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航空经济第
一人”，航空大都市理
念创始人，指导了 20
多个城市的机场规划，
同时服务于民用航空
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
世 界 多 国 与 地 区 政
府。2014年受聘为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首席
顾问，并担任航空大都
市研究院（AIC）院长。

航空经济专家

约翰·卡萨达
John Kasarda

航空物流专家

拉姆·梅恩
Ram Menen

阿联酋航空公司
创始成员之一。在航
空物流方面有近40年
的从业经验、被公认为
最专业的航空货运负
责人。在他的推动下，
货运发展作为全球贸
易发展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

10 月 26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际专

家委员会将在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

会郑州航空港实验区招才引智专场活动上正式宣布成

立。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际专家委员会是河

南省首次“组团式”引入的高规格、高水平的国际智库

团队，也是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全面建设“中国的航空大

都市”的战略咨询机构，由全球航空大都市理论模型奠

基人、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首席顾问约翰·卡萨达教授作

为总发起人，聚集了一批世界各地临空经济领域的国

际组织代表、著名科研机构学者、知名企业高管及行业

精英。首批入选专家人数为 14人，国际专家委员会主

席由约翰·卡萨达教授担任。

立足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战略定位和发

展需要，国际专家委员会将汇聚“全球智慧”，不断吸纳

和集聚高层次人才加入，通过组建对标世界一流城市

的国际高水平“智囊团”，打造人才集聚的“新高地”。

未来，国际专家委员会将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提供高水平的决策支撑，作为郑州市、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积极

促进国际合作，搭建沟通的桥梁，助力“中国的航空大

都市”高质量加快建设。

航空货运专家

达斯·维特尼
Des Vertannes

曾任加拿大航空
货运总经理、孟席斯
航空服务公司 CEO
和全球货运负责人
等。在航空货运领域
从业逾 40年，是公认
的行业领袖。被航空
货运新闻、STAT 贸
易时报授予“终身成
就奖”，2017 年入选
国际航空货运协会名
人堂。

航空物流专家

斯坦·赖特
Stan Wraight

战略航空解决方
案国际公司联合创始
人之一，在全球四大货
运航空公司担任过运
营、市场管理、CEO和
董事会层面职务，具有
超过40年的高级航空
货运管理经验。2018
年，Air Cargo Weekly
将其列为“全球航空货
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20人”之一。

国际物流专家

迈克尔·卡农
Michael Canon

现 任 职 于 美 国
CATALYTIC LO-
GISTICS 公 司 ，负 责
制定提升国际航空货
运绩效、机场区域房地
产资产开发等方面的
战略，擅长帮助航空大
都市物流中心和商业
地产吸引生物医药、物
流、航空、酒店和先进
制造业企业。

数字化供应链专家

诺埃尔·格瑞斯
Noel Greis

普林斯顿大学博
士，专注于数字化对当
今商业和全球竞争的
影响，擅长运用新数字
技术帮助企业开发新
产品，提高服务质量。

跨境投资和公司扩展领域专家

亚当·琼斯-凯利
Adam Jones-Kelley

美国康威公司总
裁，在经济发展出版
领域和市场营销领域
有广泛经验，为数十
个政府经济发展机构
提供咨询，以更好地
吸引国内外投资和创
造就业机会。 生物医药物流专家

苏西·卡农
Suzy Canon

现任全球领先元
器件分销商——艾睿
电子全球物流和贸易
合规负责人，拥有 20
年生物医药物流领域
管理经验，在仓库运
营、多式联运管理和
全球贸易合规方面有
突出贡献。

建筑工程技术专家

安德鲁·百斯特
Andrew Best

现任泰国六善酒
店集团副总裁，拥有
30 年的建筑设计与
施工的国际经验，以
及众多酒店和多功能
项目管理经验。

商旅服务行业专家

约翰·费利克斯
John Felix

40 余 年 旅 游 行
业从业经历，原阿联
酋航空假期高级副总
裁，擅长帮助企业实
施商旅服务行业发展
计划，推出休闲旅游
产品。

航空运输与物流专家

赛琳·乌尔卡德
Celine Hourcade

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货运改革负责人，
设计 IATA货运改革
计划以及革新框架，
负责发布《航空货运
以及电子商务影响
下的全球贸易》白皮
书等。

国际物流专家

鲁斯·班睦雍
Ruth Banomyong

英国卡迪夫大学
商学院国际物流专业
博士，在联合国贸易
与发展会议、世界银
行等众多国际机构担
任顾问，主要研究多
式交通、国际物流、贸
易便利化与物流发展
政策、供应链表现评
估等。

航空货运、航空资产管理专家

迪迪埃·利诺曼
Didier Lenormand

迪迪埃咨询公司
创始人、总裁，原空中
客车公司货机市场部
负责人，有超过 25年
的航空从业经验。

机场运营与航空货运专家

乌韦·贝克
Uwe Beck

德 国 BeCon 项
目咨询公司 CEO，航
空货运行业 35 年从
业经验，曾参与完成
芬兰货运航空公司赫
尔辛基货运站、樟宜
机场新货运区总体规
划等。

延揽英才 问计天下

14位国际临空经济专家加盟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国际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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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向天下英才发出诚挚邀请

牵手航空大都市 共享发展新机遇
发展的航空港，渴求人才；成长的航空港，成就人才。今天，河南省第二届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及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在

郑州隆重举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向天下英才发出诚挚邀请，真诚欢迎大家牵手航空港，共同创造中国航空大都市的美好明天。

推介词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

我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由国务院批准设立
的航空经济先行区。定位于国际航空物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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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航空都市及中原经
济区核心增长极。主导产业为航空物流、高端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航空港实验区是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双城驱动”中的一城，是
河南最大的开放品牌，是带动河南融入全球经
济循环的战略平台。

2017年 6月 14日，习近平主席会见卢森堡
首相贝泰尔时提出：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
中丝绸之路”。进一步指明了航空港实验区融
入“一带一路”、参与国际合作的方向。

河南省委省政府和郑州市委市政府赋予航
空港实验区以“名片”“龙头”“引领”的定位，要
求“高质量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航空港实验区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区位：联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立
体综合交通枢纽初步形成

以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为
引领，航空港实验区全力推进投资超千亿元、
占地约 100平方公里、涵盖“航空+高铁、城铁、
地铁+高速路、快速路”的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建
设。目前，郑州机场二期已建成投用，保障能
力可达年旅客吞吐量 4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 100 万吨。配套设施和综合交通体系快速
发展，郑机、郑焦、郑开城际与郑州城郊铁路引
入机场，“三纵两横”高速公路网建成投用，成
为全国第二个实现航空、城铁、地铁、公交、高
速公路零换乘的机场。高铁南站开工建设，站
场设计规模16台 32线，并将通过空铁联络线与

机场连为一体。郑万高铁（郑州至襄阳段）、郑
阜高铁正线轨道已全线贯通，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一期）北货运区工程等项目已启动建设，枢
纽优势进一步增强。

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的客运航空公司已
达 58 家，开通客运航线 208 条；通航城市 112
个。运营的货运航空公司达到15家，开通货运
航线 30条；通航城市 37个，基本形成横跨欧亚
美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航线网
络。2018 年，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73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5％，增速在全国 2000万
级以上前22个大型机场中，排名第一。

平台：联通全球服务全国领先内陆
的对外开放体系日益完善

初步建成“1+1+7”的口岸体系，构建起内
陆地区种类最全、效率最高的开放格局。

第一个“1”，即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2018
年完成进出口总额 3415.4亿元，实现封关以来

“7连增”，稳居全国综保区第一方阵。第二个
“1”，即郑州机场一类航空口岸。“7”，即肉类、水
果、冰鲜水产品、活牛、食用水生动物等特种商
品进口指定口岸和国际邮件经转口岸，另有药

品口岸已通过专家组评审。相继建成投用电子
口岸、口岸作业区等支撑平台，促进了新郑综保
区与郑州机场“区港联动”，初步形成“区港一
体”的“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率先
实施了“9610”“单一窗口”等通关模式，跨境电
子商务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

机场口岸全面实施7×24小时通关保障和
货物出口“提前申报”通关模式，实现“随到随
检、快速通关”“秒通关”。跨境电子商务持续翻
番式增长，产业规模逐步壮大，备案或注册的电
商企业已达 650余家，今年 1—9月份跨境电商
累计完成 4272.9 万单，货值 41.7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243.6%、185.2%，业务量占郑州综试区
总量的半数左右，形成包括电商平台、仓储、物
流、关务、结算企业在内的跨境电商产业链。

产业：以枢纽经济为特色、以电子信
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壮大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围绕航空物流、高端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产业，已形成空港核心
区、城市综合性服务区、临港型商展交易区、高端
制造业集聚区的总体片区布局。

以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世界级电子信息先进
制造业集群稳步扩容，手机整机及配套企业超
过 200家，投产企业达到 76家，初步形成从芯
片、面板到整机，从硬件到软件的全产业链布
局。截至 2018 年底，已累计生产手机超过 13
亿部，其中苹果手机 7.5亿部，全球智能终端基
地地位初步确立。

以航空枢纽为依托，航空物流产业快速发
展。截至2018年底，以航空为主的物流业营业
收入接近百亿元，全区物流业企业达到437家，
全球前10中有9家在郑开展业务。郑州国际航
空物流园区引进顺丰、圆通、中通、申通、韵达、
菜鸟网络、苏宁、唯品会等30多个物流项目，初
步构建了服务于航空运输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

具有临空指向型特点的新兴产业实现较大
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已有美泰宝、鸿运华宁等
70余家新药领军企业签约入区。航空制造和
服务产业稳步推进，南航飞机维修基地开展业
务运营，飞机租赁初步构建了金融租赁产业政
策体系、运作体系，交付经营性租赁飞机 5架。
精密机械、新型显示、半导体、智能装备、新能源
汽车等产业签约入驻了一批重大项目。

未来的中国航空大都市，是干事创业的热
土，热忱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