794.7万元，产
业扶贫投入 1021.3万元，带动贫困户
就业3660人。

武陟：扶贫产业项目“遍地开花”

一村民正在车间里忙碌地工作着。工厂建在家门口既解决了就业难题，
也解除了照顾家庭之忧。 冯小敏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7 月 26 日，济源市举行
2018年三季度扩大有效投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集中开
工的项目共计22个，总投资4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8亿元。

此次开工的10个工业项目，总投资26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9亿元。开工项目涵盖工业、农业、服务业、城建等多个领
域，将推动全市经济建设再提质，产业转型再增效，促进经济
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包括中原国际白银城、豫光金铅水污
染综合治理、豫光锌业水资源节水减排与循环利用改造等。

其中许多项目折射着济源工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如国际
白银城项目，在白银冶炼的传统产业基础上，拉长产业链条，
融银饰生产、银饰贸易、银饰电商等为一体，助力打造工农旅
融合发展的白银旅游小镇。③9

济源22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48亿元

繁忙的郑州机场。②10 本报资料图片

2015年12月22日，T2航站楼正式转场投运，标志着郑州机场迈入“双跑道、双航站楼”的新时代。②10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前不久，我省举办了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优秀剧目展
演月”活动，21台大戏相继亮相郑州各大剧院。值得关注的
是，多场演出票早早就被抢购一空，如《倒霉大叔的婚事》《香
魂女》等，即使剧场加座，仍然有许多观众因买不到票在剧场
外苦苦等候。

然而，更让观众遗憾的是，在这场戏曲的盛宴结束后，想
看戏却不知道上哪儿去看。河南是戏曲大省，听戏看戏是老
百姓的一种情感依赖和原乡情结，百姓缘何遭遇“看戏难”？
该如何构建良好的戏曲市场满足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

“看戏难”：没有固定场所演出传统戏曲

7月 25日，记者走访河南艺术中心、省儿童影剧院等多家
剧场了解到，目前，在郑州没有固定的剧场、固定的时间演出
传统戏曲，在剧场演出的戏曲通常是新剧首演或是传统节庆
日展演，演出场次一场或几场，多则十几场。业内人士称，郑
州没有戏曲驻场演出的原因除了剧场少、剧场演出成本高之
外，还在于观众习惯赠票，没有培育好戏曲消费市场。

今年 71岁的郑州市退休干部葛有彦是资深戏迷，“这次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优秀剧目展演月’，我一连看了十几
场大戏，而且都是好戏，实在过瘾。真希望经常有这样的演
出。”葛有彦表示，虽然当下传播方式很多，可是通过广播、电
视、互联网等多种渠道来欣赏戏曲，总不如在剧场看演出过瘾。

近年来，为振兴戏曲艺术，我省加大政府购买力度，通过
“舞台艺术送农民”“送戏下基层”等一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将
各级院团创排的好戏、大戏送到农村演出，城市反倒成了“空
白点”。针对这一问题，2015年我省以低票价高质量模式打
造了“中原大舞台”，实现城乡覆盖，但由于演出场次少、信息
不对称等多种原因，仍无法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

呼吁：推进“戏曲常态化演出”

对戏曲艺术来说，人才是根本，观众是基础，而戏曲演出
是直接凝聚观众、振兴传统戏曲的有效载体。

省戏剧家协会秘书长陈涌泉说，从近几年的戏曲演出到
这次展演月的情况来看，城市戏曲市场在慢慢复苏，要抓住机
会推进郑州戏曲常态化演出。他提到自己坐出租车时遭遇的

“尴尬”，“司机一听说我是戏曲人，就吐槽说外省来的客人想
看河南戏让拉到演出的地方，他都不知道往哪儿拉”。

“戏曲是河南的文化名片，郑州亟须有固定场所、固定时间
演出河南地方戏曲，做不到天天有戏，力争做到周周有戏。”陈
涌泉说，要站在打造戏曲强省、建设河南文化高地的高度，将戏
曲常态化演出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重在培育市场，养成观众
文化消费习惯、锻炼戏曲人才，最终建立起良好的戏曲生态。

对此，许多专家表示认同，他们认为，现在随着“戏曲进校
园”的全面推进以及进城务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城市常态化
演出将会带来戏迷群体的扩大和年龄结构的变化。

运作：政府扶持，戏曲院团联袂驻场

如何推进“戏曲常态化演出”？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认
为，这需要政府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院团演出、观众买票
等多方配合，调动各级院团力量联袂驻场演出，在初始阶段，
可通过低票价运作，促进传统戏曲演出走上常态化之路。

早在2000年，小皇后豫剧团曾进行过戏曲驻场演出的尝
试，在郑州市花园路承包了一个剧场演了半年之久。小皇后
豫剧团团长王红丽建议，推动常态化演出需要剧场和剧团两
套运作班子，采用剧场与院团演出收入分成的模式。剧场要
懂得营销管理，着力打造演出品牌，让省内外观众都知道郑州
有这样一个专业演出平台。同时，剧团剧目要丰富多彩，培育
观众消费习惯，实现“观众看好戏、剧团剧院有收入”的双赢状
态才能长久。

面对观众的期盼、专家的呼吁，省文化厅副厅长李霞说：
“我们也一直在谋划这件事。目前各省直院团的新址正在建
设中，建成以后不会只作为排练厅，会将这些场地规划利用
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需求的新期盼。”③5

百姓能看戏 文化才有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