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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航空港实验区地区生产总值突
破800亿元，增速12%，增速列全市第一。

前一段时间，航空港实验区召开的2019
年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大会传来消息
称，2018年，航空港实验区新签约项目47个，
总投资768亿元，尤其是华锐光电、光力科技
等一批填补省内空白项目的签约入驻，为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全区476个重点建设
项目完成投资705亿元，同比增长17%，超额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航空港实验区将在提升“空中丝绸
之路”基础支撑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

2019年，航空港实验区将出重拳、招大
商、大招商，瞄准双 500强、民营 100强、行业
20强与央企，瞄准境内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再引进一批全球

较高层次项目。
今年，航空港实验区将全力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五项工程”（立体交通枢纽建设工程、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工程、城市功能提升工程、
生态建设工程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工程），初
步谋划重点建设项目 652个，总投资 5150亿
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779亿元。

民生方面也传来好消息：年内力争投用
学校10所，续建学校10所，郑州一中、六中航
空港校区实现招生，外国语中学航空港校区
具备开工条件；优良天数达231天。

郑州市委常委、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
记马健说，航空港实验区要持续保持高质量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不动摇，以更多的创新举
措，以更大的拼搏担当，强化招商、加快建设，
努力担负起“名片”“龙头”“引领”责任。

今年谋划重点建设项目652个，总投资5150亿元

航空港实验区倾力打造“空中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这几年，航空港实验区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航空物流、智能终

端制造等发展迅速，一个个高精尖项目投产，引领全省对外开放等方
面经济的发展，2018年GDP破800亿元。

航空港实验区的好消息不断，今年，航空港实验区将瞄准境内外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再引进一批全球较高层
次项目。今年，航空港实验区初步谋划重点建设项目652个，总投资
5150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779亿元。 记者 王军方 文/图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位于航空港实
验区，然而简称不一而足，有的称为
“郑州机场”，有的称为“新郑机场”，让
人莫衷一是，甚至让人误认为郑州新
郑国际机场在新郑市。但正确的认识
说法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只是航空
港实验区内的一个企业。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是河南省政府
派出机构，郑州市政府代管，是一个按市
级政府建设的单位，而不是以前曾归新
郑市管辖的小港区。

据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官网介
绍，2011年 4月，根据中央编办批复精
神，经河南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郑州
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管理
委员会，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目前，航
空港实验区由郑州市代管。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郑州党史网
在 2016年 9月发布了《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的诞生（1~3）》。供稿单
位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署名作者为季玉成、沈立。

该文提到：2013年3月7日，国务院
正式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
展规划（2013~2025）》，航空港实验区成
为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

济发展先行区。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在北京举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向中外媒体推
介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2013年4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
撤销郑州航空港区管理委员会，设立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
会，与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
会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2013年7
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
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实行“市管为
主、省级扶助”的领导体制，建立“两级
三层”管理体制。两级是省级负责宏
观指导规划、决策管理、协调服务及与
国家机关联络沟通，市级负责组织领
导、具体实施、督促落实。三层即成立
省级航空港实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市
级航空港实验区建设领导小组、航空
港实验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省委、省
政府赋予航空港实验区省辖市级经济
和社会管理权限，涉及审批事项直报
省级有关部门，在市直有关部门备案。

现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
官方一般将单位名称简称为“航空港实验
区”或“实验区”，在郑州市以外地域使用的
时候，一般使用“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记者查阅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找到权
威答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是郑（州）汴（开封）一体化区域的核心
组成部分，包括郑州航空港、综合保税
区和周边产业园区，面积 415平方公
里，规划范围涉及中牟、新郑、尉氏3个
县（市）的部分区域。

从级别上看，航空港实验区属于正
厅级单位，是按市级政府规格建设的，跟
许昌市、开封市、平顶山市等平级。航空
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均为
正厅级，管委会副主任均为副厅级。

3月 27日，航空港实验区召开会
议，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415平方公里外代管区域空间发展专
项规划》规划方案进行审议，原则同
意，并提出修改意见。

4月11日~5月23日，航空港实验区
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对《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415平方公里外代管区域
空间发展专项规划》进行公示。本次规
划范围为航空港实验区415平方公里外
代管区域，面积约73平方公里。

在原有 415平方公里面积的基础

上，加上新规划的73平方公里，航空港
实验区面积达到了 488平方公里。那
么，488平方公里到底有多大？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16年，郑
州市市域城市建成区面积为 744.77平
方公里。郑州市政府发布的《关于
2017年郑州市城市建成区规模的通
告》显示，2017年，郑州市市域城市建
成区面积合计为 830.97平方公里。郑
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郑州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达到
456.6平方公里。

记者通过郑州市部分县市区官方
网站查询了这些县市区的面积，郑东
新区管理面积260平方公里，规划控制
面积370平方公里。经开区面积158.7
平方公里。高新区管辖面积99平方公
里。金水区管辖总面积135.3平方公里，
其中城区面积70.65平方公里。二七区
总面积156.2平方公里，建成区36.25平
方公里。惠济区总面积 232.8平方公
里。新密市市域面积 1001平方公里。
中牟县土地总面积917平方公里。新郑
市总面积873平方公里。登封市总面积
1220平方公里。

从战略定位上看，航空港实验区不
再是曾经归县级市新郑市管理的小港
区，以后将是具有“国际范儿”的航空大
都市。

按照国务院批复的《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
航空港实验区有多个战略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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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经济区核心增
长极。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
规划（2013~2025）》给航空港实验区定
下了发展目标：到 2025年，建成富有生
机活力、彰显竞争优势、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实验区。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
地位显著提升，航空货邮吞吐量 300万
吨左右，跻身全国前列；形成创新驱动、

高端引领、国际合作的产业发展格局，
与航空关联的高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 10000亿元；建成现代化航空都
市，营商环境与国际全面接轨，进出口
总额达到 2000亿美元，成为引领中原
经济区发展、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开
放高地。

按照“三年打基础、五年成规模、十
年立新城”的总体目标，航空港实验区建

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
造大都市，在2018年3月7日获批为国家
战略 5周年前的日子里，圆满完成“打基
础、成规模”目标任务。

“五年成规模”的时间里，航空港
实验区圆满完成打基础、成规模的目
标任务，国际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初步
呈现，生态宜居航空都市正在快速形
成中。

航空港实验区智能终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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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智能终端 (手机)产
业园四期建成投用，相关产业发展再次
提速。截至目前，该区智能终端（手机）
产业累计入驻项目已达 208个，累计投
产项目 67个，其中，整机项目 36个、配
套项目 31个。手机产业呈现出快速集
聚发展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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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其国内市场份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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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产业再提升再突破。航空港实
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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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企业已进驻装修并完成设备安装，生
物医药大分子公共服务平台基本建成。

如今，航空港实验区各项工程加快推进，
形势一片大好。

航空港实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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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港实验区航线网络持续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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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港实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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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港实验区国际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航空港实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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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以前没有太关注航空港实验区，还
是这一段时间好消息越来越多？”近日，在航
空港实验区一个微信群里，一名网友这样说。

领事馆区是一个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标
志，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
力。3月 7日~4月 18日，航空港区领事馆片
区南部区域局部规划土地批前公示。

此次公示的航空港区领事馆南部区域局
部区域控制性规划共 550多公顷，加上 2018
年 3月公示的规划，用地面积共有 850多公
顷。这只是领事馆片区的一部分，领事馆片
区城市设计规划范围为 11.97平方公里。目
前，领事馆片区周边一些道路已处于建设或
规划中，部分道路已通车。

根据设计，领事馆片区将打造为国际化
高端领事馆片区、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智慧型
创意研发片区、生态型开发宜居片区。按照
“一环、一心、两廊、三核”的总体布局，分为领
事馆区、商务中心高端酒店区、文化体育中心
区、公共服务中心区、社区邻里中心区、创智
办公区等区域。

按规划，领事馆片区内的道路疏密有致、
环环相扣，内部有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等多

个不同等级的城市道路。道路交通组织与城
市设计相结合，强化道路景观及城市道路沿
线景观，共同创造良好的内外部道路空间景
观。注重道路绿化景观营造，结合乔木、灌
木、地被等本地树种形成高低层次多变以及季
相丰富的道路景观特色。生态本底绿化体系
以及相互连通的水网，将使该区域更宜居。

4月9日，河南省中国公民签证申请受理
便利化平台首次法国签证移动指纹采集在航空
港区进行。河南联合签证中心邀请法国签证官
现场为近百名市民办理移动指纹采集。不远的
将来，河南居民在该平台即可办理英国、法国、
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的签证申请业务。

该中心签证部负责人郭亚涛说，4月份，
在该平台可办理签证的有法国和英国，前往
法国的签证是4月9日办理，前往英国的签证
是 4月 16日办理，5月份可办理签证的日期
和国家待定。

以往，河南省公民办理法国等欧美国家
签证申请时，需要到北京进行指纹、面部等生
物识别信息采集，随着河南签证申请平台正
式启动，今后，法国、英国签证每个月都可以
在该平台进行常态化指纹等信息采集。

请叫我“航空港实验区”或“实验区”

实验区新增73平方公里代管区域

国家给的战略定位具有“国际范儿”

智能终端等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围绕“空中丝路”发展迅速

近期一个个好消息不断传来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繁忙的智能终端产业生产线

郑州高铁南站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