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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在省
市党委、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克难攻坚，拼搏
进取，经济发展总体态
势稳中趋好，“五项工
程”建设成效明显，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支
撑能力进一步巩固提
升，在全省开放中的龙
头作用、在郑州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中的引领
作用进一步增强。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杨宇 朱亮举

2018年，航空港实验区发展
水平再上新台阶，“五个突破”一
个个鲜活的数字令人鼓舞。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800亿
元，达到 800.2亿元，增长 12%，
为郑州市GDP破万亿做出了积
极贡献；电子信息业产值突破

3000亿元，达到 3084.2亿元，增
长 7.6%；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
500亿美元，达到 527亿美元，全
省、全市占比持续保持在 60%、
80%以上；跨境电商业务单量突
破 2000万单，达到 2114.4万单，
全市占比由 2016年的 3.28%提

升至 2018年的 21.8%，比重三年
提高 5.6倍；产业发展实现新突
破，合晶单晶硅项目投产，华锐
液晶面板项目开工，光力科技
半导体封装划片机、富士康中
州研发中心等项目入驻，填补
了全省空白。

2018年，航空港实验区在很
多方面都起到了引领作用，主要
展现在“五个第一”上。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2%，全
市排名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 42.4亿元，增长 16.8%，
高于全市 7.8个百分点，增速全
市排名第一；综保区外贸进出
口总额完成 3415.4亿元，实现
封关以来“七连增”，稳居全国

综保区第一方阵；郑州机场客
货运规模持续保持中部地区
“双第一”；PM2.5、PM10累计浓
度下降率在全市县（市）、开发
区中排名第一。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快推
进。郑州高铁南站地铁换乘站
已完工，南站站房工程初步设
计已获批复，机场三期北货运
区开工建设。洪泽湖大道高速
出入口和京港澳高速、省道
102、华夏大道组合式互通立交
建设进展顺利。华夏大道南延
项目一期已顺利完工，机西高
速二期投用，实验区高速交通
环已全面形成，实验区至市区
高速实现免费通行，对外联络
更加通畅。

航线网络持续拓展。《郑州
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战略规划》
发布实施，这是全国唯一一个
以货运为主的战略规划，将郑
州机场定位为全球航空货运枢
纽、现代国际综合交通枢纽、航
空物流改革创新试验区及中部

崛起的新动力源。国务院发文
支持郑州机场利用第五航权，
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目前，
郑州机场客运航空公司 55家，
客运航线 208条，通航城市 116
个；货运航空公司 21家，开通货
运航线 34条。2018年，旅客吞
吐 量 2733.5 万 人 次 ，增 长
12.5％，增速在全国 2000万级
以上 22个大型机场中排名第
一，行业排名全国第 12位；货邮
吞吐量 51.5万吨，货运规模稳
居全国第7位。

口岸功能和服务水平进
一步提升。药品口岸通过专
家组评审。河南进口肉类指
定口岸总报检量 3.53万吨，增
长 33.3%，查验量居全国内陆
地区第一位；进口冰鲜水产品
指定口岸全年查验量、货值分

别增长 33.5%、46.7%；航空口
岸国际邮件增长 59%，其中进
口国际邮件增长 40%、出口国
际邮件增长 60%；活牛口岸
业务持续拓展，首批 681只澳
大利亚种羊驼顺利入境，各
口岸覆盖范围、查验规模持
续扩大。

国际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主动融入并积极推动与
自贸区联动发展，“飞地”注册
企业 26 家，注册资本 12.2 亿
元。领事馆片区完成城市设
计，河南联合签证中心即将投
入运营。富士康、宝聚丰供应
链、嘉瑞供应链、易通跨境供
应链、捷迅保税物流、华讯方
舟、双合盛供应链等 7家企业
列入全省进出口 50强，数量稳
居全省第一。

富士康产业集群建设再集聚再发
力。按照“保存量、抢增量”原则，持续
强化与富士康合作；中州研发中心研
发团队已超百人，生活小镇主体封顶，
富士康在实验区集聚度进一步提高。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培育再扩容
再提质。手机产业园四期建成投用，
总建成面积达到 110万平方米。智能
终端（手机）产业新签入区项目 19个，
累计入区项目达到208个；新增投产项
目6个，累计投产项目67个，其中整机
项目 36个、配套项目 31个；另有正在
装修的项目 39个。2018年全区手机
产值完成 3083.8亿元，增长 7.3%。智
能终端手机产业发展呈现三大变化，
即企业投资由轻资产向重资产转变、
手机产品结构智能机占比持续增大、
订单委外生产向本地生产转移。

航空物流产业再升级再提速。以
冷链、快递、电商物流为突破口，积极
培育引进以郑州机场为基地的大型货
运承运商和物流集成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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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RA

（飒拉）时装分拨中心货运量快速增
长，全年航空货运量占其国内市场份
额 1/3；顺丰河南转运中心投入运营，
去年“双十一”期间日处理快递超过80
万单；申通快递河南转运中心日均处
理快递约60万单。

部分新兴产业再提升再突破。
初步构建了金融租赁产业政策体系、
运作体系，SPV公司达到 15家，2018
年新交付经营性租赁飞机 4架。宝
聚丰供应链公司获海关 AEO高级认
证企业资质，成为我省唯一一家获此
认证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2018年完
成进出口额 50.2亿元，排名全省第
四，同比增长 191.3%。生物医药产业
园一期投用，21家企业已进驻装修与
设备安装，生物医药大分子公共服务
平台基本建成。新药研发取得突破，
鸿运华宁在研创新抗体药 19个，其
中肺动脉高压、II型糖尿病等三个突
破型创新药已在多国开展临床实
验。第三方服务类项目已有博睿医
学、嘉宝仁和、郑州百桥、江苏衡谱等
一批企业入驻。

强化建设管理，城市承载力
快速提升。强力推进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自来水第二水厂一期竣
工验收，南区第一给水加压泵站
建成；第一污水处理厂三期启动
建设，第三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工
程完工；2016年开工的 6座变电
站全部建成，2017年开工的 6座
变电站主体完成 83%；新铺设供
水管网 25公里、电力排管 39公
里、燃气管网 57公里；新增通车里
程 40公里，新开工道路 30公里，
城市承载能力进一步增强。全面

实施“路长制”，强力推进违建、广
告牌、村容村貌等专项治理及餐
厨垃圾清运，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持续提升。

强化绿色环保，生态建设成
效明显。“十三五”环保规划方案
通过专家评审，总体规划环评取
得省环保厅批复。园博园正式获
批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三纵
三横”生态廊道和梅河干流、梅
河支流、高路河等生态水系建设
快速推进，全年新增绿化面积
200万平方米，全区绿化面积达

到 1800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
达到 27.1%，生态环境得到持续
改善。

强化以人为本，棚户区改造加
快推进。南水北调运河以东区域
第一至第九安置区 58个项目地块
已开工建设 50个，正在进行主体
施工或装修地块42个，封顶313栋
楼，封顶率超过90%。新增回迁项
目 5个，涉及 12个村 1.61万人，完
成安置房网签4891套。

强化严管严控，污染防治攻
坚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空气

质量指标实现“两降一增”：PM10
年累计浓度 106微克/立方米，下
降 7.8%，低于年度目标值每立方
米 9微克，目标完成率在全市县
（市）区组中排名第一；PM2.5年累
计浓度 63 微克/立方米，下降
1.6%，低于年度目标 2微克/立方
米；全年优良天数 169天，同比增
加 10天。省控梅河、丈八沟责任
目标考核的三项因子均达到Ⅳ类
水质标准，全区饮用水水质达标
率 98％以上，完成了省市确定的
水质改善目标。

政务服务实现“简”的效
果。整合全区各部门办事大厅
的新行政服务中心投用，实现了
“只进一扇门”、现场办理“最多
跑一次”，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
了企业成本，方便了群众办事。
持续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将
企业设立登记、新办企业首次申
领发票、刻制公章和办理社会保
险登记时间大幅度压缩，市场主
体总量持续增长，增速排名全市

前列。
“双创”工作再造“升级版”。

郑洛新自创区航空港辐射区正式
获批。航空港实验区首只创投基
金正式成立，2018年拨付“双创”
扶持资金超过 6000万元。中科院
软件所郑州基地启动建设。“双创”
综合体建成面积超过 300万平方
米，培育认定孵化平台超过 10家，
入驻“双创”项目和创客团队 360
个；全年新增省、市级研发平台 20

家，累计达到 96家；高新技术企业
累计达到 3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达到 169家，获得国务院与河南省
政府表彰。

高端人才汇集实现“量”的
突破。实施“人才+项目”战略，
以“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为
抓手，在全省率先打造“国际引
智展示中心”，建设“全球眼”人
才大数据库，打造人才资源共享
和信息发布平台；搭建了“线上

全天候+线下一站式”人才服务
模式。制定出台《关于实施人才
强区战略打造人才集聚高地的若
干意见》《关于优化人才发展服
务的若干措施》等人才专项服务
政策，在住房保障、场租补贴、贡
献奖励等 10个方面为人才提供
全方位服务，已引进院士 4名、国
家级专家 8名、“智汇郑州”聚才
计划人才 86名，设立院士工作站
3个。

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
坚持将脱贫攻坚摆在全区工作的
重要位置，在精准施策与政策落
地上下功夫，大力推进转移就业
脱贫，全区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中
1/3以上依靠转移就业实现脱贫。
截至 2018年底，全区 14个低收入
村建档立卡815户、3163人全部实
现脱贫。

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启
动中小学建设 25所，其中新建 7
所、续建 9所、前期工作 9所，建

成后将新增学位 4.71 万个。郑
州六中航空港校区设计已完成，
郑州一中航空港校区开工建设，
省实验小学、省实验中学裕鸿国
际学校实现招生。市中医院港
区医院可研报告已批复，市中医
骨伤病医院港区项目、区公共卫
生服务中心开工建设，省立医院
二期已经封顶，市第一人民医院
港区医院即将投入运营。积极
开展智能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全区安装使用手机 APP 居民达

到 2.93 万户，累计签约 14.66 万
人。开通 4 条实验区至市区定
制公交，常规公交客运量同比增
加 51.4 万人次，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民生实事推进顺利。 2018
年，航空港实验区承办的 7大类
12小项省民生实事、9大类 32小
项市民生实事全部完成；全区安
排的 10个方面 16小项民生实事
已完成 14项，另外 2项跨年度工
程正加快推进。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态势，全年
查办涉黑团伙和恶势力团伙 3起，
侦破刑事案件 53起。社区矫正管
理规范，人民调解作用发挥明显，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生产安全、消防安全、食品
安全形势良好。严格落实村委候
选人联审联批程序，选举产生新一
届村委成员 594名，换届工作圆满
顺利。

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突破 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多个指标位列第一，引领作用凸显

加快实施开放工程，开放体系更加完善

加快实施提质工程，航空新城更具魅力

加快实施创新工程，发展活力更加充沛

加快实施民生工程，群众生活更加美好

郑州综保区大门 李静 图灯火璀璨的双鹤湖中央公园 马国樑 岳磊 图合晶单晶硅项目开始量产 王军方 图

航空港区打造“空中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马国樑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