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我国
与欧洲及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发展迅速，
物流需求旺盛。中欧班列开行 6 年多来
发展势头迅猛，辐射范围快速扩大，货物
品类逐步拓展，开行质量大幅提高。截至
2017 年 4 月 15 日，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
3682列。

中欧班列怎样跨越上万公里的旅程，
又将怎样改变中欧经贸版图？经济日报·
中国经济网记者日前访问 5 座城市，从货
源地到西部边境口岸，追溯中欧班列发展
的历史进程，考察其在中欧贸易往来、促
进中欧民间文化交流的发展以及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46 条线路提供运力支撑

自 2011 年开行以来，中欧班列形成
了安全快捷、绿色环保、受自然环境影响
小等综合优势，已经成为国际物流中陆路
运输的骨干方式，为贯通中欧陆路贸易通
道，实现中欧间的道路联通、物流畅通，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运力保障。

近年来，中国铁路总公司以提高中欧
班列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率为中心，以优化
服务、提供有效供给为主线，加大了对中
欧班列的组织力度，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
和沿线国家铁路部门的沟通协调，优化运
输组织，完善服务保障措施，努力降低全
程物流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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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欧班列初步形成西、中、东 3
条中欧铁路运输通道，铺画了中欧班列运
行线 46 条。截至 2017 年 2 月底，国内开
行城市增加到 27 个，到达欧洲 11 个国家
28 个城市。中欧班列开行数量也实现了
爆发式增长。2016 年，中欧班列共开行
1702 列，同比增长 109%。2017 年一季度
中欧班列开行 593 列，同比增长 175%，回
程班列 198 列，同比增长 187%。2017 年
全年计划开行 2200列，将创下历史新高。

中欧班列在降低物流成本、压缩货运
时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中铁集装箱
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刘
锡林介绍，中欧班列日均运行 1300公里，
正点率接近 100%，最快 12 天抵达欧洲，
运输时间是海运的三分之一；中欧班列全
程费用较开行之初已下降了 30%，仅为
空运价格的五分之一。

通过实施价格优惠、确保运行安全正
点、提供全程服务等措施，中欧班列运输货
物品类日益丰富，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
等IT产品逐步扩大到服装鞋帽、汽车及配
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家具、机械设备
等品类。刘锡林表示，随着电商邮包货源
上班列，中欧班列货源品类将更加丰富。

出口货物规模大幅提升，回程班列也
在快速增长。汉新欧国际物流公司总经
理武光明以武汉中欧班列的情况为例说
明了这种变化。“2014 年中欧班列（武汉）
刚运行时是定制班列，只有去程没有回
程；2015 年开始有回程班列，开始时有空
仓，几个月后就持续爆仓。我们也不断增
开回程班列，从每两周一列逐渐增加到每
周两列。”武光明说。

武光明介绍，通过加大回程货源组织
力度、及时增铺回程班列线路、完善境外
还箱政策、降低用箱成本等方式积极吸引
回程货源，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将中欧班
列作为物流供应链的重要选择，回程货物
品类日益增多。2016 年共开行回程班列
572 列，同比增长 116%；今年 1 月份至 3
月份共开行 198 列，同比增长 187%，达到
去程班列的 50%。

阿拉山口市是中欧班列西部通道出
境前的最后一站，目前已有成都、重庆、义
乌、西安、郑州等地始发的 9 列班列经由
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阿拉山口车站货运
车间联运值班员加依拉·霍前对中欧班列
的成长和变化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中

欧班列的运单从 2011 年一天 1 批，到现
在一天 6 批，从以前一天 40 多张，到现在
300 多张。“祖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等国
家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钢铁丝绸之路’
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加依拉说。

“一关两检”提升通关效率

2016年 10 月 8日，国家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中欧
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
出到 2020 年中欧班列年开行 5000 列左
右，回程班列运量明显提高；方便快捷、安
全高效、绿色环保的全程物流服务平台基
本建成，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为促进中欧及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我
国充分利用多双边机制，推动与沿线国家
铁路、海关、检验检疫等方面合作，简化国
际铁路运输过境手续，畅通国际物流通
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乌鲁木齐铁路
局对外合作处处长王中才介绍，中哈两国
铁路部门协调班列在口岸交接、换装、通
关、接续运行等方面提高效率，固化时间
节点并铺画哈萨克斯坦境内运行图，实行
全程一张图运行组织，进一步推动了物流
企业间的跨境、跨区域性合作。客户国内
货物统一在乌鲁木齐办理报关、报检等相
关手续，发往中亚 5国及欧洲国家。

铁路部门着力优化运输组织，提高班
列运行质量。在成都，为了减少车辆在成
都北编组站与城厢站之间无效往返，提高
班列运输组织效率，成都铁路局在城厢站
成立列检技术作业点，对城厢车站编组始
发的中欧班列，以及特需货物列车和点对
点快速货物列车进行技术检查，确保所有
始发列车“零晚点”“零故障”。

铁路部门还加强资源整合，降低全程
物流成本。在乌鲁木齐，“一关两检”与铁
路部门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采取始发报
关报检、口岸转关放行、舱单数据提前传
输、票据单证提前申报等措施，使口岸通

关时间大幅降低。王中才说，“通过协调
一关两检、实现绿色通关，现在的通关时
间大为降低。原先通关至少在 12 小时以
上，现在 6小时以内全部搞定”。

阿拉山口市市长阿力木·肉孜告诉记
者，近年来，阿拉山口口岸通关环境不断
优化，通关效率不断提高，“大通关”协调
机制、24 小时预约通关等一系列便利化
措施，使得阿拉山口口岸在功能不断丰富
拓展的基础上，通关环境不断优化，受到
各国客商和班列公司的赞誉，展示了“一
带一路”最前沿中国口岸的形象。

创新服务模式，增强综合服务能力，也
是中欧班列发展的重要目标。中铁集装箱
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客服中心副主任高增金
告诉记者，中欧班列成立了全路统一的客
服中心、单证中心，提供客户咨询、国际联
运运单、代办口岸报关转关、集装箱租赁、
追踪货物位置、应急处置等服务。“我们设
置了400专线，用于中欧班列的服务工作，
配备懂得国际联运知识的专业人员，客服
代表都具有英语、俄语等多语种沟通能力，
能够与客户交流。”高增金说。

高增金介绍，所有国际联运客户最关
心的问题就是货物到哪了，针对这一问
题，中欧班列与沿线国家铁路部门建立了
班列运行信息交换机制，每天两次向客户
通报班列运行信息，实现货物全程轨迹追
踪，“我们每天以短信和邮件的形式告知
客户货物的位置，方便他们安排下一步物
流链条的接续”。

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更成为中欧班
列的亮点。中欧班列（武汉）开通“私人定
制”铁路跨境货运服务，从为大型制造企
业提供专列服务开始，逐步发展为中小企
业提供公共班列服务，和为小微企业、跨
境电商乃至个人提供拼箱服务。

两端延伸改进服务质量

中欧贸易通道和贸易方式日益丰富

完善，为中欧班列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也对中欧班列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

如今，中欧班列线路的发展模式正
在走向市场化。中欧班列 （义乌） 开行
两年有余，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开行国际
铁路货运班列线路最多的城市。值得一
提的是，义乌的班列完全依靠民企市场
化运作，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义乌模
式”。中欧班列 （义乌） 有关负责人介
绍，开行之初班列按照“有流开、无流
停”的市场化运行方式，不定期开行。
随着中欧班列方便、快捷、安全的品牌
效应不断扩大，中欧班列 （义乌） 货运
量大幅增长，货值越来越高。

王中才也表示，中欧班列现在还达不
到完全市场化运行，但是未来市场化运营
是发展方向，应该通过合理经营维系中欧
班列的快速增长。

持续不断改进服务，是中欧班列的另
一发展方向。武光明说，现在中欧班列

（武汉）铁路干线的运输已经稳定，未来将
把服务向两端延伸，包括给客户提供“门
到门”的完整物流解决方案、提供报关报
检、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仓储配送、发展
铁路冷链运输等。“铁路冷链物流是现代
物流的新增长点，随着市场的扩大，需要
采取冷藏运输的奶酪、黄油等奶制品，以
及冰淇淋、快餐原料类食品和药品、医疗
器械等将成为中欧班列（武汉）的常客。”
武光明说。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将充分发挥国际铁路联运优势，进一步
优化班列开行方案和境内外运输组织，加
大进出口、过境货源开发力度，积极开辟
西线南部通道、泛亚铁路等新线试运，可
扩大中欧班列专用箱、平车等装备投入，
推进境内外协调机制建设，完善服务保障
措施，提高中欧班列运输能力、效率和服
务水平，构建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适应的
铁路运输体系。

中欧班列开行6年来，初步形成西、中、东3条运输通道，开行列数爆发式增长——

“丝绸之路”竞驰钢铁巨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自2011年第一趟中欧班列从重庆开

出至今，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 3600 多

列。一组数字可以说明中欧班列的飞速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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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列，历时 8个多月；从

第2001列到第3000列，仅用时5个多月。

中欧班列加速发展的背后，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通盘布局，是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具体实践。

合理布局、畅通联运。中欧班列以

铁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支撑，强化向

东联接，扩大向西开放，通过优化空间布

局，合理布设枢纽节点，更好地利用国内

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打造出了一条

安全高效便捷的国际联运走廊。

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在开行中欧

班列的过程中发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密

切与沿线国家合作，寻找利益契合点和

合作最大公约数，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与

潜能，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互联互通，贸易先行。中欧班列打通

了全新物流通道，为市场提供了海运、空

运之外的第三种选择，给我国相关地区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助于营造良好

的招商引资环境、推动内陆城市开放。从

义乌开出的中欧班列是长三角地区连接

欧洲国家的重要物流通道之一，随着班

列的常态化运行，整个长三角地区市场

的货源正逐步纳入，为浙江对欧贸易便

利化提供了可靠保证。

新疆及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区域位于

我国的经济洼地，近年来在“一带一路”、

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推动下，沿新亚欧

大陆桥内各省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中欧班列在乌鲁木齐设立

集结中心，一方面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

作业效率，扩大了相关企业的利润空间；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经济要素聚集，带动

辐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互联互通，文化共融。随着一列列班

列往返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文化习俗与

风土人情。今年 2 月初，中欧班列（武汉）

从法国里昂启程，途经德国杜伊斯堡，横

穿欧亚大陆一万多公里，闻名世界的法

国红酒、化妆品等产品通过中欧班列走

进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今年武汉和法

国还将筹备一场“中国茶遇上法国酒”活

动，中欧班列将武汉与法国拉得更近。

对中欧班列的工作人员而言，学英

语、俄语是他们工作面临的新挑战。阿

拉山口站货运车间国外调度员崔建江在

哈萨克斯坦的多斯特克车站工作了 25

年，是乌鲁木齐铁路局驻外工作时间最

长的工作人员。仅有中专文凭的他利用

业余时间学习俄语，口语水平达到了无

障碍交流的程度。现在崔建江上街买东

西时，哈萨克斯坦小伙子和小姑娘们都

会主动向他打招呼。

2100 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拓古

代丝绸之路；如今，条条铁轨铺就中欧互

利共赢之路，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新的

生机与活力。中欧班列送去了“中国制

造”，更送去了中国机会；挖掘了国际市

场，更带回了世界眼光。未来，还将有更

多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上驰骋，铺就

一条新时期的“钢铁丝绸之路”。

“钢铁丝路”拉近中国与世界距离
周明阳

自 2011 年 3 月份，由重庆至杜伊斯堡的首列中欧班
列成功开行以来，逐步形成了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
欧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中欧班列在给沿线国家带
来经济实惠的同时，也成为拉近沿线国家和民间文化交
流的重要纽带。

中欧班列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陆路大通道的先
行者，业已成为加强中欧互联互通的重要载体。目
前，中欧班列承运的货物品类主要有家用电器、机械
设备、汽车配件、食品、服饰百货以及电商货物等，货
物品类逐步向高附加值转移，IT 产品等电子产品已经
成为中欧班列的基础货源。欧洲生产的机械设备、食
品等商品也随回程班列运往中国。统计数据显示，
2016 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大幅增长，开行班列 1702
列，同比增长 109%，其中返程班列 572 列，同比增长
116%，在德国境内始发与终到的中欧班列数量也已达
到 1034 列（返程 410 列）。

中欧班列初步释放的亚欧陆路物流和贸易通道潜
能，已经吸引不少德国企业开始布点投资，在相关国家设
立集散分拨中心和分支机构，改造运输场站和物流仓库
等，积极参与到了“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2016 年 11 月份，在德国杜伊斯堡召开的国际物流
商会议上，杜伊斯堡港口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埃里希·施
塔克表示，中欧班列不仅是一条贸易线路，它连接了不同
市场，使世界工业和物流活动发生变化，沿线国家都希望
参与其中并受益。“2011 年，中欧班列最初在重庆和杜伊
斯堡之间开通时，我们就看好中欧班列的未来发展。当
时需要 19天才能抵达，如今已缩短至 11天至 12天，每周
开行超过 20 列，”施塔克说。杜伊斯堡港集团还与中国
成都、香港的合作伙伴围绕新建运输枢纽签订多项协议，
以更好地利用合作商机。

为了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德国国际铁路货
运商业协会分拨出部分职能，以推进欧盟地区发展高
效铁路运输系统和机制。协会为中欧班列新建运输场
站提供支持，以促进中欧班列在德国的对接，提高班列
从欧洲返回时的重箱率。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
扩大中欧直达铁路连线，开辟更多新的高标准、高运力
货运通道，这样重车运输时不再需要多次转运，可以节
省大量运输时间以及财力物力。该协会主席欧拉夫·
克鲁格认为，对所有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家
而言，“一带一路”意味着更多物流业基础设施的扩建，
经济的更快发展。对欧洲而言，“一带一路”意味着同
中国的贸易额增长、欧盟现有运输线路现代化及新运
输通道的开辟。

中欧班列还间接影响着在德沿线枢纽城市的发展，
更成为中德两国及其与其他中欧班列沿线国家人民文
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杜塞尔多夫作为两条重要的中欧
班列“渝新欧”“义新欧”的重要枢纽，将直接从“一带一
路”建设中受益。“‘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改变杜塞尔多
夫。杜塞尔多夫正在和中国一同发展，”杜塞尔多夫市
长盖泽尔评价说。因此，杜塞尔多夫市政府积极牵头，
连同北威州政府及议会，于去年 11 月份发起了为期 6
天的首届“新丝路上的蓝色集装箱”活动。这也成为第
一个由德方政府牵头发起的、密切联系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的活动。

除了提供部分活动资金和近 2700 平方米的活动场
地，北威州议会还邀请了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及德国等国的
艺术家和学者，在集装箱改造的展示厅内驻留创作，通过
书籍、绘画和工艺品等，展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
风貌。“‘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之路，也是文化之路，通过
文化拉近沿线国家的距离，深化彼此交流，”北威州议会
副议长帕普克表示说。只有民心相通，通过文化层面增
进彼此的了解，才能减少彼此的隔阂，增加信任，增进合
作的愿望。

连接亚欧 释放潜能

中欧班列在德国开花结果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左图 成都铁路局在城厢站成立

列检技术作业点，对城厢车站编组始

发的中欧班列，以及特需货物列车和

点对点快速货物列车进行技术检查，

确保所有始发列车“零晚点”“零故

障”。图为成都北站调度车间内，工作

人员正在记录列车情况。

本报记者 周明阳摄

左图 中欧班列 （义乌） 开行两年

有余，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开行国际铁路

货运班列线路最多的城市。图为一列中

欧班列正通过义乌铁路口岸出关。

右图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将中欧班列作为物流

供应链的重要选择。2014 年中欧班列（武汉）刚运行

时是定制班列，只有去程没有回程；2015 年开始有回

程班列，开始时有空仓，几个月后就持续爆仓。图为从

武汉开出的中欧班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