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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商务厅
印发了《河南省商务厅支持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加快发展
的若干措施》。记者从《措施》上
看到，省商务厅出台的措施共 30
条，范围涉及协调解决扩大开放
重大问题、助推招商引资扩量提
质、增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巩固
提升跨境电商支柱地位等。

根据《措施》，省商务厅将推
动郑州航空港区与河南自贸试
验区联动发展，支持航空港区探
索申建“空中丝绸之路”自由贸
易港。

在我省组织参加的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国
家级重大经贸活动和组织举办的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
国际性经贸交流活动、区域开放合
作活动中，省商务厅将郑州航空港
区借助大会平台举办经贸交流、项
目推介、客商拜访等活动。

省商务厅将积极推荐来豫访
问客商到郑州航空港区考察。指
导支持航空港区组建招商小分队
开展产业招商、精准化招商；利用
重大经贸交流活动、投资促进网
络平台，发布郑州航空港区重点
招商项目，精准对接、引进国际航
空产业及配套产业项目；支持航
空港区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
总部型机构，落实相关奖励措
施。发挥省级招商引资专项奖励
资金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对引进
落户航空港区的与功能相关的产

业项目，在一般奖励标准的基础
上增加50%。

省商务厅将指导支持航空港
区研究制定跨境电商发展规划，
协调推动完善新郑综合保税区功
能，以扩大出口为主、完善进口为
辅，优化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加
快“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支持“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
台接入各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做
大做强 9610模式，支持更多企业
应用 9710、9810等新型监管模式
通关。

省商务厅将支持航空港区加
快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打
造多式联运、高效集疏的国际航
空物流中心，将枢纽优势转化为
物流优势、产业优势。

省商务厅将支持航空港区加
密国际冷链航线，提升进口肉
类、水果、冰鲜水产品等口岸功
能，完善多功能、标准化、国际化
冷链物流设施，创建省级冷链物
流示范园区；支持航空港区引进
国内外大型冷链物流服务集成
商，设立全国性物流总部基地和
区域性集散分拨中心，提升国际
冷链资源配置能力，打造国际冷
链物流枢纽。

省商务厅将支持郑州航空港
区吸引 DHL、FedEx等国际知名
物流集成商在郑州机场开辟货运
航线，引进知名电商平台、快递物
流企业布局全国物流集散中心和
高层级仓储配送中心，创建省级
电商、快递物流示范园区，完善快

递全国集疏和区域配送网络；推
动快递物流和航空、铁路、公路运
输行业联动发展，发展高铁快件
运输，打造国际快件集疏分拨中
心和全国重要的快递物流中心；
加快推进中通、安博、丰树等大项
目建设，争取早日投产达效。

另外，省商务厅将在发展壮
大现代服务业、推动会展业加快
发展等方面支持航空港区，包括
支持举办“空中丝绸之路”国际航
空货运高峰论坛等与郑州航空港
区发展关联度大、产业契合度高
的品牌展会，会同郑州市政府、航
空港区管委会积极与国家有关部
委、全国性商协会沟通，争取国家
级流动展在郑州新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 记者 王军方

本报讯 五一小长假将
至。4月 26日，记者从航空港
区交警大队了解到，5月1日~5
日，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预计
4月30日下午及晚上、5月1日
上午、5月5日下午及晚上高速
公路和部分道路将会迎来自驾
出行高峰。

航空港区交警大队预判
如下：

4月30日上午至17时，随着
航空港区企业放假，预计华夏大
道与云港路交叉口、华夏大道枣
园公交场站、雍州路沿线各地铁
站口将会出现短时高峰。

5月 1日~5日，预计前往
园博园、双鹤湖中央公园游玩
人数增多，园博园周边预计在
11时、16时前后会出现短时高
峰，商登高速园博园站、梁州大
道、苑陵路交通压力较大。

因假期高速通行免费，预
计在出行和返程高峰的4月30
日下午、5月1日上午机场高速
收费站、航空港区北收费站上
站口会出现短暂通行高峰，5
月 5日下午机场高速收费站、
航空港区北收费站下站区域极
有可能发生交通拥堵。

航空港区交警提醒：五一

假期期间，航空港区交警将不
间断开展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查
处，请广大交通参与者遵章守
法，不要超速、超员、疲劳驾驶，
切勿酒后驾车、无证驾驶。如
遇交通拥堵，可提前换行其他
路线。驾车时避免因争抢时间
超速行驶、强超强会。请文明
驾驶、规范停车，服从交警指
挥，遇道路拥堵请耐心等待，不
要占用应急车道，不要借道超
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不要穿
插等候车辆，以确保安全。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耿楠楠

本报讯 今年一季度，航空
港区跨境电商进出口持续保持
高速增长态势，实现一季度“开
门红”。据统计，1~3月份，航空
港区共完成跨境电商进出口单
量 3845.21万单，货值 33.01亿
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27.67%和87.87%。

年初以来，面对国内外错
综复杂的经济形势，航空港区
一手紧抓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一手强抓产业生态营造，积
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业务模
式，实现跨境出口产业发展新
突破。

航空港区助推阿里·速卖
通、亚马逊、eBay等全球主要电
商平台加大业务开展力度。第
一季度，“菜鸟·郑欧班列号”的
集装箱业务增加 126.09%，货值
增加 72.96%，成为拉动航空港
区跨境出口业务快速发展的主
力军。

航空港区推广“跨境出口+
口岸进口”的双循环发展模
式，开展东南亚包机业务。继
郑州—吉隆坡专线之后，郑
州—曼谷专线共完成 30 班
次、269.76万单。

航空港区加大河南本土的
发制品、服装、玩具和体育用品
等产品的推销力度，并通过
“9710”（跨境电商 B2B直接出
口）和“9810”（跨境电商出
口海外仓）跨境电商新业
态，拓展海外市场，带动河
南 地 方 经 济 发
展。第一季

度，全区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完
成 2113.6万单，货值 6.39亿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42.93% 和
210.19%，成为拉动电商产业增
长的主要力量。

航空港区引入抖音直播平
台入区，通过“保税仓+直播”的
新营销模式，让在线购物者跟
随网红主播直入保税仓、直面
跨境商品、直观性能品鉴，了解
综保区内优质进口商品信息，
在消费者体验感不断提升的同
时形成新的消费群体，跨境电
商业态得到丰富。第一季度，
全区跨境电商进口达到1731.61
万单，货值 26.62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61.43%和 71.52%，继去
年高速增长之后，再次呈现发
展高潮。

航空港区实践“订单式”人
才培养模式，通过与跨境电商企
业、高职院校、线下园区等多方
合作，引入亚马逊出口、阿里国
际跨境电商人才培训孵化项目，
进一步实践“订单式”人才培养
模式，培育跨境电商企业循环生
态链，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杨宇 李源/文 马国樑/图

省商务厅出台30条措施
助推航空港区发展

五一假期
园博园周边将出现短时车流高峰

本报讯 4月26日，记者从
航空港区公交公司了解到，4
月 28 日开始对 611 路、625
路、637路、639路公交进行优
化调整。

611路线路调整后，起止
点为长安路桥航路——机场
T2航站楼，单程 9.7公里，适用
IC卡类型为A、B、C、D，票价 1
元，首末班时间为 6时 30分~
20时。增设站位：长安路桥航
路、桥航路长安路（下行）、长

安路洞庭湖路、长安路慈航
路、长安路鄱阳湖路、长安路
远航路、长安路始祖路。撤
销站位：始祖路公交站、综保
区海关、始祖路长安路。途
经道路：桥航路、长安路、迎
宾大道。

625路、637路调整为定时
定点线路，让乘客能够更加明
确公交到站信息，有针对性的
乘车，节约候车时间。

639路停运。由于郑州地

铁城郊线航空港区北站已于
2020年 12月 12日启用，航空
港区北部企事业单位人员、中
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员
工、郑州市民及实验区居民往
来于人力资源产业园上下班和
办理业务出行需求得到解决。
为合理配置车辆资源，航空港
区公交公司拟于4月28日停止
639路运营。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赵金海

航空港区4条公交线路调整

引入抖音直播
航空港区跨境电商实现“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