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劳德·维斯勒

双方合作不是

简 单 的 1 + 1=2，而

是要达到 1+1>2的

效果才算成功。

在资本主义国家，
执政党与反对党经常
以对立的姿态出现在
政治舞台，由于政见不
同、理念不同，反对党
（在野党）往往会对执
政党推行的相关政策
和发展持有怀疑和批
判的态度。然而，在河
南航投与卢森堡国际
货运航空公司合作的
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卢
森堡国家大选和内阁
重组的变动，但是两个
党派的声音却出现了
空前的一致。在卢森
堡政府内阁中，不论是
曾经的部长，还是现任
的部长，对于豫卢之间
的合作，都秉承着“一
如既往”的国家格言，
推动双方在“双赢”的
道路上渐行渐远。

高端访谈

弗朗索瓦·鲍施

中国与欧洲经

济基础良好，互补

性强，经济贸易利

益深度融合，合作

领域也不断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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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次在郑州专访卢森堡可持
续发展与基础产业部部长弗朗索瓦·
鲍施，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此次在
卢森堡再次见到他，双方合作的良好
态势让他脸上一直洋溢着兴奋的神
情，“上次在郑州邀请你们来卢森堡，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在这里见面了，这
种感觉非常美妙！”

就像老朋友见面寒暄一样，对弗
朗索瓦的专访就在轻松愉悦的交谈中
开始了。“航线开通后的货运增长量超
乎我的想象，验证了当初‘双枢纽’战
略的可靠性，郑州、卢森堡有利的地理
位置让航线的运营进入常态化。每年
的 7、8 月份并不是全球货运增长的高
峰期，但是我们的航线却在持续增长，
我非常期待下一个‘成绩单’！”

一年前，弗朗索瓦曾前往郑州，见
证了河南航投收购卢货航 35%股权的
协议签署，称赞郑州是一个极具活力
的地方。“如今的成绩，不仅证实了我
对郑州这个城市的评价，更加证明我
们在两年前最终选择与河南航投合作
是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卢货航股权出售是个非常复杂
的过程，通过谨慎、严格的调查和研究
后，最终选择了河南航投这个‘年轻’
的企业。就目前来说，这个企业对卢
森堡和卢货航来说是唯一的、最佳
的。”他告诉记者，卢森堡政府当初没
有因为内阁重组而放弃与河南的合

作，是因为他们看中了河南地区在航
空经济领域的发展前景。

“一如既往”，这个词语是卢森堡
的国家格言，就如弗朗索瓦所言：“河
南航投与卢货航的合作虽然仅仅是两
个企业间的生意交往，但是对卢森堡
这个国家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他
特别加重了语气，坚定地告诉记者：

“只要是正确的事情，只要关系到人民
的切身利益，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支
持下去。”

上世纪 70 年代末，卢森堡的钢
铁工业萎缩，从业人员从 3.5 万人骤
减至 6000 人，人们纷纷转行。如今
的卢货航不仅是一个航空货运公司，
更是卢森堡的“形象大使”。“我们的
国家虽然很小，但是适应性很强，正
因为如此，我们的支柱产业才从钢铁
工业转型到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在
弗朗索瓦看来，面对航空物流这样的
新兴产业，河南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去适应新的发展格局，从而推动生产
方式的转变。

“中国与欧洲经济基础良好，互补
性强，经济贸易利益深度融合，合作领
域也不断拓宽。”他认为一条航线的成
功运营仅仅是合作的开始，卢森堡和
河南两地都应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历史
机遇，优势互补，深化合作，互利共赢，
共同实现各自的发展战略。而对于双
方接下来要展开的一系列合作，弗朗
索瓦认为，“只要是正确的事情，就应
该让它继续下去！”③6

“要把正确的事情继续下去”
——专访卢森堡可持续发展与基础产业部

部长弗朗索瓦·鲍施

与可爱、新潮的执政党首相贝特
尔不同，卢森堡议会 CSV 党领导人克
劳德·维斯勒的绅士和儒雅让人印象
深刻。在卢森堡市政广场附近的一座
老式建筑里，记者见到了这位卢森堡
可持续发展与基础产业部的前任部
长。2013 年卢货航在全球寻找合作
伙伴时，那时的克劳德以部长的身份
主推该项目进程。

“当初卢森堡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
找合作伙伴，希望寻求最理想的伙伴。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伙伴，更是战略、产
业的伙伴，双方共同的目标很重要。”对
于最终选择了河南航投，他认为河南的
先天区位优势固然重要，但是政府的战
略发展眼光是他们更为看重的合作因
素。“双方合作不是简单的1+1=2，而是
要达到1+1>2的效果才算成功。”

“我们一直希望加大对中国市场的
开拓力度，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设，为航
空货运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业务发展机
会和发展平台。”他坦言，河南政府没有
把一条航线当成一次交易，而是当作一
个地区发展航空经济的突破口。“这与
卢森堡发展航空经济的战略目标是一
致的，因此对卢货航和卢森堡来说是唯

一的选择。”
凡 事 讲 求 长 远

性是欧洲人的性格
特 征 之 一 。 2013

年，在双方洽
谈过程中，
恰 逢 卢 森
堡 政 府 换

届，克劳德成为议会在野党领导人。
“新一届政府对于卢货航与河南航投
的合作并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因为
大家都知道这是事关卢森堡国家利益
的大事。”也正因为两党的“高度一
致”，最终河南航投战胜了众多国际竞
争对手，通过收购卢森堡政府持有的
35%股份，成为卢货航的第二大股东。

在未卸任部长职务时，他曾经与
卢货航等相关人士来河南进行深入考
察。“当时河南政府以及河南航投对

‘双枢纽’战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让
人深信这是一个充满光明前景的合
作。同时对卢森堡来讲，也希望通过
这样的携手找到新的发展机遇。”如今
成为在野党领导人，克劳德也仍然积
极推动双方的合作，对河南打造国际
货运枢纽的发展目标也充满了信心。

“亚太地区是航空业发展最具潜
力的市场，尤其是中国。”克劳德认为，
河南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连接卢
森堡与欧美国家的完美纽带。他表
示，“双枢纽”战略模式可实现双方诉
求，形成两地共赢的良性发展。随着

“郑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的运营
愈加成熟，未来更多的相关产业合作，
能够为两地经贸交流与合作提供更便
捷、高效的通道。

采访结束时，记者试探性地问道：
“下一届政府选举时，您会代表自己的
党派去竞选首相吗？”他哈哈大笑两声
后坦言：“如果我的人民需要我，我为
什么不去呢？我也非常希望能通过各
种方式，将卢森堡与河南的合作长久
推动下去！”③7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
者 邓放 摄）

豫卢合作事关国家利益
——专访卢森堡可持续发展与基础产业部

前任部长、现任议会 CSV 党领导人克劳德·维斯勒

□本报记者 董 娉

□本报记者 董 娉

卢货航缘何成为世界第一？
——记者实地探访揭开全球货运“大佬”神秘面纱

全球最大的全货运航空公司——卢
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从 2014 年与河
南航投“联姻”以来就备受瞩目。它为什
么能够连续多年获得“最佳全货运航空公
司奖”？又为什么是全球唯一拥有国际专
业认证，可以高效、安全运送药品和活体
动物的国际货运公司？当地时间 1 月 10
日早上，记者走进卢森堡芬德尔机场货站
楼进行实地探访。

在卢森堡采访时，除
了见识到货运“大佬”卢货

航的先进和专业以外，让记者感触最深的就是卢森堡
政府对于航空发展不遗余力的支持。

卢森堡政府在为卢货航构建航空物流系统过程
中，对各种物流要素统一分配和开发，将资源集聚在机
场附近并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卢森堡国际航空、卢
森堡货航、卡车公司、各种专业仓储设施均集中在卢森
堡机场周边，可以实现货物的快速装卸。

此外，卢货航对各种货运设施和物流环节实行统
一规划、统一设计、整体开发、整体管理，有效提高了整
个物流链的生产效率、理顺了各环节之间的衔接、减少
了货物滞留时间，避免了多方管理、多头开发可能造成
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消耗。

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成就了今天欧洲最大的航空货
运枢纽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卢森堡政府在当
地航空经济和临空产业发展壮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通过不断加强卢森堡机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卢
森堡货航经营规模、组建地面分拨系统等措施，逐渐将
航空经济和物流业打造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航空大都市也不会一夜
之间从纸上走进现实。当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建设是河南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重大机遇，我
们能否复制卢森堡的发展模式，还要取决于如何敏锐
地察觉机遇、智慧地把握机遇、牢牢地抓住机遇，借助
航空经济的魅力打开内陆城市对外开放的突破口。

一条空中丝路、一座枢纽之城、一个航
空之梦，也许未来的河南，能够
比梦想走得更远。③6

卢森堡：
发展航空经济不遗余力

“德铁信可、泛亚班拿、德迅、
DHL”全球四大货代企业的标示，与

“卡塔尔货运”和“德国汉莎货运”等

航空公司名牌一起，镶嵌在货站楼
门前的灯箱墙中。卢森堡芬德尔机
场并没有想象中的气势恢宏，却拥
有24家世界顶级货运航空公司和货
代公司的业务。

卡车与飞机间的108米
早上 7 时 45 分，卢森堡市内

依旧漆黑一片，与冷清的马路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印有“WALLEN⁃
BORN（万龙宝）”等各种名称的货
运卡车鱼贯穿梭。万龙宝，这个
欧洲最大的卡车公司，每天都要
从这里将货物集散到欧洲 177 个
目的地。

将近四个足球场大小的空间
内，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身穿
货航工作服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
着，将货物打包、装箱。呈长方形的
货站楼两端，分别连接着机场停机
坪和 43 个卡车航班通道。当货物
从停机坪卸货后，直接通过货站楼
内的轨道传输带，运送到另一端的
卡车通道，中间距离仅有 108米。

“卡车通道和连接停机坪通道

的大门都是特别定制的高度，就是
为了避免多次搬送，可以直接通过
运输车在站内进行装卸。”卢货航
工作人员 Anne 告诉记者，这里每
天至少有 1000 吨货物的进口量，只
有缩短货品装卸环节的距离和时
间，才能够有效提高物流链生产效
率和减少货物滞留时间。“通常一
组货品从下机到装车离开，只需要
10 分钟。”

整个货站楼内不同的区域代
表着不同国家，在中国区域内，记
者看到在 52 号数字吊牌下面，都是
打包好即将发往郑州的货物。而
不远处的玻璃房内，是卢货航全年
无休的值班室，随时应对各种突发
事件，也能够随时对紧急货物进行
处理。

全球唯一活体运输资质

在 24 号运输门前，一个内设几
个隔断的白色大箱子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这是运送马的集装箱，每个
箱子最多可装运3匹马，大部分是从
欧洲运往世界各地进行马术比赛
的。”据悉，这个重 0.8吨、价值 4.5万
欧元的活体动物货运箱是目前全球
航空业最先进的创新产品。

离开货站楼，Anne 带领记者参
观了让他们引以为豪的“冷链仓
库”。卢货航拥有 ISO、TAPA、Car⁃
go2000 等一系列关于质量控制、高
价值货物运输、危险品运输、冷链运
输的国际资质认证。而其独家拥有
的欧盟药品 GDP 认证，让它成为全
球最先进承运疫苗产品、危险品及
活体动物的货运航空公司。

走进仓库内，墙上一幅画有药
片和温度计的图片格外醒目。为适
应不同货品储藏和运输的温度控制
要求，每个仓库内的温度都随时可
以进行调节。正在打包整理的维生
素系列药品箱上，都贴着“15° C～
25°C”的提示标签。

记者注意到室内的立体灯管虽
然很多，但是却没有想象中的亮
度。“冷链仓库不仅在温度上有严格
的要求，就连灯光的调节都很有讲
究。”Anne 还介绍道，卢货航的仓储
信息化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每个货架、每个货板里都装备着信
息终端，无论是物流方还是客户，都
可通过电子产品随时查到货物的信
息。

“你的鼠标，我的目标”

除了高效的运输方式和先进
的冷链仓储，卢货航还拥有技术
先进、飞行计划灵活的货运机队，
包 括 11 架 波 音 747-400F 全 货 机
和 11 架 当 前 最 先 进 的 新 型 波 音
747-8F 全货机，可根据不同客户
的需求，承运超大、超重的货物，
每年可承担 120 万吨货物的运输。

来到卢货航飞机维修基地，两
架“空中巨无霸”并排停放在机库
内，正在进行着内部清洁和外部检
修。“这个机库能够保障 747 系列飞
机各种级别的检查和维修工作。”
Anne 告诉记者，对通过批准的其他
机种，也能够提供一系列专门的维
修服务。

覆盖全球 90 多个通航点的卢
货航货运网络，通过 40 多年经营和
探索，逐步形成了先进的航空货运

操作模式和管理系统，其载货率、
飞机利用率等业务指标均处于业
内领先地位。除了完善的飞机维
修设施外，还具备完善的飞行员培
训体系。

“我们始终坚持着品质的经营
理念。”在记者问到卢货航的企业
口号“you name it，we fly it”代表
什么的时候，Anne 笑着说：“字面
意 思 就 是‘ 你 指 定 ，我 运 送 ’，其
实也就代表着你动一动鼠标，我
们 就 把 货 物 送 达 作 为 目 标 。”在
她 看 来 ，卢 货 航 的 这 个 口 号 ，跟
郑州航空
港区提出
的“ 买 全
球 、卖 全
球”异曲同
工。③ 6

□本报记者 董 娉

□本报记者 董 娉
记者手记

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

工作人员正在检修飞机。⑤4

早上 7 时 45 分，货运卡车鱼贯穿梭。⑤4

活体动物货运箱是全球航空业最先进的产品。⑤4

每个货架和货板里都装备信息终端。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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