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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依托自身航空枢纽
优势，开通“郑州—卢森堡”国际
货运航线，架起了横贯中欧的货
运“空中丝绸之路”，构建以郑州
为中心，连接欧亚美三大洲的国
际航空货运网络，闯出了一条中
原对外开放的新路。

这几天，河南郑州机场的一
批批进口生鲜货物正加紧报关、
转运，国际货站里十分忙碌。郭
黎民是代理生鲜货品运输中规模

做得最大的物流企业负责人，眼
下天气不断升温，国内市场需求
也在增加，在转运环节，小郭一刻
都不敢耽搁。

2013年，郑州航空港成为国
务院批复的唯一一个国家级的综
合实验区。面对国家大政策的利
好，小郭从国企辞职，来到航空港
做物流生意，但他没想到，当时郑
州机场每周只有一班国际航班，
可做的生意少得可怜。两年下

来，他已经想打退堂鼓了。
郭黎民：当时没办法就逼着

自己，把积蓄拿出来一部分，把股
票的钱折现，用于公司的发展、员
工工资的发放。

小郭遭遇创业低谷的这两
年，其实也正是河南省发展航空
货运的艰难起步阶段。2013年左
右，欧洲最大的全货运航空公司
卢森堡货航宣布向外出售股权。
得知这一消息，一直渴望发展航
空货运的河南省委、省政府当即
委派人员前去谈判。

河南省副省长 徐光：河南不
靠海、不延边，我们就一条跑道飞
蓝天。多年来，我们多少代河南
人都怀揣一个航空梦，所以要实
现这个梦想，摆在面前这个有利
机遇必须抓住。

2013 年 1 月，河南民航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决定参与收购卢货
航的全球竞标。2014 年 1 月 14
日，河南航投在竞标中力挫群雄，
收购了欧洲最大的全货运航空公
司——卢森堡货航的 35%股权，
更加令竞争对手感到意外的是，
此次收购，河南航投是以 2.1625
亿美元的最低价最终完成的。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明超：我觉得是我们的
方案好，当时我们提出来一个双
枢纽战略的方案，就是我们郑州
是卢货航进入亚太地区的一个枢
纽，卢森堡是我们郑州进入欧美
市场的一个枢纽和郑州航空货运
市场的培育。

卢森堡驻中国大使 俞博生：
我们所看重的也正是河南方面提
出的“双枢纽”战略，这个战略将
使我们双方都会最大程度受益。
所以认可了他们给出的低价。

2014 年 4 月 23 日，中卢双方
签下股权交割协议。2014年6月
15日，“郑州—卢森堡”国际货运
航线开通，架起横贯中欧的货运

“空中丝绸之路”。随后在 2015
年，开通卢森堡—郑州—芝加哥、
郑州—米兰两条洲际货运航线；
今年 4 月 3 日，再开卢森堡—郑
州—布达佩斯的国际货运航线。

短短5年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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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等14
个城市，运输网络覆盖中国几乎

所有省份的重要城市和欧美亚三
大洲的 24 个国家 100 多个城市，
已基本形成以郑州为中心、连接
欧亚美的国际航空货运网络。

郭黎民：第一次来航班的时
候好激动，当时从宾馆出来一边
抽烟一边流眼泪，就觉得好像终
于等到这个机会了。虽然很困
难，但是不觉得苦，就觉得这个事
儿对了。

从 2014 年至 2018 年，卢森
堡货航共实现利润 4 亿美元，郑
州—卢森堡航线货运量以 10 倍
速度发展，国际货运量对郑州机
场货运增长量的贡献率达 79%。
2018年郑州机场完成国际货邮吞
吐量居全国第四，国际航空邮件
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河南省机场集团副总经理
康书霞：7 月份我们还要开通郑
州—洛杉矶的全货机航班。另
外，我们还与其他货运航空公司
积极地商洽，计划开通到南非、南
美，包括郑州到以色列特拉维夫
的全货机航线。这样我们的全货
机枢纽网络就更加完善，这也是
构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一个先
决条件，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条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裴
蕾 覃岩峰）5月18日，市政府召开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攻坚
周例会。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
出席会议并要求，把改革攻坚作
为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试金
石”，始终保持韧劲、钻劲和拼劲，
以志在必成的信心和决心推动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 100个工
作日内，打造政务服务的郑州速
度、郑州样本、郑州模式。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鹏
主持会议。

王新伟充分肯定了第一阶段
的攻坚成果。他指出，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郑州特色”和“四问四标”工作要求，
锐意改革、打破藩篱、再造流程、优
化服务，合力推动营商环境全国一
流、全省领跑。

王新伟要求，要保持攻坚的韧
劲，以刀刃向内、舍我其谁的气魄抓
改革，只要发展有需要、群众有需
求，就大胆试、大胆改，打造人无我
有、特色鲜明的“郑州样本”。要保
持攻坚的钻劲，聚焦多规合一、区域
评估、流程再造、系统建设、联合审
查等重点环节，钻进去、跳出来、创
优势，人人争当专家权威、争做行家
里手。要保持攻坚的拼劲，攻坚组

要当好出卷人、阅卷人，职能部门要
当好答卷人、执行人，步调一致抓改
革攻坚、抓成果落地，切实让审批在
清单内规范运行、在系统上透明运
行、在监管下有序运行。

王新伟强调，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是系统工程，各项攻坚
任务要把握整体性、突出联动性、强
化时序性，健全完善日研判、周调
度、两周例会制度，专人专班专职落
实改革成果，积小胜成大胜，以小突
破带动大改革，确保新流程、新机制
如期全面运行，以实际成效助推国
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为“中原更
加出彩”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裴蕾 覃岩峰）5月 18日下
午，我市召开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执委
会第八次工作会议，贯彻落实
近期国家民委、省委、省政府
领导对于民族运动会筹备工
作指示精神，听取执委会各部
室工作汇报，对下一阶段筹备
工作进行再动员、再安排、再
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执
委会主任王新伟出席会议并
讲话。

市领导焦豫汝、谷保中、
王鹏、杨福平、孙晓红、吴福民、
马义中、王万鹏参加会议。

在听取了大型活动部民
族大联欢筹备方案，以及执委
会各部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后，王新伟指出，办好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党
中央、国务院交给我们的一项
政治任务，执委会各部室要站
在民族大团结的政治高度，增
强责任意识、机遇意识，凝心
聚力、精心准备，办出水平、办
出特色，以高质量体育盛会展
示出彩郑州的良好形象。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王新伟
要求，要以一流的标准强力推
进、一流的水平奋力冲刺、一
流的业绩塑造辉煌。要突出
重点工作。项目建设要精之
又精，切实做到工程项目建精
品、城市管理抓精细、文明创
建见精神。工作方案要细之又
细，做加法，体现周到细致；做
乘法，智慧化、集成化、系统化
实施；做除法，化解堵点痛点矛
盾点；做减法，节俭办会。安全
上要严之又严，切实做好安全
生产、信访稳定、安全保卫等工
作。舆论宣传要广之又广，力
求在广度上、深度上、高度上
增强影响力、传播力。工作推
进要实之又实，加强领导，提
高效率，注重质量，强化考评，
确保有序、有力、有效推进各
项筹备工作。

会前，王新伟还带队实地
调研郑东新区龙湖水上基地
项目建设情况，叮嘱相关单位
一定要以工程质量为核心，加
快工程进度，以精益求精的匠
心精神，打造经得起实践和时
间考验的精品工程。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
艳竹）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
孙喆近日率领哈尔滨市考察团来
郑，就我市城市规划建设等情况考
察交流。副市长史占勇陪同考察。

考察团一行首先来到航空港
实验区城市会客厅，听取航空港
实验区总体概况介绍，观看规划

宣传片并听取六大功能片区介
绍，随后参观双鹤湖中央公园和
园博园。在 CBD千玺广场，考察
团登上58层俯瞰郑东新区城市景
观，听取东区规划建设及重点项
目情况介绍。最后，考察团一行
来到龙湖金融岛展厅，听取龙湖
金融岛规划建设情况介绍。

考察团成员对我市在城市规
划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高
度评价，对郑州展现出的良好发
展前景表示称赞，同时希望双方
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增进
友谊，相互学习借鉴，加强交流合
作，携手共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
发展。

央视点赞郑州航空货运枢纽建设:

闯出一条中原对外开放的新路

18日早间，央视《朝闻天下》以《郑州：依托国际航线 建设货运
枢纽》为题，用时5分21秒点赞郑州依托自身航空枢纽优势，开通
“郑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架起横跨中欧的货运空中丝绸之路，
构建以郑州为中心，连接欧亚美三大洲的国际航空货运网络，闯出了
一条中原对外开放的新路！

市政府召开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攻坚周例会

保持韧劲钻劲拼劲
打造政务服务“郑州样本”

我市召开民族运动会执委会工作会

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展示出彩郑州良好形象

哈尔滨考察团来郑考察城市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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