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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新闻真相

没手续就没人投资 没人投资就办不成手续

千万手续费! 搁浅"登封机场
如果计划顺利实施# 登封市嵩山航

空旅游机场已经开始兴建# 但筹建处负
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前期申办的一些手
续外#项目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与之相应
的是# 河南很多地方都曾计划上马飞机
场项目#但无一例外都! 搁浅"了$是什么
阻挡了民营机场的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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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登封下着雨#看着西南郊一片
空旷的地面# 登封市嵩山航空旅游机场筹建
处副主任张卫敏点燃了一支烟#神情黯然$

这块大概
&'"

多亩的地面#是日军侵华时
修建的飞机场# 平坦的沙土地面上没有长一
点草#张卫敏说#也不知道日本人用了什么夯
实的#几十年了#这里的地还是硬邦邦的#一
棵草都不长$

按照规划# 这块寸草不生的土地原本应
该已经! 欣欣向荣"# 早在去年

(

月#张卫敏就
告诉记者#他将在这里建设一个名为! 登封市
嵩山航空旅游机场"的直升机机场#计划

&'')

年初动工#两年内完成一期机场建设#并投入
使用$机场建成后#航线将通往省内各个旅游
景点#计划每人次收费

&''

元左右$

一年前#张卫敏颇有信心地告诉记者&项
目已经向河南省空管局'济南空军备案#还要
通过省里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但一年过去了#

! 除了前期申办的一些手续外#项目几乎没有
什么进展$ "张卫敏无奈地说$

张卫敏说#项目没有任何进展#就一个原
因&缺钱$

早在去年# 钱根本不是张卫敏要考虑的
问题#他当时告诉记者#他的主要工作是向河
南省空管局'济南空军备案#还要通过省里向
国家发改委申报#合作方面#他们和七八家企
业在谈# 最后会选择一家做搭档#! 钱不是问
题#关键是手续的审批$ "张卫敏当时说$

张卫敏底气十足并不无道理#在
&''$

年
*

月底郑州举办中博会期间# 登封市政府曾把
该项目推出# 当时有好几家公司均表现出了
合作意向# 后来这个项目方案一直被登封市
招商办列为招商项目#在省里也有备案#引来
了不少公司寻求合作$

但谈判中# 这些企业都划定了投资的前
提条件&相关手续完成后#企业再进行投资#

否则企业风险太大$

但事情恰恰卡在了! 相关手续"上$

张卫敏说#现在的相关手续包括该项目的
论证会'机场规划'设计等方面#还包括一些手
续的办理#因为项目大#而且牵涉到航空领域#

手续复杂#仅仅完成各项手续#就需要资金一
千万元左右$ 也就是说#没有一千万#! 相关手
续"根本无法完成$

张卫敏说#他现在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
中#很多企业告诉他#你的手续完成以后#我们
马上投钱#现在投入资金我们风险很大#但问
题是#如果没有钱#项目的手续就完成不了$

早在去年
+'

月#张卫敏计划在登封召开
一次该项目的研讨会 # 邀请一些航空方面
的领导和专家来参会 # 为项目顺利审批进
行! 热身 "#但因为资金问题#研讨会最终不
了了之$

在资金的困扰下#! 嵩山航空旅游机场"

的建设始终寸步难行$

为了资金#张卫敏四处奔波#在去年
+'

月
中旬#张卫敏曾到郑州找到商报记者#在记者
的帮助下#他完成了项目的可行性计划#并在
一家广告设计公司印刷

,'

本# 当夜带着这些
可行性计划前往北京# 与北京的几家风险投
资机构进行谈判$

但谈判最终没有任何结果#张卫敏后来对
记者说# 当时北京的几家公司要么觉得风险较
大#要么让人感觉并没有投资的意图#! 有一家公
司说要来考察一下#要求我报销他们来往的机票
和住宿'餐饮费用#我拒绝了$ "张卫敏说$

有人曾经建议筹建处去找登封市政府#

请求政府出手援助#但早在
+--*

年
)

月
-

日#登
封市第

%'

次市长办公会议就曾讨论过修建飞
机场的事情#当时#! 原则上"同意建立登封航
空旅游机场#但市政府同时声明#对该项目建
设! 不投资#不担保"$

! 我理解政府的意思#如果说项目合作方
谈妥了#资金也到位了#那政府会提供配套的
服务#但现在这都没有#政府配套肯定不会先

期进行$ "张卫敏说$

机场筹建处也曾和省内的一些企业谈过前
期合作# 但人家对此并不感兴趣#! 主要还是投
资风险太大#很多企业现在日子过得同样紧张#

上千万的投入还是很谨慎的$ "张卫敏说#而且
在登封#能够有实力合作的企业实在不多$

在前途渺茫的情况下# 原先的三个合作
伙伴中有一个选择了退出#张卫敏说#他并不
怪谁#! 人家考虑到了其中的风险$ "

但张卫敏和另外一个合伙人还在不断投
资$ 跑项目#做设计'规划等#在十多年内#他
个人为该项目投入已经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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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了#! 现在
我真的是没有钱了$ "张卫敏说$

现在 # 张卫敏的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
两家公司上# 一是登封市凯利智能车库制造
有限公司#专门制造地坑式升降车库#现在产
品即将上市了(另外一个是登封市奥威电动车
制造有限公司#准备生产电动轿车#该项目即
将审批下来$

! 如果这两个项目能够挣钱#那我能把挣
的钱再投入到飞机场项目里来# 搞一个曲线
救国"#张卫敏说$

与登封飞机场相似# 酝酿已久的商丘飞
机场#同样前途不明$

早在
%''*

年
-

月#商丘当地一家报纸就刊
登出了标题为) 过两年#咱在家门口也能坐飞
机*的消息#该消息说&

-

月
++

日#美国全球投
资集团公司上海代表处与商丘鸿宇机场投资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商丘鸿宇
公司,签订了建设民用机场的投资
合同$ 由美国全球投资集团公司上
海代表处投资

+''

亿元人民币建设
商丘鸿宇机场#该机场占地约

*'''

亩#预计两年后投入使用$

但两年之后的
%''(

年# 商丘机
场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 投入使
用"$ 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年

++

月中
旬# 商丘机场建设筹备领导组发布
的招商公告& 商丘机场--现面向
社会公开选择投资主体# 欢迎有投
资意向的企业和投资者前来洽谈合
作$ 也就是说#两年之后#商丘机场
仍然属于招商阶段$ 一位知情人士
告诉记者# 现在商丘机场仍然处于
规划阶段#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河南有! 飞机场梦"的不仅仅是
商丘#早在

%''*

年
++

月#省发改委接
到国家民航总局一项机场建设规
划...到

%'+,

年#河南省可以再建
.

个民用机场$ 该消息一经传出#三门峡'安阳'

周口'商丘'焦作和信阳
(

市发改委工作人员纷
纷! 造访"省发改委#提交相关机场建设申请$

据记者调查信息显示# 目前河南各大民营
机场要么就是相关手续没有被审批# 要么是苦
于没有资金$ 申请之后#这些机场! 集体搁浅"$

热情的背后#是! 真金白银"的
较量$

据了解#建设一个支线机场大
约需要

/

亿
0+'

亿元资金# 地形越
复杂投资越大$ 但回收期却很漫
长# 一般情况下支线机场要保证
/'1,'

架次的年吞吐量才能保
本$ 如果用银行贷款建设支线机
场#亏损可能更多$

据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目前
对于这样的项目 #政府一般采取
招商引资 '利用外资进行建设的
方式合作开发#以登封机场为例#

按照规划 # 该项目投资总额在
,

亿元左右# 先期的启动资金大约
需要一个亿 #这样的投入对于一
个普通企业来说 #无疑是个天文
数字 $

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
长张立功认为# 机场是投资需求
大'专业性强的高门槛领域#民营
资本对建设和运营模式的掌握尚
需一段时间# 与收费公路模式相
比#机场的盈利能力并不强#未来
收益并不明朗$

! 这对以逐利为目的的民营
企业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 所以
很多民营企业都敬而远之 $ "张
立功说 #! 对于民营机场来说 #从
建设到经营实现民营化 #仍然是
任重道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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