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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发展，郑州国际物流园区依靠前瞻性的规划，良好
的基础设施配套，成为我省集聚区“产城融合”的典范。

记者在位于园区的汽车公园看到，全长 1.3公里的
F3标准赛道，使观众近距离感受世界级的赛车文化，丰
富了园区的汽车文化，使物流园区具有了国际范。

据了解，汽车公园拥有郑州国际赛车场三级车道，
是中原地区唯一一家具有汽车、卡丁车、摩托车、越野车
等多项赛事及娱乐活动场地，是目前国内仅有的少数几
座汽车公园之一。

除了这一标志性的工程，国际物流园区建设使郑州
东南的“荒沙白地”成为宜居宜业，草青水碧的产业新城。

龙渠、凤河、花溪、梦湖、泉山等“六大景观工程”中的
一河、一溪、一湖、一山正由规划变成市民的休闲地。

龙渠全长 8.8公里，整个项目从下游到上游分为古
城文化、产业观光、康体健身、生态防护四区，展现园区
景观特色，综合绿化面积约 130公顷；另外，凤河二期
（鹏程大道—郑民高速）规划全长4545米，景观面积128
万平方米，正在为市民们有序呈现优美河景，粼粼波光
就在生活近处。

而依凤河河道景观而建的凤河公园，占地 20万平
方米。主次广场 5 个，面积 8000 平方米，公园设有景
石、景墙、雕塑，栽植乔灌木40个品种 7000余株。这里
绿荫如盖，美景如画，不啻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梦湖（中心湖）公园，东西长约773米，南北长约767
米，总面积 57.49万平方米，其中湖区面积 21.37万平方
米，公园绿地景观面积36.12万平方米，它位于凤河生态
绿地系统的中心地段，是规划物流中心、商务中心、商业
中心围绕之地，横向交织于景观主轴线锦绣大道，建成
后将成为园区的核心景观及城市名片。

与此配套的5个安置区、约540万平方米安置房加快
建设，学校、医院、商场、酒店、金融设施等社会项目同步跟
进，一个“路通、灯明、水清、林美”的新城区已具雏形。

据物流园区管委会人员介绍，物流园区高度重视生
态建设，近年来，新增水域面积 16万平方米，新增绿化

面积126万平方米，一座宜居宜业的生态之城巍然崛起
在郑州的东南。

郭连喜说，随着国家战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河南自贸试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崛起，物流园区独特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今年以
来，大项目入驻快马加鞭，又有 4个超 10亿元的大项目
落地园区。

宇通新能源动力电池集成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
规划用地面积 246亩，总建筑面积约 11万平方米，建成
后实现年产能16GWh，年产值50亿元。

上汽乘用车项目：占地面积2500亩，总投资99.2亿
元。建成后年产汽车 60万台，入驻零部件配套企业约
30家，实现年产值约1000亿元。

京东亚洲一号项目：总投资30亿，占地896亩，项目
建成运营后，预计年销售额可达 100亿元以上，实现税
收1亿元以上。

冷链物流项目：建设内容包含众品冷链、双汇冷链
物流配送中心等项目，占地面积 500 亩，总投资 23 亿
元，建成后全区冷链物流贸易收入将达300亿元。

随着这些“大块头”的落地和量产，园区的两大主导
产业将更加清晰，产业实力将跃升到新的台阶。

8年来，为报道园区的新进展，记者多次深入园区一
线采访，亲眼感受到园区管理部门的艰辛，“白加黑”“5+
2”，有很多人坦言，自从来园区上班后，就很少过礼拜
天。他们的劳动换来的是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善，区域经
济的强势崛起。

行驶在物流园区的大道上，只见各快递公司的物流
车辆络绎不绝，这一辆辆物流车连接着一个个物流公司，
连接着数十万个快递员，仿佛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奏出河
南建设物流大省的最强音。

相约长风冲巨浪，敢立潮头唱大风。
崭新的物流园区，必将凭借优异的区位优势、平台

优势和规模优势，在建设物流强省的进程中起到中流砥
柱的示范作用，创造河南物流业更美好的明天。

“ 双 千 亿 ”集 群 正 扬 帆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倾力打造两大千亿产业纪实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成立于 2010 年，辖区面积 55 平方

公里，位于郑州市东南部现代物流产业生态圈的核心

区，是河南省首家现代综合物流园区。

8 年来，物流园区建设者们在 50 多平方公里的“荒沙

白地”上打造了产业新城。物流行业辐射全国，亚洲最大

的物流设施提供商普洛斯及丰树、安得、招商局、嘉里等世

界 500强物流企业纷纷入驻；快递产业成为高地，“四通一

达”、顺丰、宅急送等全国快递行业龙头企业抢先布局。

大项目建设彰显无穷活力，总投资 16 亿元的众品冷

链、总投资 30亿元的京东集团亚洲一号、年产能 3万辆的

宇通新能源汽车、上汽 60 万辆乘用车、中铁装备集团等

一大批高端项目为园区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不仅为河南物流业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更形成了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公路

物流枢纽和产城融合发展典范。

集聚区名片

河南建设物流强省，最便捷的物流企业

集聚地在哪？

中心城市郑州，最大的整车制造基地在

哪？

郑州东南方向，由 2010年开建的郑州

国际物流园区，如今，已经由道路不通，设施

不全变成一座占地 50 平方公里的产业新

城。成为全省最具规模的专业物流集聚区

和最大的整车装备基地。

值我省集聚区建设 10周年之际，记者

再次来到国际物流园区，深入项目一线，记

录我省集聚区发生的巨大变化。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连

喜感慨地说：“8年来，园区固定资产投资累

计完成895亿元，年均增长率22%；主营业

务收入累计完成 2070 亿元，年均增长

37%，已成为全省最具发展活力、最具代表

性和集聚体量最大的现代物流产业集群。”

园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

省级快递物流示范园区、河南“十快”产业集

聚区第一名、河南“百亿产业集群 30强”第

一名，荣获全省“5A 级最佳投资服务金星

奖”荣誉称号，园区党委被评为省级先进基

层党组织，园区管委会被评为省级文明单

位、郑州市人民满意公务员集体。

今年双 11 期间，河南“剁手族”在天猫上创造了
89.22亿元成交额，超越湖北，成为成交量第八名省份，
与此同时，数以亿计的包裹是怎样快速、准确地到达客
户手中呢？

这中间就不得不提郑州国际物流园区。
每日凌晨，在大家都在熟睡的时间，郑州国际物流

园区的快递物流园内就提前进入了工作状态，顺丰、中
通、圆通、宅急送等快递企业迎来一天最繁忙的时段，来
自郑州机场的国内外航空快件、来自国内各大城市的公
路快件在这里分拣分拨，迅速送达郑州及周边省市的客
户手中……

11月 22日 11时 50分，记者来到郑州国际物流园区
环区东路中通快递河南分公司，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工
作人员还都在忙碌工作，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入驻国际
物流园区短短几年，河南中通快递公司取得爆发式增
长，2016年进出港票数近 30000万票，在河南省快递市
场排名第一，行业占比 23%，上缴税收近 2000万元，解
决就业近 2万人；2017年完成进出港量近 50000万票；
目前日均进出港操作量 300多万票，行业占比 26%，排
名第一，预计年上缴税收近3000万元，解决就业人数近
3万人。

记者在国际物流园区物流大道东段普洛斯郑州物流
园看到，普洛斯郑州物流园分为A区和B区，总占地496
亩，总建筑面积26.6万平方米。其中A区占地240亩，建
筑面积10.6万平方米，由5栋单层标准化仓储仓库组成；
B区占地256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由5栋双层现代
化标准仓储仓库及3栋六层物流服务中心组成。

为何普洛斯郑州物流园落脚在郑州，并且有如此快
速的运营速度？普洛斯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
国中部城市，郑州拥有辐射全国的交通优势和基础，发
展物流得天独厚，尤其是和国际企业的全面合作，等于
是引进全球最前沿的管理经验和体系，必将在提升城市
物流体系建设、带动物流资源整合、降低社会综合物流
成本、带动相关服务型经济等方面取得跨越发展。”

作为我省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快递行业集聚区，目
前，国际物流园区入驻全国品牌快递企业10家：顺丰、圆
通、中通、百世、宅急送、德邦、京东、速尔、安能、品骏等知
名快递品牌纷纷入驻；加上快递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物
流企业等关联企业，包含仓储、分装、分拨、配送、代收货
款等产业链企业，目前园区累计入驻企业416家，其中年
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物流企业6家，超过2亿元的物
流企业 36家。入驻项目中 5A级物流企业数量达到 13
家，世界五百强企业6家，行业50强企业16家，郑州国际
物流园区已经成为全省乃至中部地区物流产业发展的核
心集聚区。8年重点培育，园区快递物流、医药物流、电子
商务物流、冷链物流等优势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力迅
速扩大。快递物流2017年进出港快件13.8亿单，营业收
入38.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2.3%和27.7%，业务量占到
全省的50%；医药物流集聚了九州通、国药、康信等骨干
药企的区域或地区性总部，全年完成营业收入120亿元，
支撑起了园区物流产业的半壁江山。

年初，国家发改委、原国土部、住建部联合下发《关
于做好第二批示范物流园区工作的通知》（发改经贸
〔2018〕249号），公布了第二批示范物流园区名单，郑州
国际物流园区榜上有名！这是园区获得的第一个“国字
号”荣誉，标志着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正式进入国家队。

采访当日，正值宇通客车举行出口非洲汽车下线仪
式，来自非洲3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云集物流园区，外
宾对物流园区强大的装备制造能力赞誉有加。

得益于优良的区位优势，8年来，郑州国际物流园区
还相继引进了宇通、上汽等整车企业，建设了我省最大
的整车制造基地。

在前程大街以西，入驻有占地面积1737亩，总投资
24.35亿元，年产 3万辆的宇通公司新能源客车基地，总
建筑面积达60万平方米的厂房蔚为壮观。

记者在设施一流、装备先进的生产线上看到，职工
们正在紧张地组织生产，宇通公司技术改造办公室规划
设计经理刘富春介绍：“在新基地，宇通客车采用多项先
进的工艺技术。如车身蒙皮点焊技术、多工位车身合装
技术、客车整车电泳、地板革粘附胶工艺、数控高速锯切
系统、数控激光切割机、整车路试试验台等全部属于全
球领先工艺。”

此外，据记者了解，新能源客车基地还将建立新能
源客车研发中心，计划设立新能源客车动力系统、车载
能源系统、电驱动系统和整车控制系统等7个专业研发
团队，专门从事新能源客车整车核心技术研究，完善新
能源产品研发体系。

在该园区，宇通新能源客车、宇通重工机械、宇通环
保设备、宇通校车、宇通特种车等五大整车项目已经全
部入驻，加上研发中心、销售中心、仓储物流中心、零部
件产业园等辅助设施和项目，总投资将达到 200亿元，
未来可达到年产 3万辆新能源客车、3万辆客车、3万辆
校车、3万台工程机械及环保设备的产能，年产值预计超

过 800亿元。届时，宇通产业园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工艺技术最先进、产业协作效率最高的现代化专业客车
产业园区，成为郑州市的精品工业名片。

在物流园区，上汽集团乘用车项目气势恢弘，蔚为
壮观，据介绍，上汽乘用车项目共分两期开发，一期项目
共引进上汽配套企业21家，占地961亩，预计总投资28
亿元，预计到2020年一期供应商园区全部建成达产，年
产值可达40亿元以上；二期项目年产能为30万辆，主要
生产制造荣威、MG等多款自主品牌系列产品及 5万辆
新能源汽车。项目投产后，郑州基地将达到年产 60万
辆整车规模，整体年产量将占上汽集团自主品牌三大基
地的“半壁江山”。

“做优做大做强郑州基地，是上汽集团尽快发展自
主品牌的重要战略。”上汽集团总裁陈志鑫说，郑州基地
二期项目计划于 2019年竣工并投入生产运营，同时，
以整车项目带动周边物流、零部件产业同步发展，拓展
金融、后市场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为中原地区经济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招来一个大项目,带动一个产业链。随着上汽乘用
车郑州基地的发展，一个占地 1782.75亩的零部件供应
商产业园也在郑州经开区加快建设，产品涉及汽车底
盘、车灯、座椅、拼焊接、玻璃、仪表等核心部件。加上已
经入驻的东风日产零部件园内中牛、弘鑫照明等项目持
续推进，投产项目总数已经达到21个。

未来，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将形成我国中部规模最大
的大中型客车生产基地，成为中原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
的最强板块。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本报通讯员 周杰

1│8年奋战
打造全省最强的物流基地

2│8年奋战 打造河南最强整车制造基地

3│8年奋战 建设“蓝天碧水”产业新城

物流园区的交通四通八达，图为物流大道与前程大街交会处

非洲驻华使团访问宇通公司

普洛斯（郑州）物流园区项目

风景优美的凤河，已经成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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