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 6 点，一批来自澳大利亚的金
枪鱼运抵郑州机场，通过快速转运，晚上
就能端上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郑州机
场的货运站里，上海邦达天元国际货运有
限公司负责人郭黎民一边忙碌，一边告诉
记者，他们运送的货物大部分是生鲜，之
所以选择郑州机场是因为这里的国际航
班多，清关效率高。而且，郑州到全国各
地的距离适中，具有很明显的区位优势，
可以实现快速转运。

2018 年，郑州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
51.5 万吨、旅客吞吐量 2733.5 万人次，行
业排名分别位居全国第7位和第12位；客
货运规模稳居中部地区“双第一”，机场货
运量位居全国第四。

颇具国际范儿的郑州机场，起步于
1951年扩建的燕庄军民合用机场。1997
年迁入现址，2003 年全国民航机场属地
化改革时，移交河南省人民政府管理。作
为一个内陆省份的机场，近年来郑州机场
在全国的排名迅速提升，这源于河南抢抓

“一带一路”机遇，积极实施对外开放的一
系列重大举措。

起飞，架起空中通道

河南位居我国腹地，具有承东启西、
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但同时面临着“不
沿边不靠海不临江”的对外开放劣势。为
探索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战略突破口，河
南提出“民航优先发展战略”，郑州机场在
新一轮对外开放中被推到了最前沿,迎来
了大发展的机遇。

河南省机场集团副总经理康书霞介
绍说，2011年，郑州机场的旅客吞吐量突
破1000万人次。但与当时中部地区几家
机场相比，并没太多竞争优势。如何突
破？郑州机场想到了“错位发展”。2012
年，郑州机场提出了“货运为先，以客带
货；国际为先，以外带内；以干为先，公铁
集输”的“三为先”枢纽发展战略。

“之所以定位为货运，是因为谋划之
初看到单纯客运很难做。当时客流主要
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机场，发展货
运恰好可以发挥郑州的区位优势。”河南
省委政研室副主任陈鹏说。

错位发展让郑州机场建立起自己的新
优势，并且抓住了“一带一路”的历史性机遇。

2013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获国务院批复，这是全国首个国家级航空
港经济实验区。2014年，河南航投正式收
购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35%股权，首
条郑州至卢森堡全货机航线开通，架起了
一条连接河南与世界的“空中丝绸之路”。

“郑州—卢森堡双方确定了以郑州为
亚太物流中心、以卢森堡为欧美物流中心
的‘双枢纽’发展战略。”河南民航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葆介绍。根据规
划，双方以构架亚欧“空中大陆桥”为起
点，逐步织密织大以双枢纽机场为核心的
航线网络，带动物流、人流、资金流等高端
要素资源向枢纽机场集聚。同时，逐步深
化在航空运输、国际贸易、文化旅游等方
面的全方位合作，促进现代化的高端产业
转移与升级，激发双边区域经济增长的内
在动力，实现“空中丝路”经济同频共振、
民心相通。

近 6 年来，河南机场集团紧紧围绕
“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国内大型航空枢纽”
建设目标，深度融入“空中丝绸之路”“三
区一群”［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原城市群］和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坚持开放引领、务实创新，
航空运输业务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

数据显示，郑州机场的客货运量从
2013 年的 1314 万人次、25.6 万吨分别增
长到2018年的2733.5万人次、51.5万吨，

位次分别由全国第18位、第12位上升至
2018年的第12位、第7位，货运吞吐量跻
身全球机场 50 强，国际货运量稳居全国
第 4 位。去年郑州机场进出口货物量达
到32.92万吨，其中“一带一路”沿线货物
达 60%以上。而卢森堡货航周航班量加
密至 18 班，年货运吞吐量占到郑州机场
四分之一，带动卢货航全球排名上升至第
6位。双枢纽实现了互利双赢。

发展，“大枢纽”带来大物流

“空中丝路”的建立让这个中部机场
发生了质的改变。随着航线航班加密，客
货运量连年提升。短短 5 年间，这条“空
中丝路”上的航班，由每周 2 班加密至最
高每周23班，通航点由郑州、卢森堡增加
至芝加哥、米兰、亚特兰大、伦敦、吉隆坡
等14个城市，航线覆盖欧洲、北美洲和亚
洲的23个国家100多个城市。

“业务量逐年成倍增长！”今年34岁的
河南新起点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孔维明对

“空中丝路”带来的变化深有体会，郑州地
处中部，公路四通八达，卡车运输可以大显
身手，全国各地很多货主在货物抵达郑州
后，会选择他们公司的卡车运输。2015年
之前，一个卡车航班只有一两个，现在最多
一天有32辆卡车发到上海。

更让孔维明高兴的是，郑州机场不断
创新监管模式，推行进出口货运“提前申
报”模式，针对生鲜、冷链等特种货物采用
个性化通关模式。2017年7月，郑州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建立了货运“7×24小时”通
关机制；2018年12月，郑州海关建立了客
运“7×24 小时”通关机制；自今年 4 月 1
日起，郑州海关、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建立了“7×24 小时”通关机制。也就是
说，一天中的任何时刻，货物都可以在郑
州机场“随到随走”。

对“郑州速度”深有体会的还有郑州
丽服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牟益
民。记者见到他的时候，刚好有一批In-
ditex集团的ZARA服装到货。

牟益民告诉记者，以往 Inditex 的集
散分拨地都在“北上广”大城市，2017 年
选择郑州，也是首次向内地口岸转移。目
前，郑州已成为 Inditex 集团除上海之外
国内第二大物流分拨基地，2018 年集疏
货物 1.7 万吨。郑州口岸覆盖了 60 多个
城市的500多家门店。现在，每周2次至
3次的全货运包机往返于西班牙和郑州两
地，一年货运量近2万吨。

“从飞机落地到调拨、清关和分拣，一
共只需12个小时，之后货物就可以发往各
地。”在牟益民看来，清关服务效率是选择
集散分拨地的重要考量因素，郑州海关在
机场提供“7×24小时”绿色清关服务，随
到随检随放，坚持人等货，不让货等人。深
夜和凌晨，经常是国际货机进港的时候，工
作人员彻夜不休。郑州机场被称为“有着
大机场的保障能力和小机场的服务态度”。

通关效率只是郑州机场众多优势中
的一个。实现各种交通方式高效对接的
多式联运，则是郑州机场建设大枢纽、大
物流的利器。在郑州机场西货站营业大
厅，郑州多式联运数据服务公司副总经理
李育卿打开电脑网页，给记者边演示边介
绍：“这个平台是国内唯一一家以机场为
中心搭建的智能化平台，是以机场为核
心、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的现代物流体
系。”目前初步实现郑州至卢森堡、芝加哥
两条专线的在线订舱、境内外卡车在线约
车和物流信息全程追踪等服务。下一步
还将实现与铁路、海港间的联运。此外，
郑州机场发起成立“国际物流数据标准”
联盟，与国泰航空、新起点等航空公司和
货代企业完成物流跟踪数据对接，初步形
成航空物流大数据。

提速，展开“四路”并进新画卷

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里，
河南大神生态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正在生产线上组装手机，几秒钟
就下线一台。企业负责人黄明权告诉记
者，他们的智能手机在印度、巴基斯坦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欢迎，销量占
全部销量的60%至70%。

“空中丝路”建设不仅带动“大物流”，
也带动了产业聚集。智能终端产业、生物
医疗产业等在这里形成集聚效应，仅电子
信息产业年产值就突破3000亿元。富士
康、中兴、华锐等企业在这里安家落户。
目前，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基本建成全球重
要的智能手机生产制造基地。

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关明华给记者
提供了一组数据，仅 6 年时间，河南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贸进出口额增
速超过全省外贸增速近一倍，带动进出
口总额进入全国前十位、中部首位。

随着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建设，河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
技、教育、卫生、文化、旅游、考古合作全
面展开。河南先后派出50多个文化艺
术团组赴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各类
文化活动 400 余场，成功举办了 6 届中
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郑州
市旅游局局长李芳介绍说，旅游合作是
郑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也是有望收获早期成果的优先领域。

近年来，以“空中丝绸之路”为引领，
河南统筹推进“陆上”“空中”“网上”“海
上”4 条丝绸之路建设，深度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打造内陆的开放高地。目前
中欧班列（郑州）累计开行超过 2000
班，实现了多口岸、多线路、每周“去九回
九”常态往返、均衡对开，满载率、运载总
货值货重及业务覆盖范围在中欧班列中
位居前列。

郑州还通过打造“无水港”，将“海上
丝绸之路”与“陆上”“空中”高效对接，建
立国际多式联运物流中心。

2016年1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
(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网上
丝绸之路”拉近了河南与世界的距离。
由河南保税集团首创的“保税区内备
货+个人纳税+邮快递终端配送”监管服
务模式，被海关总署赋予1210代码，在
全国复制推广，“1210模式”为世界跨境
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河南探索”。现在,

“1210”保税备货模式已在卢森堡、荷兰
和加拿大等国家进行了复制推广。

“空中丝绸之路与网上丝绸之路的

联动，激活了国际贸易的一池春水。”河南
省中大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陈琳表
示，近年来，郑州机场运力提升为网上丝
绸之路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消费者足不
出户就能与国外消费者享受到同质同价
的优质商品。

2018年，《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战
略规划》发布实施；同年，国务院发文支持
郑州机场利用第五航权，空中丝绸之路将
越飞越广。未来，郑州机场将发展成为全
球航空货运枢纽、现代国际综合交通枢
纽、航空物流改革创新试验区以及中部崛
起的新动力源。

郑州机场：“空中丝路”成就梦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予阳

图② 郑州机场建设之初的老照片。
图① 国际货运航班到港。

图③ “空中丝绸之路”上的货运飞机。
图④ 机场冷库的工作人员在分拣包装来自智利的车厘子。

（郑州机场集团供图）

中原腹地与开放前沿，巨大反
差的背后，是我此次采访要破解的
一个谜。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地理位置
等因素，内陆一直跟跑沿海。近年
来，地处中原的河南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河南要建成连通境内
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的
重要指示精神，抓住“一带一路”的
战略机遇，结合实际，把提升交通
物流枢纽功能作为突破口，突出

“空中丝绸之路”的引领带动作用，
打造内陆地区开放新高地，走出了
一条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
新路子。

撬动河南新一轮开放的一个重
要支点就是记者此次蹲点的郑州机
场。正是选择了货运为先的发展战
略，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郑州
机场实现了一个内陆机场的“逆
袭”。空中丝绸之路促进了河南开
放度的提升，带动一大批新产业落
户河南，促进了河南与世界的交流
合作，构建了河南开放的新优势。

采访中，最难忘的是一个个抢抓
机遇、矢志创新的普通奋斗者。无论
是深夜不歇息的货运站卸货工人，还
是多式联运、网购保税监管服务模式
创新的研发人员，正是他们的奋斗，
托举起了这条空中丝绸之路。

近年来，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
大。河南在这一轮开放中统筹推进

“空中、陆上、网上、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把开放这盘棋下活了。空中
丝绸之路越飞越广，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网上丝绸之
路越来越便捷，“买全球卖全球”正在成为现实。

深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河南将以更具吸引力的政
策、更加友好的营商环境，打造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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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的“空中丝路”，是众多追梦者不懈努力
托举起来的。郑州机场的第一支货运组板队就
是其中的代表。

货物组板是货机保障的重要一环。组板看
似不起眼的体力活儿，其实是个并不简单的技术
活儿。组板要横平竖直，棱角分明，不偏不斜，网
格不能太大，松紧适度，拆掉网绳后货物不倒。
组不好板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影响飞行安全，还
会造成经济损失。

郑州机场直到2005年起才开始有“货运”的
概念，当时也只有一些物流企业零散的包机业
务，相关操作都是企业自行完成的。2008年汶
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大量救灾物资要从郑州机场
通过货运包机运抵灾区。当时8个货机600多
吨货物，因为员工不会操作，很多组好的板拆了
装，装了拆，包括机关职能部门的员工一起上阵、
手忙脚乱整整10天才弄完。“没想到货机这么复
杂。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下决心一定要拥有
自己的专业保障队伍和人才！”河南航空货运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自斌说。

当时的货机业务并不是主业，要成立货机保
障队伍纯粹是自我加压。更难的是找人，当时机
场里没有人干过货运组板。吴自斌听说一个叫
王勇的小伙子接触过货机业务，但是王勇当时在
航空港区夜市上练摊儿做餐饮，生意很红火，吴
自斌去了两次都没好意思张口，第三次终于硬着
头皮说出自己的想法，没想到王勇很痛快地答应
出山：“太好了！我就爱干货运这一行！”有了队
长，又召集那些在外地打工搞过货运的老乡，终
于凑起了18个人。

从零起步，没有经验，但这18个人带着任务

到处学习，几年间到各地机场学习了七八十次。
有的地方给出的条件很苛刻，只接受短暂参观不
接受学习，王勇他们软磨硬泡，自告奋勇给对方
打下手。为了不给对方添麻烦，他们根据当地机
场的操作时间，中午进入货站，一直待到晚上九
十点钟。怕中途出去不再让进入操作现场，他们
就自带面包。

功夫不负有心人，18 个人练就了一身硬功
夫，组板速度超过了很多大机场。起步阶段，每
个人都是身兼数任，货机装卸、货物组板、叉车驾
驶……大家一点点儿抠细节，设立操作规范。由
于当时的基础设施不完备，反而逼出来不少个性
化的创新，使得郑州机场建立起自己的优势。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2012 年，郑州机场
制定了“货运为先，以客带货；国际为先，以外带
内；以干为先，公铁集输”的“三为先”枢纽发展战
略，推动了机场货运能力的快速提升。从最初的
18个人，到如今达到了近千人的货运保障规模，
理货、配载、监装、监卸，岗位职责进一步细化。

近些年，郑州机场承运了包括海豚、羊驼等
特殊货物。通过自主创新，郑州机场不断刷新超
长、超重货物保障纪录，成为国内货代企业操作
特殊货物的首选机场。

今年3月，应全球最大的航空地面服务及货
运服务供应商 SWISSPORT 公司邀请，郑州机
场派王勇和另外一名业务骨干王磊赴日本东京
成田机场进行为期73天的业务交流指导，包括
货运现场组板作业。从四处学艺到向国外输出
经验，折射出郑州机场的飞速进步。

正是一大批奋斗者，让郑州机场的货机飞了
起来，让中原腹地展开开放的翅膀，越飞越远。

货运站里的追梦人
本报记者 李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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