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临空经济”到“航空经济”

张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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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 言言言言

� “航空经济”既是一个新的经济学概念，又是我

们正在不断探索、不懈努力的发展实践。经国务院批

准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正在通过航空

物流的带动，使区域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融入以信

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浪潮。实践的丰富性和理

论上的不断创新，使“航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成为

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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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 言言言言

� “航空经济”的概念，最初是分析了民航业发展

对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强大带动作用后，由中国民航局

夏兴华先生于2011年春提出来的，国务院在2011年7

月颁发的24号文件中，引用了这个概念。

� 2013年3月，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在批准河南省政

府和民航局共同申报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规划时，经反复论证，正式明确了这一概念的定义和

内涵。

� “航空经济”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追根溯源，

是从“临港经济”—“临空经济”延伸、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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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

限限限限

� 1965年，美国的著名航空专家康威（Con-way）

在研究航空运输对经济活动影响时，就使用了“空港

经济和空港综合体”的概念。之后又有专家在研究欧

洲、日本、北美的多个空港周边产业情况时，也使用

“邻空港区”等概念。直到美国的卡萨达教授提出了

“航空大都市”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仍在不断地扩

充和丰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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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

限限限限

� 国内学者最专注于系统研究航空运输对经济活动

影响的是曹允春教授。他率先提出了“临空经济”的

概念。在《临空经济：速度经济时代的增长空间》一

书中，他对“临空经济”的定义是：“依托机场设施

资源，通过航空运输行为或航空制造活动，利用机场

的产业集聚效应，促使相关资本、信息、技术、人口

等生产要素向机场周边集中，以机场为中心的经济空

间形成了航空关联度不同的产业集群，这种新兴的区

域经济形态称之为‘临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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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

限限限限

� 这一概念有三个内涵：

�（1）空间集中：机场及周边，具有鲜明的空间指向；

�（2）要素集聚：通过航空运输与制造活动吸引包括人

口在内的要素集聚和活动；

�（3）产业集聚：相关联产业在机场周边形成产业集群。

� 更简明一些就是：机场、要素、产业，在机场周

边区域，形成一种区域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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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

限限限限

� 这种形态在国内外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如韩国的

仁川，爱尔兰的香侬等。在中国如首都机场的天竺，

正在发展中的西安阎良，湖北襄阳，淮安的涟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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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

限限限限

� 这种形态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物流成本低，通关效

率高。它非常适合周边建有保税物流和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的一些机场，更适合口岸设施完备、机场枢纽功

能强、航空物流条件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

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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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

限限限限

� 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民航

业及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仅依托机场周边来发

展“临空经济”，已不能满足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

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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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临空经济””””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的发展与局

限限限限

� 在加入国际化产业分工体系和带动大区域经济发

展方面，“临空经济”作为狭隘空间，有着难以克服

的局限性，它无法涵盖在全球航空网络平台上进行的

物流活动和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的信息流活动，无法

适应产业组织的革命性变化，涵盖不了在全球供应链

系统中的其他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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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催生催生催生催生““““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

件件件件

� 河南的耿明斋教授新近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航

空经济”作为一种由全球性垂直分工体系和网络化企

业及产业组织形式孕育，并由航空制造技术和航空运

输技术进步所催生出来的新型经济形态，不管是在技

术上还是在经济活动组织方式上，都代表着经济发展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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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催生催生催生催生““““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

件件件件

�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1）航空制造技术和航空运输技术的发展，为催

生“航空经济”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另外，航空物

流网络的形成与完善，分工的细化和市场化，物流理

念与实践的创新，集成、分拨、货代、仓储、配送、

速递等地面配套服务体系的现代化，都保证了经济全

球化条件下对货运远距离快速通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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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催生催生催生催生““““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

件件件件

� （2）技术进步、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高

度的专业化分工，引致了产业的全球垂直分工体系的

构建。企业内部对上下游产品和服务的依赖高度外部

化。过去内部流程中的一些环节因成本、市场等因素，

也转向异地（离岸）制造、服务外包。企业的生产经

营活动，往往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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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催生催生催生催生““““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

件件件件

� （3）我们过去把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行的“两

头在外”的加工制造活动，称之为“加工贸易”，但

在全球化垂直分工体系中，它与一般贸易的界限越来

越模糊，加工制造活动的上下游——原料、辅料、零

部件、元器件、总装、集成、市场都可能在遥远的异

地，甚至“两头在外”。譬如，据对郑州机场进出口

货运量的分析，在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内生产的

Iphone，其国外配件与国内配套件的重量几乎达到了

1：1。这种情况下，机场周边只提供了一个集疏和配

置的平台，大量的经济活动在广域空间进行，航空物

流也只是重要的运输载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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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催生催生催生催生““““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

件件件件

� （4）互联网的发展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以

更高的效率进行配置，它把生产经营活动与市场紧密

结合起来，它使供应链中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形

成了一个网状的价值链，甚至使消费者也加入到了产

品与服务增值的过程。在空间形态上，它需要一些重

要的节点；在物质形态上，它需要流动的载体。全球

化、广泛的垂直分工体系和网络化的产业组织形式，

对航空运输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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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催生催生催生催生““““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

件件件件

� （5）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特别是电子商务的

迅猛发展，也促进了“航空经济”形态的成长。B2B、

B2C、C2C、O2O的模式，其核心是把电子商务与速递

物流相结合，加之相应的金融支付系统，代替了渠道

商、零售商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与服务，用成本与效率

赢得了消费者。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制

造、全球采购的浪潮中，把厂商、电商、物流商及消

费者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仍然是航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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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催生催生催生催生““““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航空经济””””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的前提和条

件件件件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

效率的追求+技术革命+产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催

生了以全球化为舞台，以速度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经

济形态——航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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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1.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智能手机生产基地之一。今年底将达到1.5亿只智能

手机生产能力。航空港区的各项经济指标呈现井喷式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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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以富士康代工组装的苹果手机为例：

其研发、设计、销售的总部在美国的洛杉矶，其

配套的芯片、内存、面板、半导体材料各类零组件分

别来自韩国、日本、泰国、台湾、欧洲甚至非洲的广

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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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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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其大陆地

区的配套

也来自太

原、东莞、

深圳、北

京、淮安

等富士康

其他基地。

海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河北

山东

福建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广东广西

上海

太原

内蒙古

陕西

宁夏

四川

贵州

云南

淮安

浙江

北京

天津

重庆

深圳 香港
江苏

郑州

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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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而围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手机装配，

富士康在河南省的布局也已广布于郑州中牟、郑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开封、许昌、周口、济源、鹤壁、商

丘、南阳、洛阳、新乡等地，生产配套的产品包括模

具、夹具、冲压件、结构件、联结器、接插件、光学

仪器、刀具、电子玻璃、机器人。

� 富士康企业在河南的员工已达50万人，其进出口

额已达全省的60%左右，对全省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

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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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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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2.把全省的产业体系与航空港区连接起来的是发

达的高速公路体系、高速铁路与铁路货运网络。根据

规划，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还将成为中原城市

群城际铁路的中心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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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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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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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3.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通过铁路班列形

成12小时快捷运输圈，通过地面卡车系统形成8小时

快捷运输圈，基本覆盖北京、青岛、济南、上海、南

京、南昌、合肥、长沙、武汉、西安等中心城市。还

将通过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所开通的中欧班列，与

欧洲市场及各沿海港口连接，实现铁、公、机、海的

多式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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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铁路铁路铁路铁路12121212小时快捷运输圈小时快捷运输圈小时快捷运输圈小时快捷运输圈

卡车卡车卡车卡车8888小时快捷运输圈小时快捷运输圈小时快捷运输圈小时快捷运输圈

中欧班列中欧班列中欧班列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中欧班列中欧班列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中欧班列中欧班列中欧班列



Page  30

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4.郑州空港目前已开通了莫斯科、阿姆斯特丹、

芝加哥、安克雷奇、洛杉矶、纽约、仁川、香港、台

北、巴库、哈恩、新西伯利亚、莱比锡、法兰克福、

卢森堡、达卡等地的25条全货机航线，通过与UPS、

俄罗斯空桥、卢森堡国家航空公司等的合作，连接了

对方的地面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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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航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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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5.从郑州空港航空货运的情况分析：

（1）今年1-7月份，航空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120.97%。进港货运量的比重不断提升，说明其货运
枢纽的作用得到了发挥。

时 间

出港货

运量占

比（%）

进港货

运量占

比（%）

国际地区

出港货运

量占比

（%）

国际地区

进港货运

量占比

（%）

2013年 59.0 41.0 78.6 21.4

2014年1—7月份 51.2 48.8 59.8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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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2）从进出口货物总量中在郑州机场转关比例

情况看（扣除河南本地的进出口量和郑州本地的转关

量），进口货物转关量达81.5%，出口货物转关量达

64.3%。在其他关区均为重要机场所在地的情况下，

选择郑州机场口岸转关，决定市场选择的主因，应该

是国际运输的低成本和国内集疏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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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3）从郑州
机场航空货运

出口的货源地

看，扣除河南
省后，运量排
在前十位的分

别是上海、四
川、江苏、山
东、浙江、重
庆、广东、福
建、山西、河
北。 海南

黑龙江吉林辽宁
10河北

4山东

8福建

江西安徽湖北湖南
7广东广西

1上海

郑州

9山西

内蒙古
陕西宁夏甘肃青海

2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
新疆

3江苏

5浙江

北京
6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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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从郑州机场航

空货运进口的

目的地看，扣
除河南省后，
运量排在前十

位的分别是山

西、陕西、天
津、北京、吉
林、上海、山
东、辽宁、重
庆、湖北。 海南

黑龙江
5吉林

8辽宁河北
7山东

福建江西安徽10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
6上海

1山西

内蒙古
2陕西

宁夏甘肃青海
四川 贵州云南

西藏
新疆

江苏浙江
4北京

3天津

9重庆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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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从进出口总量

看，扣除河南

省后，郑州机

场航空物流服

务的地区排在

前十位的分别

是上海、山西、

陕西、四川、

江苏、北京、

天津、山东、

吉林、浙江。 海南

黑龙江
9吉林辽宁河北

8山东

福建江西安徽10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
1上海

郑州

2山西

内蒙古
3陕西

宁夏甘肃青海
4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
新疆

5江苏

10浙江

6北京

7天津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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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关于转关情况和郑州机场航空物流覆盖区域的分

析，涉及到相关地区的产业结构、开放程度、进出口

结构、交通条件、与河南经济的协作情况等，认真追

踪并深入分析下去，对我们发展航空经济是很有价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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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4）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目前还在进行

几项重大创新：

第一，建设电子口岸，推进全省海关监管体制创

新和信息化，实施区港联动、区区联动，促进实现通

关便利化，真正使机场的口岸功能、航空物流功能服

务全省的广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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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第二，以航空物流和中欧班列为平台，构建“一

路一带”的综合物流枢纽和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为亚

太地区经济繁荣与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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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单击此处添加

段文字内容

� 第三，创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E贸易）郑州模
式。其中进口流程为：

消费者网购消费者网购消费者网购消费者网购

电商跨境集中采购电商跨境集中采购电商跨境集中采购电商跨境集中采购

境外海关监管清关境外海关监管清关境外海关监管清关境外海关监管清关

航空物流跨境运输航空物流跨境运输航空物流跨境运输航空物流跨境运输

港区保税物流中心分拨港区保税物流中心分拨港区保税物流中心分拨港区保税物流中心分拨

海关依法监管清关海关依法监管清关海关依法监管清关海关依法监管清关

速递物流速递物流速递物流速递物流24小时送达小时送达小时送达小时送达

区内体验区内体验区内体验区内体验、、、、
展示展示展示展示、、、、直销直销直销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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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单击此处添加

段文字内容

� 出口流程为：

境外消费者网购境外消费者网购境外消费者网购境外消费者网购

电商下单国内采购电商下单国内采购电商下单国内采购电商下单国内采购

物流商国内运输物流商国内运输物流商国内运输物流商国内运输

进入保税物流区域进入保税物流区域进入保税物流区域进入保税物流区域

邮递邮递邮递邮递/快递公司跨境运输快递公司跨境运输快递公司跨境运输快递公司跨境运输

境外海关监管清关境外海关监管清关境外海关监管清关境外海关监管清关

目的地速递物流派送目的地速递物流派送目的地速递物流派送目的地速递物流派送

海关监管清关海关监管清关海关监管清关海关监管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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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践情况分析

� 可见，航空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电子信息技术的

进步和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依赖通关便利化的机制创

新。同时，也为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提供了新的机会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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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

� 1.通过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实践与探索，

我们认为航空经济的定义应该是：

“以航空枢纽为依托，以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为支撑，以提供高时效、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和服

务并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为特征，吸引航空运输业、高

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

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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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

�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定义中，一些关键词有很强的

规定性，即：航空枢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时效、

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参与国际市场分工，

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航空运输业集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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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

� 2.航空经济的内涵可以概括为：

（1）对航空枢纽功能、航空运输业技术进步和

航空物流集成作用的依赖是航空经济发展的基础；

（2）必须有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强力支撑；

（3）适应全球化的需求，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

国际性：�其生产过程是开放性和国际性的，需参与

国际产业分工，进入全球性垂直分工体系。�其市场

是开放性和国际性的。�把全球供应链组织起来的物

流运输是开放性和国际性的。其中构建连通国际的航

空运输网络是航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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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

� （4）产品和服务的特质一般应满足高时效、高

质量、高附加值的要求；

� （5）其布局应不局限于“临空”，而应在广域

空间展开，应在引领区域经济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

企业和产业组织形式演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功能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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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

� 3.回顾国务院批准的规划中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的五个战略定位：

（1）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2）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

（3）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

（4）现代航空都市；

（5）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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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由“临空经济”走向“航空

经济”，已跨过了一段不短的路程。

航空经济既是经济活动的新形态，也是经济成长

与发展的新动力，它对河南经济由传统走向现代，正

发挥着强大的引领和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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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航空经济的定义与内涵

我们要向“临空经济”理论的建树表示致敬！它

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攀升的阶梯。也要向

支持我们不断探索的中国民航界的领导、专家、同事，

向为创造“航空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的企业和领导

者、实践者们致敬！这一探索目前仍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