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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开放河南欢迎你开放河南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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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商务中心郑东新区商务中心

米字形高铁米字形高铁

高铁新郑机场站开通高铁新郑机场站开通 中欧班列中欧班列（（郑州郑州））

河南对外开放历程

1991 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对外

开放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对外开放工作摆

到突出位置；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出现了

外资企业入豫的热潮；1993 年，河南设立了第一家开发

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了首家世界 500 强企

业日产汽车有限公司，中、日有关各方共同组建了中外

合资企业——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1995 年之后，河

南开放进入新阶段，从开放带动战略，到开放带动主战

略，再到“基本省策”，“全面提升、主动引领”，河南走过

了近 20年。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河南自贸区，是中

国中央政府设立在河南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位于中国河

南省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境内。2016 年 8 月 31 日，国

务院决定设立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 3月 31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和《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

体方案》；2017年 4月 1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式挂牌成立。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范围 119.77平方公

里，涵盖三个片区：郑州片区 73.17 平方公里，开封片区

19.94平方公里，洛阳片区 26.66平方公里。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定位是：加快建设

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

系，将河南自贸区建设成为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

综合交通枢纽、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开放型经济

示范区。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目标是：经过三至

五年改革探索，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

制度创新体系，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努力将河南自贸区建设成为投资贸易便利、高端产业集

聚、交通物流通达、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

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引领内陆经济转型发展，推动

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⑩5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简称郑州航空港区，

是中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面积 415

平方公里，是集航空、高铁、城际铁路、地铁、高速公路于一

体的综合枢纽，是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附近的新郑综合

保税区为核心的航空经济体和航空都市区。2013年 3月 8

日，国务院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

（2013-2025 年）》，标志着全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正式设立。

在国务院《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和《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 年）》支持下，

郑州航空港区成为郑州经济发展的新板块和中原经济区

的龙头，郑州力争建设成为一座联通全球、生态宜居、智慧

创新的现代航空大都市。

战略定位是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

代产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现代航空都市、中

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建成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实验区，形成引领中原经济区发展、服务全国、连通

世界的开放高地。国家在口岸通关、航线航权、财税金融、土

地管理、服务外包等方面给予实验区政策支持。

2016 年 3 月，郑州航空港区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 年 5

月，郑州航空港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首批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示范基地。2016年 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郑州、洛阳、开封三大片区，涵盖郑

州港区 40.6平方公里。⑩5

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2018 年 12 月 10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积极

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将大幅度

放宽市场准入，加大对外资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扶持力

度，吸引外资入豫。

《通知》明确，河南将从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提升

投资促进服务水平、强化开发区利用外资平台作用、建

设高标准、国际化营商环境四个方面着手，进一步促进

河南省外商投资稳定增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通知》明确，河南将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各地、各部门不

得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加快推进汽车、飞

机产业对外开放，按照国家部署取消汽车制造行业外资

股比及整车厂合资数量等限制。进一步放宽现代服务

业市场准入，放宽或取消外商投资人才中介机构的投资

方条件限制。取消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外籍技

术人员的比例要求。加大航空产业对外合作支持力度，

吸引合资客运和货运航空公司、民用机场等项目落地。

《通知》指出，要构建广覆盖、多元化的招商引资网

络，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工作协调

机制，采取务实灵活多样的形式，加强河南省境外招商

的联络服务。完善投资促进信息平台，建设投资促进信

息库，鼓励外资并购投资，引导省内企业主动参与国际

合作。加大对外资新设项目和增资扩产的支持力度及

在河南省设立研发机构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招商引资

激励和容错免责机制，营造干事创业、鼓励担当的良好

氛围。⑩5

“中原崛起”开放迎来新机遇

发展不能等靠要。小平同志说，有条件
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作为农
业大省，河南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势必要
确保耕地数量和粮棉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在此基础上，河南要打破发展的桎梏，寻找
发展的突破口。2003 年 7月，河南率先在
中部正式提出“实施中原崛起”战略，明确提
出“以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带动全省经济
发展。”2004年 3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的重要战略构想，并指出“加快中部地区
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2006
年 3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
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2009 年 9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规划》，争取到 2015年，中部地区
实现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发展活力进一
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和谐社
会建设取得新进展的目标。2015 年 7月，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
启动编制，加大对中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支
持，推动中部地区全面崛起。

发挥优势 蓄势腾飞

观念改变之后，发展的路子一下子就宽
了。曾经是河南前进路上沉重负担的人口，
越来越成为河南发展的助推器：依托河南人
口大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在城镇
化过程中，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
以新型城镇化辐射带动农业现代化，推动农
业生产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型，促
进城乡消费一体化，并进而带动城乡社区一
体化进程，改变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郑州的
发展就得益于有河南省庞大的人口作为后
盾。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郑州作为国家
中心城市，其发展的后劲很足，一个主要因素
就在于郑州能够获得稳定的外来人口，以近
五年来的一二线城市净流入人口数量来看，
郑州位居全国第7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
津、广州、东莞和深圳，排中部地区首位。

将内陆城市转化为交通枢纽。地处“一
带一路”交会区域，河南是全国区域协调发
展的战略支点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现
代综合交通枢纽，2小时航空圈可以覆盖约
占全国 90%的人口和 95%GDP 的广大地
区，4小时高铁圈可以覆盖除珠三角外的全
国主要经济区域，具备汇聚各方要素资源的
区位优势。这个区位优势突出表现在省会
郑州的发展历程中。

作为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郑州这个
年轻的城市从形成、发展到繁荣都离不开铁
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陇海线与京广线交
会点的郑州，愈来愈凸显出特有的区位优
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郑州已经成为
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拥有亚洲最大的
列车编组站——郑州北站，全国最大的货物
转运站——郑州货运东站，全国最大的零担
货物转运站——圃田西站以及全国唯一时
速达到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十字枢纽站
——郑州东站，郑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仿佛
插上了翅膀。

伴随着“一带一路”落地实施，郑州发挥
其居“中”效应，努力走出去、引进来，以国际
视野来规划和定位城市发展的未来。2013
年 7月 18日，一声悠长的汽笛声，满载中东
部地区货物的首趟中欧班列（郑州）正式开
行。从 2013年 7月 18日首班开行以来，总
累计开行 1076 班（627 班去程，449 班回
程），总累计货值 56.70 亿美元，货重 54.40
万吨，开行班次、往返均衡、货值、货重、满载
率在中欧班列中均名列前茅。

凭据“天下之中”，发挥区位优势。郑州
国际陆港在国内34个主要城市设置了分公
司和办事处，初步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运
输、仓储、关检务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网
络。与此同时，向东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
地区实现海铁、空铁联运；向西在德国设立
分公司，构建以汉堡为枢纽的欧盟业务网
络。陆港公司境内合作伙伴目前已达1700
多家，境外合作伙伴达到 780多家。如今，
郑州作为“国际物流通道枢纽”和“买全球、
卖全球”全球网购商品集散分拨中心，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沿途多点集疏格局和运
贸一体化格局已经形成。

依托“居天下之中”的有利位置，近些年
郑州启动了“八纵八横”的米字形高铁建设
项目，原有的陇海线横贯东西、京广线纵贯
南北，郑太、郑合线沟通东南至西北，郑济、
郑万线连接华北至西南——这个宏伟的

“米”字架构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目光，越来越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

流向着郑州汇集，再加上与之配套发展的、
更具有发展前景的航空港区建设，郑州正在
把自己打造成为全球航空物流运转中心。

正是由于上述改革开放的红利，2017
年河南以44988.16亿元的GDP总量排全国
第五位，与2016年相比位次不变，增速达到
7.8%，远远高于全国GDP涨幅。

依托“一带一路”打造开放前沿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腹地正在变
成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中，河南以更大的气魄参与世
界经济大循环，陆续打造出空中、陆上、网上
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增强中原腹地对“一
带一路”的支撑作用，帮助更多中国企业“走
出去”，同时也让中国消费者在家门口实现

“买全球、卖全球”。
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宽广。2017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卢森堡首相贝
泰尔时强调，中方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

“空中丝绸之路”，把河南与卢森堡的合作推
到了新的阶段。

河南不断拓展航线、加大航班密集度，
逐步扩大以郑州为中心的航空国际货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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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物流分工和全球物流多式联
运。

河南机场集团的数据显示,郑州机场货
邮吞吐量已由 2013 年的 25.6 万吨提升至
2017年的 50.3万吨,年均增速18%，国际地
区货运量居全国第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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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的
重要航空门户。

随着空中丝绸之路的畅通，智利的车厘
子、德国的啤酒、法国的葡萄酒、瑞士的巧克
力以及林林总总的“洋货”越来越多、越来越
便捷地出现在河南人的生活中。

陆上丝绸之路越走越通畅。比利时当
地时间 10月 24日 16时，一列承载 41节集
装箱的中欧班列从比利时列日车站驶出，标
志着中欧班列(郑州)在欧洲又一个目的站点
正式运营，从河南郑州到欧洲腹地的“陆上
丝绸之路”继续西向延伸500公里。

自 2013 年班列开通 5年来，中欧班列
（郑州）丰富了河南进出口口岸功能。国务
院批复设立“郑州铁路一类口岸”，河南先后
取得“进口肉类口岸”“全国邮政第四口岸”

“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进口粮食口岸”等功
能性定位，郑州成为内陆地区功能性口岸最
多的城市。

网上丝绸之路越用越便捷。利用跨境
电商打造出一条网上丝绸之路，这是河南突
破中原腹地的重要利器。

2014年起，围绕“买全球、卖全球”的发
展目标，河南大力推进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建设。作为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郑州独创“1210”监管模式、“秒通关”
通关模式、“海淘不用等、现场提货走”销售
模式，实现最高每秒50单的海外通关效率，
让世界商品“一站到家”。同时，有效解决了
跨境电子商务的关务申报、税收征管、质量
监督、物流服务等系统性难题，探索出了一
条货通天下的“网上丝绸之路”。目前在河
南保税物流中心园区备案的企业达1100多
家，进口货源地覆盖63个国家，出口地覆盖
185 个国家，累计带动 5万余人创业就业。
网上丝绸之路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据统
计，2017年，在中国 15个跨境电商试点城
市进出口包裹总量中，郑州占到三分之一，
商品通关日峰值处理能力可达 500 万单，
2017 年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达 1024.7 亿
元，同比增长33.3%。

海上丝绸之路突破旧观念。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部署，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河南省结合自身
实际，特别制定了《河南省参与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施方
案》，该方案明确指出，“以建设现代化综合
交通网络、打造信息交换平台、完善内陆口
岸功能为重点，推动跨省域基础设施协同共
建和高效衔接，形成‘铁公机海’四港联动综
合枢纽，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
联互通水平。”

河南省研究出台了海铁联运支持政策，
加强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与沿海港口合
作，加快建设东向、南向等海铁联运国际通
道，在拓展郑州至连云港、青岛、天津等港口
海铁联运班列业务的基础上，开发至上海、
宁波、福建、广州、广西等港口海铁联运班
列，推进洛阳、周口、商丘等市创新建设口岸
查验区，逐步形成覆盖全省、联动全国的中
欧班列集疏体系。2015年 5月 15日，郑州
至青岛港直通班列首发；2016年 5月 22日，
郑州至连云港直通班列开行，发展铁海联运
建设“无水港”，向东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连接，发展海铁联运，推进内河水运与沿
海港口无缝对接，2018年以来已累计开行
65列。

河南因改革开放而崛起振兴，也势必因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赢得更大主动。进入
2018年下半年，一系列最新的改革和开放
举措不断推出：2018年 8月 1日起，河南省
全面实施进出口货物整合申报改革；9月 2
日，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
发《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年）》；9月 19日，《河南省电
子证照管理暂行办法》印发，河南省全面推
行电子证照数据共享应用；9月 24日，河南
省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和
发展共享经济的实施意见》，河南将重点发
展八大领域共享经济；10月 21日，河南省
已设立 100 亿元规模的信息产业发展基
金，重点支持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
区引进国内外大数据优质企业，培育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⑩5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州号称“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四十年前，即便是住在郑州市区，想要买一张火车票通常也

要排几天的队，买了票也要在露天广场上候车，无论冬夏，无论雨雪。外地人来买火车票，家底殷实

一点的可以住旅店，否则就只能在售票大厅甚至在广场上对付几天了。如果说买票像打仗，上火车

那就真的是在“冲锋陷阵”了，如今每一个五十岁左右坐过那时候火车的人，对那个场景都会刻骨铭

心。四十年后的今天，不管你在哪儿，也不管你想去哪儿，只要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随时都可以买

到火车票。

2018年 4月 13日，以“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携手 让河南出彩”为主题的外交部第十二场省

区市全球推介活动在外交部蓝厅举行，150多个国家政商界翘楚齐聚一堂为河南点赞。40年来，

河南从不沿边不靠海的“中原腹地”，变成了今天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