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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1 日 10 时 18 分，满
载服装、布匹等日用品的 X8024 次中
欧班列 （义乌至马德里） 从铁路义乌
西站驶出，标志着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总数已达到 2000 列。中欧班列从第 1
列到第 500 列，历时 4 年；从第 501
列到第1000列，历时7个多月；从第
1001 列到第 1500 列，历时 5 个月；
从第 1501 列到第 2000 列，仅用时 3
个半月。

近年来，中国铁路总公司坚持把开
好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举措，加强与有关地方政府和沿线国
家铁路的沟通协调，加大中欧班列组织
力度，逐步完善服务保障措施，促进了
中欧班列运量大幅增长，中欧班列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开行数量和范围
不断扩大。

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实现了爆发式
增长，在2015年开行列数增长2.7倍的

基础上，今年继续成倍增长，上半年共
开行 619 列，同比增长 150%。在今年
5月15日实施的新运行图中，铁路总公
司继续增加中欧班列运能，新增中欧班
列线路 13 条，总数达到 39 条，覆盖范
围不断扩展，目前中国境内稳定开行中
欧班列的城市已达 16 个，到达欧洲 8
个国家12个以上城市。运到时限大幅
压缩。

为保证运到时限，在铁路总公司和
铁路局两级调度设立专人，负责中欧班
列箱源调配、运行盯控、中转集结等工
作，按高于客车等级安排中欧班列开
行，中欧班列日均运行1300公里，正点
率接近 100%；全程运行时间大幅压
缩，最快12天抵达欧洲，运输时间仅为
海运的 30%左右。今年铁路总公司继
续对中欧班列国内运价实施优惠政策，
运费比平均运价降低了 30%以上。大
力协调沿线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

给予了欧洲段班列运价优惠，大幅降低
全程物流成本。

目前，中欧班列全程运价较开行之
初已下降 20%以上，达到开行以来的
最低水平，仅为空运价格的 1/5，受到
了沿线国家政府和企业的欢迎。铁路
总公司大力开展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建
设，修订完善了品牌建设方案，由“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中
欧班列品牌建设方案，启用了中欧班列
品牌标识。

6 月 8 日，统一品牌中欧班列从重
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苏州、东莞、
义乌八个城市顺利始发，6 月 20 日，在
波兰成功举行了统一品牌中欧班列首
达欧洲仪式。铁路总公司不断加强境
外经营网点建设，专门组织调研组，赴
波兰马拉舍维奇、德国奥德法兰克福、
立陶宛考纳斯调研物流网点方案，进一
步摸清了境外货源情况。充分发挥铁

路网络优势，通过实施价格优惠、运行
安全正点、提供全程服务等措施，大力
吸引和集聚中欧班列货源。

目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由
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 IT 产品逐步
扩大到衣服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
萄酒、咖啡豆、木材、家具、太阳能设备、
化工品、机械设备等。针对返程货源组
织难度大的情况，加强与沿线国家铁路
和物流企业合作，以境外汽配、汽车、木
材等物流项目为主，积极参加国际招
标，共同开发返程货源。

2016 年，回程班列继续保持良好
发展态势，截至 6 月底，共开行了 209
列，同比增长 318%，达到去程开行列
数的 50%。随着运营模式日趋成熟完
善，中欧班列作为一种绿色环保、安全
快捷的国际物流新方式，受到了国内外
政府企业广泛关注和欢迎，正在加快成
长为国际知名的物流品牌。

3个多月来从1501列增加到2000列

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本报记者 齐 慧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俄罗
斯提出“欧亚大通道”战略，蒙古国提出“草
原之路”倡议，这些重大战略为挖掘古老的

“万里茶道”文化，开发中俄蒙跨境旅游合
作创造了新的机遇。如何让“万里茶道”焕
发出新的活力？日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
开的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论坛上，
与会官员、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和交流。

“万里茶道”起源于中国福建武夷山
下，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内蒙
古向北延伸，抵达蒙俄边境的通商口岸
恰克图，通往中亚和欧洲各国，全长 1.3
万公里，是一条中国连接俄罗斯乃至欧
洲腹地的重要古商道。在这条横跨亚欧
大陆，绵延万里的运茶商道上，中俄蒙三
国相邻、历史久远、民族众多，旅游资源
独特而丰富。

“中俄蒙三国互为重要的旅游客源
国和旅游目的地，旅游市场潜力巨大，发
展前景广阔。”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局局长
魏国楠表示，内蒙古与俄罗斯和蒙古国
有 4261 公里的边境线，有 18 个国家级
对外开放口岸，其中 3 个对俄口岸、5 个
对蒙口岸开通了边境旅游业务。数据显
示，中俄蒙三国跨境旅游交流规模每年
超过 500 万人次。2016 年 1 月至 5 月，
俄、蒙旅游市场均出现大幅增长，涨幅分
别达到41.4%和13.1%。

蒙古国环境绿色发展与旅游部旅游
政策协调局局长巴·玛日嘎德表示，中蒙
两国地理相近、历史相融，通过跨境旅游
的进一步交流合作，将为两国友谊持续
创造条件，更为两国旅游合作发展提供
良好机遇。

俄罗斯联邦旅游署署长萨福诺夫·

奥列格·彼得罗维奇表示，俄罗斯有着独
特的欧洲异域风情，中俄蒙三国旅游资
源互补，三方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与会专家表示，建立中俄蒙“万里茶
道”跨境旅游体系，三方应共同规划、联
合建设、共同经营，在世界区域旅游市场
中，打造出有特色的、世界级的跨境合作
旅游品牌，建成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旅游共同体”。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示，希望
三方深化在旅游品牌设计、旅游产品推
广上的国际合作，让“万里茶道”成为连
接三方的纽带，在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
和三方人文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
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说，中俄蒙
三国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万
里茶道”沿线旅游安全保障，共同提升旅

游服务质量，推动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俄罗斯人民友谊商业旅游学院教

授、国际住宿与旅游培训协会副会长吉
哈伽勒·斯威特拉娜·瓦西里耶芙娜说，
做好“万里茶道”沿线的旅游工作，扩大
旅游市场，应在对旅行社提供便利的同
时，适当考虑推出更多针对个人游的支
持政策。蒙古国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沙·额格西格也有同样的观点。她表示，
三方应加强沟通，共同推动简化签证手
续，推进跨境旅游合作项目，提升旅游品
质，让“万里茶道”沿线旅游带动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

南开大学旅游学院院长白长虹认为，
中俄蒙三国通过建立旅游合作机制，达成
旅游合作共识，共同开发“万里茶道”国际
旅游品牌线路，未来，“万里茶道”将从百
年沉寂中醒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国专家深入探讨如何打造“一带一路”“欧亚大通道”和“草原之路”——

中俄蒙共绘“万里茶道”旅游图
本报记者 郑 彬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经公安
部批复同意，自 8 月 1 日起，广东公安机
关将正式实施支持广东自贸区建设和创
新驱动发展的16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为
外籍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出
入境和停留居留便利。这 16 项措施主
要涉及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永久
居留证签发等方面，其中 6 项适用于广
东自贸区，10 项适用于广东全省（包括
广东自贸区）。

此次出台的出入境政策措施主要针
对广东自贸区建设及创新驱动发展中外
籍高层次人才、留学归国创业外籍华人、
外籍青年学生和投资人员四大类外籍群
体的迫切需求，着重解决制约吸引和聚集
各类外籍人才的政策瓶颈。主要包括简
化广东自贸区认定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手
续，加快审批进程；对在广东自贸区创新

创业团队的外籍成员和自贸区企业选聘
的外籍技术人才试点实施永久居留积分
评估制；支持外籍青年学生来广东自贸区
创新创业；降低在广东自贸区投资人员申
请永久居留投资标准；允许外国留学生在
我国高等院校毕业后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支持广东省向国务院申请实施部分国家
人员 144 小时过境免签并实现广东陆、
海、空港口岸过境免签政策联动等。

与现有出入境政策相比，新出台的
政策有许多突破和创新：一是允许在广
东出生或原户籍为广东的外籍华人申请
办理5年以内签证、居留证件；二是允许
全省范围内外籍高层次人才和港澳台高
层次人才聘雇外籍家政服务人员，满足
其家庭生活需求；三是允许因紧急事由
来粤就读的中小学校外国学生，申请口
岸签证和居留证件；四是降低自贸区外

国投资者申请绿卡的门槛。
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指出，16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落地实施，对提升广东
省外国人出入境便利水平，优化广东省人
才发展环境，吸引和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
到广东省创新创业，继而推动广东自贸区
建设、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粤港澳
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加速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实施步伐具有重大意义。

涉及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永久居留证签发等多个方面

广东16项出入境新措施吸引外籍人才

6月29日，中欧班列（南京—莫斯科）从江苏省南京市首开。中欧班列（南京—莫斯科）的开行，是全国国际班列中首次以
莫斯科为目的地的班列，对拓展中俄贸易、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将发挥重要作用。根据目前对中欧班列货源需求的调研，大
约有60%左右来自江苏地区。出口货物以家电、电子产品、建材、轻工、铁路和高铁配件等为主。经过中俄各方共同研判，中
欧班列（南京—莫斯科）在首次开行后，将在年内实现两周一班，年底前到明年初有望增至每周一班，努力为促进外贸稳定增
长提供重要支撑。图为在南京北站，中欧班列（南京—莫斯科）首班列车整装待发。 （新华社发）

乌鲁木齐—喀山航线8月4日开通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
（APMEN） 第二次公私对话会近日在上海举行。9 个 AP-
MEN 成员经济体代表和 APMEN 观察员经济体代表，以及
亚太地区贸易监管部门、企业和研究机构代表出席会议。

APMEN 是 2014 年 11 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十二次领导人会议批准实施的一项贸易便利化
倡议，旨在推进亚太地区主要贸易口岸数据互联、互通、互
用。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
越南等成为第一批APMEN成员，其运营中心设在上海。

会议就 APEC 经济体电子口岸法律政策框架、单一窗
口系统案例和 APMEN 试点项目等三项议题开展了讨论。
APMEN 运营中心回顾了 APEC 经济体电子口岸的法律政
策框架，并与各界代表探讨如何在法律政策层面创造有利
于贸易便利化的外部环境，推动电子口岸的发展和贸易便
利化项目的实施。

与会的APMEN成员和观察员代表分享了其主要口岸运
用单一窗口系统等手段促进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互联互通的
最佳实践案例。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港、加拿大温哥华
弗雷泽港、上海电子口岸、新加坡 CrimsonLogic 科技公司
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当地口岸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包括发展港
口互联互通、运用海关数据和促进单一窗口建设等。

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对话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总投资16亿欧元的斯
道拉恩索广西北海林纸一体化项目首期工程日前在广西北海
铁山港临海工业区正式投产。该项目是广西目前最大的利用
外资项目。

据悉，首期工程主体项目年产 45 万吨高档民用纸板机
生产线投资额为8亿欧元。该项目采用了世界一流的生产设
备和技术，包括世界顶尖的水处理和空气过滤系统，旨在打
造环境友好型企业。

据介绍，北海林纸一体化项目首期所生产的主要终端产
品为液体包装纸板 （LPB），全球三分之一的液体包装纸盒
采用斯道拉恩索纸板。目前，在中国市场该种产品超过
80%依靠进口。“这是斯道拉恩索集团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海外投资项目，也是建设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斯道拉恩
索集团高级副总裁江澜剑表示。

中欧北海林纸一体化项目投产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韩丽报道:青岛西海岸新
区中德生态园与德国庞巴迪 PRIMOVE 有限公司近日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国内首条无线充电实验线项目。这是
目前亚洲首条、世界功率最高的 200 千瓦无线快充巴士公
交线路。

据悉，德国庞巴迪公司是全球公共交通技术引领者，其
大功率无线充电系统的充电速度，远超目前国内纯电动巴士
广泛使用的 80 千瓦有线充电系统，使得无线充电不仅可以
在城市微循环线路中使用，也适用于主干线公交线路以及有
轨电车等轨道交通。目前，使用这种大功率无线充电系统的
巴士已在柏林、曼海姆等地累计运行超过25.5万公里。

据悉，庞巴迪无线充电实验线项目将分别建设中距离、
短距离试验线各一条，预计可供 20 辆无线充电巴士运行。
该系统包括安置于充电站点路面下的车辆识别系统、无线充
电基础设施，以及位于巴士上的能量接收器、储能电池、电
驱动系统等。

中德将在青岛建首条无线充电实验线

7月28日，亿赞普集团、丝路亿商公司与吉布提国家财政
部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宣布将共同建立吉布提丝路国际银
行。吉布提位于亚丁湾西岸，是“一带一路”海上西线的关键
点。图为嘉宾在合作仪式上签约。 （新华社发）

本版编辑 廉 丹

本报讯 记者马呈忠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发
布消息称，由新疆中国国际旅行社与天津航空公司合作推出
的乌鲁木齐直飞俄罗斯喀山的航线将于8月4日开通。每周
执飞周一、周四两个班次，执飞机型为空客 A320，机上
170个座位全部为经济舱。

据悉，近年来，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接待外国游客数
量保持年均12%的增长，其中中国游客数量增长速度更是达
到 30%。其首府喀山市作为俄罗斯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旅
游城市之一，不仅是列宁的故乡，同时也是俄罗斯伊斯兰教
文化的发源地，其民族特色餐饮、文化历史、自然风光等对
中国游客特别是新疆游客具有较大吸引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副局长古丽·阿不力木表示，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旅游对外开放的步伐正在
加快。即将开通的乌鲁木齐—喀山旅游包机航线，将进一步
加强新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旅游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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