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凌 杨宇

入夜，若登高俯瞰郑州机场，

会被眼前壮丽的景象所震撼。

3600米跑道上，助航灯光如繁星

点点，巨大的轰鸣声中，进出航班

频繁起降。苹果手机、单晶硅片

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澳大利亚

金枪鱼、智利车厘子经转国内航

班，很快走上国人餐桌……

一条丝路绘宏图，一座新城

展雄姿。回望2019，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交出喜人答卷：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980.8 亿元，

增长 10.2%，是 2012 年的 4.8

倍；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94.85

平方公里，比 2012 年增长近 70

平方公里。

在与世界的交流互动中，在

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这座

新兴开放之城，正以生机勃发的

傲然身姿快速崛起。

交通大枢纽 建设再提速

“去年，郑州航空口岸旅客吞吐量
完成 2913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完成
52.2万吨，稳居中部地区‘双第一’，机
场三期扩建工程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
大枢纽建设。”河南省机场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卫东说。

作为郑州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北货运区工程和郑州航空
邮件处理中心建设在今年 4月正式启
动，项目建成后，郑州机场年货邮保障
能力将增至110万吨，日均邮件处理量
可达68.6万件。

2019 年，以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为
带动，以“米”字形高铁、城市轨道、快速
公路交通网为依托，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加快构建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大
交通体系，内陆地区核心交通枢纽地位
进一步提升。

中原龙浩航空公司揭牌，中州航空
河南本土航空公司入驻并开航，卡塔尔
航空入郑首航；郑州高铁南站建设全面
展开，“米”字形高铁网快速形成；“三横
三纵”国省干线路网加快构建，绕区高
速全部通车；新签约引入安博空港仓储
服务中心、绿地全球进口商品中部运营
中心等项目，服务于航空运输的现代物
流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集疏半径不
断扩大，内外联络更加通畅，郑州航空
港的枢纽优势不断增强。

立体大口岸 效率再升级

5月 20日，郑州新郑综保区跨境电
商保税物流中心易通保税仓内，流水线
工作人员快速打包、分拣，一单单快递
商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快，是这里

给人最直观的印象。
“郑州地处中国中部，交通区位优

势突出，现在郑州机场国际货运航线
越来越多，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去
年‘双十一’，我们平均一天处理跨境
商品订单 100 多万单，平均每秒 12
单，这个效率是相当高的。”河南易通
跨境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敏介
绍。

数据显示，2019年，航空港实验区
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持续加快，连续第四
年翻番式增长，全年累计完成 7290.1
万 单 、货 值 70.6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244.8%、196.8%，单量撑起郑州跨境电
商综试区“半壁江山”，达到57.7%。

以跨境电商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见
证，一个种类多、功能全、效率高的“1+
1+7”立体大口岸体系正在航空港实验
区快速形成，助推郑州加快成为国际物
流枢纽。国家一类航空口岸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中部地区第一个综合保税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口肉类、活牛、
水果、食用水生动物、冰鲜水产品、国际
邮件经转、药品进口等7个特种商品指
定口岸，为河南打通了进一步联结世
界、融入全球的路径。

产业高质量 体系再完善

以飞机升空般的节奏与速度，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产业发展正全面展
开腾飞之翼。2019年，航空港实验区
紧紧围绕提质升级，产业培育实现新
突破。

龙头更强。作为航空港智能终端
产业发展的龙头，富士康产业集聚持续
加快，配套企业博硕科技即将投产、博
众精工正在厂房装修，部分外地手机产
能加快向航空港实验区转移。

项目更优。世界先进半导体切割
设 备 制 造 企 业 以 色 列 ADT 正 式 入
区 。 中 原 首 家 航 空 培 训 中 心 ——

BAA（中 国）航 空 培 训 中 心 签 约 入
驻。郑州国际生物医药发展高峰论坛
扮靓郑州“生物医药之都”名片，鸿运
华宁、美泰宝部分新药研发取得突破
性进展。4家具有较高资质等级的建
筑企业新迁入区。

建设提速。华锐光电项目仅用半
年时间就实现主体封顶，恒大新能源项
目用地从组卷到批回仅用2个月时间，
再次刷新“港区速度”。2019年，航空
港 实 验 区 省 市 重 点 项 目 投 资 率
100.4%、开工率 100%，排名郑州市全
市第一名，为全区经济发展蓄积了新
动能。

活力提升。2019 年，郑州航空港
科创中心正式开园运营，北航郑州人工
智能研究院、西交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成功签约。入驻航空港实验区的省、市
级研发平台新增 7 家，累计达到 103
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增17家，累计达到
4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193家。

城市高品质 建设再发力

园博园集古今中外园林之大成，亭
台楼阁，绿树掩映，清水微澜；苑陵故城
展示秦汉农耕文明，城墙静默，六圃九
囿群芳盛宴；双鹤湖公园媲美纽约中央
公园，绿野广袤，“鹤之灵”音乐喷泉气
势恢宏……曾经的农田和荒地上矗立
起幢幢高楼，条条景观带如珠链串起个
个游园，如今的航空港实验区，正以美
丽多姿的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过去的七年，郑州航空港“长”大了
5 倍，建成区面积达到 94.85 平方公
里。去年全年新增通车道路40公里以
上；新增绿化面积 300万平方米，达到
2100万平方米；建成生态水系总长度
达 40公里；铺设供水、电力排管、燃气
等管网合计超过100公里；建成投用中
小学及幼儿园 10 所，新开工建设 20
所；河南省立医院项目二期和郑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一期建成开诊，郑州中医骨
伤病医院、区公共卫生综合服务中心及
郑州市中医院建设快速推进。

从“港”到“城”，郑州航空港“体格”
越来越壮、“体型”越来越优、“体能”越
来越充沛，一座连通全球、生态宜居、智
慧创新的现代航空大都市正拔地而起。

丝路舞彩练，中原谱华章。“今年，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将继续走好‘枢纽+
开放’路子，加快各种开放创新要素的
融合集聚，进一步提升郑州航空港比较
优势，全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主动融
入全球经济循环，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
水平。”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主任
张俊峰充满信心地说。

●● ●● ●●

专版│07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洛阳：“四河同治”扮靓“黄河明珠”
——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中奋发作为

□李保平

千年古都洛阳，因河而兴。
洛阳五河在《史记·河渠书》就有记

载，夏禹在治理黄河、洛河、伊河、瀍河、
涧河时，“陆行载车，水行载舟”，这说明
洛阳当时河流资源丰富。

1000 多年来，卢舍那大佛静穆肃
立，见证了无数朝代兴衰，见证了洛阳
五河的变迁。

新时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曾经远在郊外的大河纷纷变成内河，综
合治理显得越来越迫切，洛阳市委、市
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秉承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践行“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大
手笔推进河道治理，建起了一个个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精品工程，在整个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中，行动快，谋划早，
效果好。

黄河流域洛阳段生态保
护的先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治理
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
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洛阳市委、市政府以“四河同治、三
渠联动”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统筹推进
水、城、山、田、园、林、路等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着力实现“水清、岸
绿、路畅、惠民”的总体目标。

近年来，作为项目主体，洛阳水利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按照洛阳市委、
市政府的统一安排，先后投资建设包括
洛河东西段治理工程、涧河治理工程、
九洲池遗址引水项目、中州渠瀍洛段综
合治理工程、朱樱湖水面工程、“引洛济
秦”工程、邙山渠治理工程等在内的近
20项公益性水利项目，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与此同时，该集团采取PPP模式参
与伊洛河东西段治理、洛河宜阳县西段
生态治理、洛河洛宁段二期治理、故县

水库引水工程、伊河嵩县段生态文明保
护工程、汝阳县北汝河下段综合治理工
程、承建伊河和洛河二级滩地60713米

“乐道”建设工程等，大力实施河道生态
治理工程，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多
样化的需求，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写好民生答卷！

砥砺奋进谱写华章，一步一个脚印
书写辉煌。

累计修筑河道堤防164公里，治理
渠道 67 公里，对河渠周边绿化、美化
350余万平方米，形成景观水面 18910
余亩，直接投资及带动投资 127.35 亿
元，其中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项
目，喜获国家优质投资项目特别奖，成
为治水兴水领域的“排头兵”和“领头
羊”……这四条大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成为展示新洛阳的知名 IP。

创新投融资模式 高标
准实施市场化运作

高起点规划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
投入，钱从哪里来？宜阳、洛宁、嵩县、
汝阳的决策者经慎重研究后，决定采用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实施，
引进战略投资者，筹集资金，建好洛河、
伊河生态环境。

在伊洛河东西段治理项目建设中，
洛阳市抓住财政部推行 PPP模式试点
城市机遇，大力推进PPP模式。洛阳水
投集团出资9000万元，持股30%，与河
南省水投集团等成立水生态投资开发
公司负责建设，其先进的投资理念、高
效的运营管理先后被河南电视台、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报道。如今，蓄
水后的洛河东段和伊河东段水面像两
颗耀眼的“明珠”，镶嵌在伊洛河畔。

有了可资借鉴的融资模式，洛阳水
投集团秉持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创新
精神，与现代金融资本市场成功接轨，盘
活水利资产，拓展融资渠道，努力破解水
利资金瓶颈，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洛阳水投集团与具有丰富施工经
验的洛阳水利工程局、中铁十五局集团
城市建设工程公司，以及市政建设集团
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洛河宜阳县西段
生态治理、洛河洛宁段二期治理、伊河

嵩县段生态文明保护工程、汝阳县北汝
河下段综合治理工程投融资、施工总承
包建设、竣工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
的整改修复、运营期内的运营及维护管
理等。

洛河宜阳县西段生态治理工程项
目是由宜阳县政府授权县水利局实施，
以洛阳水投集团为牵头人的社会投资
人联合体，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中标，
共同实施的 PPP 项目，2017 年 3 月签
订《洛河宜阳县西段生态治理工程PPP
项目合同》，如今已成为群众健身休闲
的好去处。

洛河洛宁段二期治理项目经过磋
商，2018年 1月，洛宁县政府方与以洛
阳水投集团为牵头人的社会投资人联
合体，共同出资成立洛宁水环境投资发
展公司。公司设立之后，以建设—运营
—移交（BOT）方式运作新建工程，现已
建成开放，正在谋划实施三期治理工程。

伊河嵩县段生态文明保护工程
PPP项目，由嵩县政府采用PPP模式运

作，合作期限为 17年（含建设期 2年），
起点位于陆浑水库下游输水洞消力池，
终点至嵩县与伊川交界处千秋村，规划
新筑堤防 12.23千米，加固堤防 6.46千
米，以及新建过路涵管、交通桥、上下河
道路等。目前完成总体进度的 80%，
计划今年6月底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汝阳县北汝河下段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合作期限为 17年。目前堤
防、公路水稳层全部完成，正在准备沥
青混凝土路面摊铺，绿化完成可栽植的
95％，现场施工如火如荼。

匠心打造精品 书写生
态文明惠民新篇章

采用PPP模式建设水利工程，不只
解决了缺资金的问题，通过PPP模式找
来“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也解决了技
术问题；同时PPP模式不是简单地干工
程，而是更重视事后数十年的合作运
营。业内专家高度评价PPP模式。

PPP模式是社会资本方先投入，政
府拿到服务后再埋单的绩效付费机制，
决定了社会资本必须把设计、建造、运
营、维护和使用统筹考虑，并不断地进
行技术、管理创新。这样社会资本才有
可能从长达多年的专业高效运营中获
利，避免工程建成之日就是改造之日，
使社会资本自发提升服务标准。打个
比喻，传统公共服务提供模式是政府先
埋单后吃饭，现在是先吃饭后付费。
PPP绩效考核付费的倒逼机制，让洛阳
水投集团在技术与管理上实施双重创
新，最大限度地提供优质服务，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

漫步洛阳水投集团在洛河两岸建
成的公园中，可享受春花、夏荫、秋彩、
冬韵的美景。昔日荒郊河滩，今朝休闲
好去处，成为亮丽的生态名片。

在洛河洛宁段，月季、鸢尾等各种
时令花卉竞相绽放，步道曲径通幽，河
岸绿意盎然，河畔杨柳依依，碧波荡漾，
市民在公园内踏青散步，老人在椅子上
晒着太阳，孩子在追逐嬉戏打闹，置身
林水一体、人水相亲的滨水郊野生态之
中，群众纷纷点赞。来到洛河宜阳段，
处处新绿点缀、水流潺潺，白鹭在水面
上自由自在地飞翔起舞，高标准实施了
水系景观带绿化，小游园点缀其间，让
人流连忘返……

走进汝阳县北汝河下段综合治理
工程、伊河嵩县段生态文明保护工程施
工现场，处处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抢

抓施工时机，奋力把因疫情耽误的工期
夺回来，修路、建广场、绿化，抽调精干
技术力量成立强有力的技术管理团队，
每一个技术细节，都精心推敲；每一项
具体工程，都精雕细琢。工程建设严格
按合同规定执行，严格节点控制，严格
扬尘管理，现场施工井然有序，一曲众
志成城的交响乐回荡在治理河畔，确保
把项目建成优质工程、廉洁工程。

洛阳水投集团高标准维护、精心运
营建成的项目，在西起洛阳桥、东至李
城桥的洛河水系综合整治示范段得到
了较好展现。该项目以“改善水环境、
修复水生态、塑造水文化”的治河理念，
高起点建设，将水生态与历史文化进行
巧妙融合，打造了一座集休闲、观光、旅
游、健身于一体的滨河生态公园。其
中，“瀍壑朱樱”节点现已成为洛阳新的
城市地标、网红打卡点，每天到此游玩、
健身、散步的人络绎不绝。管理单位充
分利用项目的水面资源与园区的休闲
广场，积极策划举办各类文化惠民活
动，接待社会各界考察、调研团队，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洛阳水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
向军说：“水投人将秉持‘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主动对接重大项目，积极参与重大工
程，在助力黄河流域洛阳段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主动担当作为，展现国有
企业的责任担当，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
唱的洛阳乐章！”

“乐道”带您奔向美好生活 梅占国 摄

洛河治理后的湿地美景

一条丝路绘宏图 空港新城展雄姿

郑州合晶项目 刘畅 摄

高铁南站建设现场 刘畅 摄航空大都市新姿 刘畅 摄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