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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保持平稳增长
本报记者

中国援建柬埔寨
58 号公路通车

齐 慧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进出口货运量逆
势增长。截至 2 月 19 日，铁路国际联运进
出 口 货 运 量 完 成 867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8.1%。其中，中欧班列累计完成 8.3 万标
箱，同比增长 1.5%。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
社会各领域都受到了一定冲击，国际运输
也受到一定影响。尽管如此，中欧班列依
然保持了平稳增长。这反映出我国与“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发展取得
积极成效，进一步夯实了
“稳外贸”
的基础，
增强了做好全年经济工作的信心。

发挥优势 助力经济发展
2 月 21 日下午，一趟满载粤港澳大湾
区企业所产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及服饰等
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市大朗铁路经济产
业园徐徐开出。据了解，这是春节后广物
控股集团发出的首趟中欧班列，为外贸企
业打通了一条通往欧洲贸易大国的钢轨通
道，为企业平稳运行吃下了
“定心丸”。
国铁集团国际部主任马洪英介绍说，
中欧班列具有时效快、全天候、分段运输等
独特优势。保持中欧班列稳定运行，对于
保障国际物流通道畅通、维护中国经济正
常秩序，特别是外贸进出口稳定发展，
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大对外开放和
“一
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中欧班列发展迅
速。2019 年中欧班列开行 8225 列、同比
增 长 29% ，发 运 72.5 万 标 箱 、同 比 增 长
34%，综合重箱率达到 94%。目前，中欧
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 2.1 万列，通达欧洲
大陆 18 个国家、57 座城市。在开行数量
持续提升的同时，开行质量也有很大提
升。通关时间、物流时长进一步缩短，
返程
空箱率在不断下降，货值呈增长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
中欧班列更为稳外贸作出积极贡献，如中
欧班列（成都）今年以来的开行量同比增长
76.9%，中欧班列（长沙）预计前 2 个月同比
增长 140%以上，有力地保障了进出口货
物贸易通道畅通，保障特殊时期外贸正常
运行，也有助于外贸企业正常复工复产。
在刚刚复工的陕西思赢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液晶显示器流水线上，工人们戴着口
罩，正在加紧生产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订
单。该公司副总经理张一鸣说，企业之所
以能快速恢复产能，得益于中欧班列
“长安
号”
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常态化运营，保障了
公司的市场供应，维护了企业的信誉。

多措并举 减少疫情影响
2 月 18 日，编组 41 辆、41 组 40 英尺集
装箱的 X8059 次中欧班列，从辽宁沈阳东

日前，在江苏连云港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场站，
工人正在操控龙门吊车吊装出口集
装箱。
王健民摄（中经视觉）
站顺利启程奔赴俄罗斯罗斯托夫，标志着
辽宁省中欧班列已恢复常态化开行。
此前，受疫情影响，
从辽宁省出发的中
欧班列暂停开行。2 月中旬以后，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和货运组
织两手抓，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精心组
织货源、箱源、车源、劳动力，
制定中欧班列
开行方案，积极与中欧班列通道沿线国家
铁路、海关、质检等部门对接，实行 24 小时
咨询、受理和全程信息追踪服务，
全力确保
中欧东北物流大通道安全畅通。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对人员流动、货物
运输尤其是跨境运输带来一定的负面影
响。对此，铁路部门加强防疫，
采取多种措
施，最大程度保证班列正常运行。
首先是采取灵活的运输交接方式，确
保铁路口岸安全畅通。马洪英介绍说，铁
路部门对口岸站中外铁路员工加强防护，
配备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
定期对口岸
站交接所等处所消毒、通风和卫生保洁。
针对部分国家疫情防控要求，灵活调整作
业流程，并对机车车辆、装卸机具及劳动力
等各方面提供充分保障。
针对疫情发生后，部分海运、空运方
式受阻问题，铁路部门逐一对接各地中欧
班列运营平台公司和企业客户，详细了解
备货情况和发运安排，及时承运海运、空
运转移到铁路的货源。根据客户需求，科
学制定中欧班列周、月开行方案，提前向
国外铁路主管部门通报，协调落实国外运
力。组织铁路各承运企业对中欧班列优先
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运，确保货物应
运尽运。
其次是为应对当前班列货物集疏运困
难的现状，铁路部门主动协调地方为公路
集疏运车辆提供进出铁路场站便利条件。
对其他交通方式无法集疏运的货物，积极
组织铁路接驳运输，全力满足异地货源在
铁路枢纽集结分拨。

拓展业务 发展后劲十足
中欧班列开行近 9 年来，借助“一带一
路”
东风，
承载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
理念，为中欧经贸往来开辟出一条“黄金道
路”
。中欧班列自身也实现了线路更多、覆盖
更广的转变，
前景可期。
2 月 28 日，一列从德国汉堡发出，搭载
6896 件进口邮件的中欧班列列车顺利抵达
郑州铁路口岸。这标志着河南省担负国家赋

予的中欧班列唯一进口邮件试点线路全线
贯通，中欧班列（郑州）成为第一条国际邮
件陆路双向运输通道。
中欧班列（郑州）运邮通道实现顺畅运
行，
是发挥中欧班列独特优势，
全力拓展班
列业务领域的创新举措，能够确保国家开
放战略通道安全畅通，更好地服务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
路 ”建 设 ，加 强 与 相 关 国 家 之 间 的 互 联
互通。
马洪英介绍说，铁路部门十分重视中
欧班列发展，
不断拓展业务范围，
提升开行
质量，
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当前，
正
大力开发回程货源，
组织开好回程班列，
努
力实现双向均衡运输，
提升回程重箱率，
进
一步降低全程物流成本；加强中欧班列全
程保险业务及电子施封锁的推广使用，确
保班列安全运行；健全完善信息相互通报
和协作机制，推进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
斯坦等国铁路实现运输电子数据交换，保
持信息畅通，
及时有效处置突发情况。
近日，海关的一则消息更是令人信心
满满。2 月 24 日，海关总署出台十条措
施，以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的经贸往来。新措施将对中欧班列实
行减少报关次数、降低报关成本，
并明确支
持利用中欧班列扩大进口，支持利用中欧
班列开展跨境电商、快件、邮件运输业务，
拓展业务范围，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
水平。
可以说，在多部门联合支持下，中欧
班列正在迅速恢复正常运行，这不仅有利
于疫情期间外贸稳定发展，更有助于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发展。

满洲里站正面吊司机王宇佳：

当好“一带一路”螺丝钉
本报记者

苏大鹏

通讯员

果乃伦

3 月 4 日 8 时，在我国最大陆路口岸
下达的作业计划，准确地找到需要查验或
站内蒙古满洲里站集装箱作业场上，王
交付的集装箱。
宇佳驾驶着正面吊车一趟趟往返奔忙，
正面吊行动灵活，
可以流动作业，
对其
一组组蓝色的集装箱在他的操作下整齐
操控最难的一个环节就是操作吊臂，如果
地排列在箱场上。
能将锁具准确地卡在集装箱锁点上就是完
王宇佳是满洲里站货运车间集装箱
成了吊运工作的一半。王宇佳总结了一套
场正面吊车司机，
主要负责集装箱转移、
作业方法，平均 20 秒就可以完成对箱作
交送等工作 ，等待海关查验或交付货
业，
5 分钟可以完成 3 次平移倒箱作业。
主。42 岁的王宇佳已经工作近 20 年，
随着全国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中欧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欧班列运输未受
列开行恢复常态化，为了保证进口物资材
到疫情影响，
保持常态化运行，
王宇佳的
料能够快速送达全国复工企业，王宇佳现
工作一如既往地紧张有序。
在平均每天完成 70 个至 80 个集装箱的倒
正面吊驾驶室不足一平方米，王宇
箱作业。
“虽然我不在疫情防控一线，但我
佳每天需要驾驶正面吊车，穿梭在集装
也会尽最大力量保障物资运输通畅，当好
箱场主箱区和其他区域之间，根据每日 ‘一带一路’
建设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
”

兰州海关优化服务

促甘肃外贸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巴基斯坦首条城轨
运营维护合同签署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首个
大型轨道交通项目、巴基斯坦首条城市轨道交通线——拉合尔轨
道交通橙线项目运营维护合同日前正式签署。北方国际合作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和大宇巴基斯坦快速巴士服务公司组成
联营体，
将承担拉合尔橙线为期 8 年的运维工作。
据了解，位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的橙线项目于 2015
年 4 月份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签署，由中国铁路国际
有限公司和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承建，2019 年 12 月
10 日建成。在橙线项目设计、制造、建设、运营维护等环节中，中
国企业均担当了主要角色，首次实现了城市轨道交通全产业链向
海外完整输出。
拉合尔橙线全长 25.58 公里，共设 26 站，包括 24 个高架站和 2
个地下站，连接拉合尔市多个人口密集区，运行初期规划 27 组列
车投入运营，最高运行速度为每小时 80 公里，运力保持在每天 25
万人次。该项目计划于今年 6 月份投入商业运营，届时巴基斯坦
将正式进入
“地铁时代”
。橙线轨道交通将极大改善拉合尔市的交
通状况，
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

天津口岸近三成贸易
来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据天津海关统计，2019 年天津口岸
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3748.2 亿元人民币，占
天津口岸进出口总值的 27.1%。其中，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
口 2392.5 亿元，
进口 1355.7 亿元。
天津海关积极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与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部署安排，在模式创新、国际合作、整合协调上下功夫，稳步推进自
贸区建设，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进一步优化通关流程、
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天津口岸与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外贸稳步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贸易伙伴来看，天津口岸对东盟进出口占主导，对印度、欧
盟、阿联酋进出口增长较快。2019 年，对东盟进出口 1603 亿元，
增长 5.5%，占同期天津口岸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出口总值的
42.8%。同期，对印度、欧盟、阿联酋进出口分别增长 9.7%、7.3%、
8.8%。此外，
对俄罗斯进出口 231.3 亿元。
在进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原油和农产品位居前三位。机电产
品进口 402.2 亿元，增长 22%；原油进口 313.2 亿元，增长 18.1%；
农产品进口 175.3 亿元，增长 43.1%。在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排
在首位，出口 1023.6 亿元，占同期天津口岸对“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出口总值的 42.8%。

进境水果班列实现
从越南直达凭祥

杨晓琴

经贸“朋友圈”逐步扩大
2020 年新年伊始，由甘肃省陇南长城
果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货值 3.12
万元
“利乐包”
苹果汁经兰州海关所属天水
海关检验合格放行，顺利出口委内瑞拉。
这也是甘肃省苹果汁首次作为
“终端”
零售
产品实现出口。公司负责人陈法平说，
“新
产品顺利出口，为我们打开了走向国际市
场的另一扇大门”。
兰州海关关长李全介绍说，甘肃省特
色农产品优势突出，兰州海关结合实际，
有效发挥海关职能，出台《促进农产品出
口十二条措施》，促进甘味“土特产”走俏
国际市场，成为全省外贸新的增长点。
通江达海，物畅其流，陆海联动，文化
经贸互促……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甘肃由不靠海、不沿边的西部内陆
省份转变为向西开放的门户前沿，依托
独特的区位优势、气候条件和特色农产
品优势，努力绘制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的“工笔画”。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日前，中国援建柬埔寨 58 号公
路通车仪式举行。柬埔寨首相洪森和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出
席仪式并致辞，柬埔寨多位副首相、政府官员、中资企业代表以及
当地民众共一万余人参加。
洪森高度评价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表示，世界上
没有其他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对柬提供真诚无私的帮助，中方已为
柬修建了 3000 多公里公路，数座跨湄公河大型桥梁，为柬医疗卫
生、水利灌溉、教育、人力资源等各个领域提供了大量援助，这是不
容诋毁和质疑的事实。洪森强调，中柬是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
在各领域平等互利地开展务实合作，共克时艰。在特殊时期，柬方
将继续坚定支持中国抗击疫情，
不停航、不撤侨、不歧视中国人。
据悉，58 号公路连接柬埔寨西北部的班迭棉吉与奥多棉吉两
省，全长 174 公里，由中方提供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资金支持，中国
上海建工集团承建。近年来，中柬两国在柬西部地区合作实施了
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形成了西北地区交通网络主干线，极大地
提高了本区域的交通效率，为促进柬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当地人民
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 年隆冬季节，伴随着汽笛声，满
载兰州石化公司 300 吨保税航煤的轻油罐
车徐徐启动，
从兰州开往成都双流机场，
这
标志着甘肃省首批保税航煤顺利出口。
兰州海关所属金城海关关长张彤介绍
说，保税航煤是以进口原油为原料，
完成保
税加工后复出口，
运抵机场保税监管仓库，
供符合条件的国际航班使用。
保税航煤业务顺利开展，意味着甘肃
将有效发挥原油加工企业装置产能优势，
实现产业链向高端延伸，降低国外航班运
营成本，吸引更多国际直飞航班，
对提升甘
肃省作为
“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的辐射力和
影响力，扩大对外开放，
带动开放型经济发
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近年来，甘肃省抢抓“一带一路”建设
机遇，加快推进开放平台和开放通道建设，
全面做好
“巩固东连、向西为主、深耕南向、
促进北拓”文章，陆海联动、文化经贸互促
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经贸往来“朋友圈”
持续扩大。

2019 年 2 月份，敦煌国际航空口岸正式
对外开放，成为全国为数不多设立在县级市
的开放航空口岸，实现了“丝路通关、再现敦
煌”。2019 年以来，首个进境木材、粮食指
定监管场地相继建成投入运营，全省指定监
管场地增至 7 个，口岸功能有效拓展。稳定
运营中欧、中亚、南亚公铁联运、西部陆海新
通道班列，累计发运 959 列、101 万吨，货值
23 亿美元，当年班列发运比上年增长 63%。
据兰州海关综合业务二处处长张泰恒介
绍，2019 年甘肃省外贸进出口总值 379.9 亿
元。其中，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出口额
达 200.9 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 52.9%；兰州
新区综合保税区进出口 21.3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34 倍。

通关“加速度”激发活力
“去年 11 月份以来，我们通过‘两步申
报’
新模式进口的货物，
常常几十秒就可以提
离了，实在是太方便了！”金川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兰州海关在前期改
革试点成功的基础上，
在全省推广应用
“两步

申报”
改革试点，
有效节省了企业通关时间
和物流成本。截至 2019 年底，甘肃企业已
有上亿元进口货物在兰州海关通过“两步
申报”
模式进口，
平均进口整体通关时间缩
短至 8.7 小时，企业通关速度提高 49%，市
场活力有效激发。
“两步申报”
是海关主动适应国际贸易
特点和安全便利需要采取的一项重要通关
改革举措，
也是海关持续优化通关流程，
跑
出通关
“加速度”
的一个缩影。
2019 年以来，兰州海关认真落实海关
总署各项改革举措，
持续优化通关流程，
压
缩通关时长。落实“放管服”要求，推进落
实
“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
随机布控查
验率达 100%；加快推进新一代海关通关
管理、
“互联网+海关”等系统应用，提升智
慧监管水平；全面上线预约通关网上办理
平台，提供“7×24 小时预约通关”等便捷
通关服务；
推广应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
主要申报业务应用率达到 100%；深化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及
“多证合一”
“证照分离”
等改革，持续优化通关流程。2019 年，兰
州海关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均排名全国海
关前列。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韦增乐报道：日前，进境水果班列
24502 次从越南同登直达广西凭祥。该班列搭载 6 个冷藏集装
箱、156 吨火龙果在国铁凭祥口岸物流中心接受海关检验检疫后，
迅速转运至北京、郑州、重庆、西安等地。
位于国铁凭祥口岸物流中心的凭祥（铁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
监管场地 2 月份刚刚通过海关总署考核验收，可正式办理进境水
果直通运输业务。该中心包括口岸入境服务区、监管作业区、检疫
处理区、前置拦截作业（安全准入）区，
集海关、边检、铁路货运功能
于一体，
可实现进出口业务一站式办理，
过境集装箱货物无需换车
换装，
大大缩短了物流时间，
为东盟各国水果通过铁路国际联运进
入国内市场开辟了新通道，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水果
贸易合作。
据悉，
国铁凭祥口岸物流中心实现进境水果直通班列开行后，
预计每周发运 2 列至 3 列进境水果班列，水果种类将拓展到龙眼、
荔枝等东南亚热带特色水果，
全年进口水果量将达到 6 万吨。
广西凭祥口岸是我国最大的陆路水果进出口口岸，
素有
“中国
—东盟水果之都”之称，一年四季都是进出口水果旺季。目前，经
凭祥口岸进口的水果占全国进口水果总量近一半，进口的东南亚
热带水果占全国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口量的近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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