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18日 星期一10
ECONOMIC DAILY

一带一路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海运、空运
等物流通道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但中欧班
列却凭借其独特优势，实现了逆势前行。在
疫情防控前提下，中欧班列发挥战略通道作
用，全力承接空运、海运转移货源，优先运输
防疫物资，为稳外贸作出了积极贡献。

专家指出，从全球意义上看，中欧班列稳
定开行，也成为疫情防控期间连接中国、欧洲
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运输纽带，成为
特殊时期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支撑。

疫情期间逆势增长

5月4日10时，义乌—维尔纽斯首趟中
欧班列“中国邮政专列”X8026/5次从义乌
西站缓缓启动，奔向10146公里外的欧洲国
家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标志着义乌中欧班
列第12条线路正式运营。

这趟中欧班列满载着来自浙江、上海、江
苏、福建和山东5省（市）集结的100个标准
集装箱、353.77吨国际邮件，经由新疆霍尔
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
俄罗斯，列车抵达立陶宛后，这些国际邮件将
被分拨至西班牙、丹麦、瑞士、法国等36个欧
洲国家。

在全球合作抗疫情况下，该条中欧班列
线路正式运营，成为中国通往欧洲波罗的海
地区又一条绿色、高效的国际运输新通道，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疏运国际邮件提供了新方
案，未来将根据中国邮政邮件统筹集结情况，
计划每周按照1列的频次开行。

与空运、海运相比，中欧班列实行分段运
输，不涉及人员检疫，在疫情期间具有独特优
势。不止义乌，各地中欧班列在疫情期间的
开行数据均实现了逆势增长。据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
份，中欧班列总开行数量与去程、回程班列开
行列数3项指标，均创单月最高纪录。

据国铁集团货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中
欧班列4月份总开行数量达到979列、运输
货物8.8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46%、50%，
综合重箱率97.8%。今年1月份至4月份，中
欧班列共开行2920列、发送货物26.2万标
箱，同比分别增长24%、27%，综合重箱率
98%。

“以前都是我们到处找货源，现在每天都
有发不完的货物。通过中欧班列（西安），越
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国外优质商
品也进入了中国百姓家。目前，中欧班列（西
安）汇聚了来自欧洲、大洋洲、中亚、东南亚等

地区40多个国家的厨具、家居用品、保健
品、食品、母婴用品、生鲜等13类5000余
种货物。”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
安西站新筑车站党总支书记黄鑫说。

稳定国际供应链

4月26日，4台集装箱卡车鱼贯驶入
连云港27号泊位，一个个带有“中铁集”字
样的集装箱从外贸货轮依次卸载装车，并
快速短倒至连云港中哈物流基地装车线，
随后吊装至中欧班列75170次列车，并于
当晚发往二连浩特口岸方向。

从船上卸下到装上火车，前后不到15
分钟，国际过境集装箱作业完全实现了“零
等待”。这是连云港港口在自贸区框架下，
首次尝试国际过境集装箱“船车（站）直取”
模式，也是首次在“连云港——二连浩特”
中欧班列通道上应用这一创新模式。据测
算，每个集装箱可节约运输费用60%左
右，时间由原来4天以上缩短至1天以内，
装运效率提升75%。

中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
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在国际供应链
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受疫情影响，
国际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中欧班列成为

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支撑。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表示，为更好发

挥中欧班列的作用，疫情发生以来，国铁集团
全力承接空运、海运转移货源，积极稳定国际
运输链。在铁路口岸派驻专门工作组，现场
指导口岸站作业，把中欧班列作为日常运输
组织的重点，优先装卸、优先挂运、优先交接，
保持与相关各国铁路的密切联系，加强国际
合作，与海关部门共同组织便利化通关，确保
了战略通道的安全畅通。

以此次“船车（站）直取”模式创新为例。
据连云港新丝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国
际营销部经理王贵佳介绍，为加快过境转关
效率，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口、海关、铁路等部
门围绕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积极探索中欧班
列一体化运营模式，通过集中前置理货及海
关、铁路各环节手续，大大提高了过境效率。

作为我国中欧班列中线通道出入境口
岸，二连浩特铁路部门专门部署，确保国际物
流通道可靠畅通。他们开辟了进出口货物办
理业务服务热线，加强与政府、海关、边检及
蒙古国铁路部门的联系沟通，推行“一次报
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对出口的
防疫物资，利用微信平台第一时间提醒客户
办理票据报关、报验，有效提升了班列在口岸
的通关效率。

贡献抗疫“中国力量”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欧洲国家以及“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对防疫物资的需求
相对比较旺盛，中欧班列凭借运时短、成本
低、运能大、零接触的优势成为欧洲进口医疗
和生活物资主要运输渠道，为全球抗疫贡献
了“中国力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生动写照。

“受疫情影响，公路、航空运输均受限，很
多公司找到我们，通过中欧班列（西安）将抗
疫物资运往国外，今年以来我们运输过一次
性防护服、注射器、口罩原材料熔喷布等防疫
物资，这些物资大多运往德国、英国等欧洲国
家，助力当地的疫情防控。”黄鑫说。

从3月21日首趟搭载出口欧洲防疫物
资的中欧班列义乌启程以来，至4月底中欧
班列已累计发运国际合作防疫物资66万件、
3142吨，主要到达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捷
克等国家，并以这些国家为节点再分拨到更
多欧洲国家，有力地促进了国际防疫合作。

“病毒不分国界”，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进一步采取稳定支持中欧班列运输
政策，为保障中欧贸易往来、畅通国际防疫物
资运输作出积极贡献。

发挥战略通道作用 助力全球共同抗疫

中欧班列成国际供应链重要支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5月12日，两列中欧班列苏州自贸区专
列缓缓驶出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分别前往俄罗斯和德国，此次两列班列满载
的都是来自苏州自贸区苏州片区企业的货
物。这是苏州中欧班列充分扩展战略通道资
源，精准帮助苏州本地企业的新举措。同日，
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海关监管区正
式投入运营。

这两列中欧班列苏州自贸区专列，满载
数控机床、家用电器、通讯基站、医疗器械等
数十种工业产品，共计172个标箱，货重超过
1100吨，货值近1亿元。

据了解，中欧班列苏州自贸区专列的开
行“灵感”，来自一次次深入企业的走访。“企
业普遍反映，由于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国外
口岸通关、物流环节滞缓，国际物流价格成倍
上涨。”苏州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中欧
班列运营的苏州市国际班列货运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帆说，在此情况下，中欧班列苏州自贸
区专列应运而生。

对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来说，中欧班
列具有时效快、全天候、分时货运的独特优
势，专门开行自贸区专列，无疑是雪中送炭。

“受疫情影响，我们公司原本通过海运和空运
运输的货物都受到很大影响。”苏州三星电子
有限公司是韩国三星在海外最大的白色家电
生产基地，该公司中方副总经理刘志刚表示，
因为自贸区开行专列，现在已不再为“发货
难”犯愁。

精准响应企业需求，让中欧班列成为复
工复产企业公认的“营养线”“保障线”。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苏州中欧班列以其高质

量、常态化稳定开行，全力承接海运、空运
转移货源，有效帮助企业全力保市场、保订
单、保履约、降成本、防风险。继3月份开
行数、集装箱量、货值同比实现增长后，5
月6日苏州市国际班列货运有限公司又被
国务院复工复产推进工作机制国际物流工
作专班确定为全国第一批国际物流运输重
点联系企业。

苏州海关副关长刘卫言表示，苏州海
关将进一步优化中欧班列物流监管，支持
自主选择通关模式，支持海铁联运，打造
亲民亲商的通关服务体系；进一步压缩整

体通关时间，支持利用中欧班列开展跨境电
商、邮件运输业务，营造安全便利的国际贸
易环境。

“我们不仅要着眼于当下保障国际货运
畅通，更要着力提升中欧班列‘能级’。”苏州
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
建斌介绍说，同日启用的江苏（苏州）国际铁
路物流中心海关监管区，就是希望为苏州中
欧班列插上腾飞的翅膀。

据悉，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项目
由市政府与国铁上海局集团合作共建，是江苏
省、苏州市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自贸区等战略叠加机遇，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平台。项目总规划
面积3331亩，以国家一级铁路物流基地为核
心，重点建设占地1280亩的水路（铁路）对外
开放口岸，总投资65.8亿元，力争到2025年实
现国际集装箱年吞吐量10万个至15万个标
准集装箱。该项目已先后被国家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交通运输部列入中欧班列枢纽节
点、铁路场站对外开放项目、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作为项目的核心，海关监管区于今年1月
份通过南京海关验收，2月份完成海关编码注
册登记。这不仅弥补了苏州主城区海关监管
区的空白，更意味着苏州开放再出发，深度融
入经济全球化又添新平台。

一个旨在建设成为全球互联互通、多方
互动互赢的开放型国际物流中心，正在京杭
大运河畔崛起。据悉，新城投资公司主动接
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疏运体系建设，常态
化运营“苏州—芦潮—洋山港”海铁联运班
列，开通“苏州—洋山港”集装箱河海直达航
运线并实现“五定化”运营。规划年通过能力
44万TEU的集装箱港池规划方案已获江苏
省交通厅专家论证通过，未来将成为长三角
地区最大的内河集装箱作业区之一。目前，
该项目已引起世界知名物流企业的关注。

“我们将继续强化江苏（苏州）国际铁路
物流中心枢纽功能，进一步扩展中欧班列的
战略通道作用，在更高层面上主动接受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辐射，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集疏运体系建设，切实构建连接‘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桥
梁。”陈建斌说。

苏州中欧班列首发自贸区专列——

发挥优势缓解外贸企业“发货难”
本报记者 暴媛媛 顾 阳 通讯员 黄翊华

5月9日上午，满载3500立方米、294.42吨国际合作防疫物资的75041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吴家山站开出，驶往塞尔
维亚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支援塞尔维亚及周边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图为中欧班列（武汉）准备从吴家山站驶出。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日前，一列满载纺织服装、家
用电器等产品的“深赣欧”班列从深圳盐田港首发。该班列共
20个集装箱，运抵赣州国际陆港后将二次转关经新疆阿拉山
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最终到达德国杜伊
斯堡。

随着“深赣欧”班列开通，深圳地区货物将可以通过铁路
转关运输至江西赣州，利用赣州中欧班列畅通的优势发往欧
洲国家。这是深圳海关落实海关总署支持中欧班列发展十项
措施，在深赣两地牵手合作基础上，充分运用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江西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
政策制度优势，推动深赣欧“一带一路”无缝衔接、打通国际物
流大通道的又一创新举措。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深圳海运行业受到冲击，今年一季
度盐田港吞吐量同比下降近20%。为打破海空运物流受阻
对深圳外贸出口造成的影响，稳住深圳外贸基本盘，深圳海关
积极协调盐田港集团等各方主体，将深圳盐田现行运作的“盐
田港—赣州港”平盐海铁联运与“赣欧”中欧班列优化组合，打
通深圳地区货物通过铁路运输经赣州转关至欧洲物流大
动脉。

据悉，赣州至欧洲（含俄罗斯）班列运作稳定发展，2019
年赣州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10多个国家开通了370
列中欧（亚）班列。深圳盐田港年吞吐量达1300万标箱，是世
界最大的单一港口，与欧洲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为保障“深赣欧”中欧班列发展，深圳海关与南昌海关签
订合作备忘录，制定跨关区监管通关联系配合办法及沟通联
络机制。深圳海关副关长谭华表示，“深赣欧”中欧班列的开
通，对当前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将进一步增强深圳港的辐射能力，促进深赣两地资源互补，使
得“一带”与“一路”有力衔接，提升深赣两地外贸发展质量和
对外开放水平。

“深赣欧”班列

从深圳盐田港首发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马继超报道：5月12日，由
山东高速集团统筹运营的“齐鲁号”欧亚班列今年第500列顺
利开行，开行数量同比增长40%，比去年提前45天完成500
列开行。此趟班列共有53个集装箱，主要搭载机械设备及配
件、家用电器、医用病床等，总货值1600万元，由济南南站始
发，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约15天后到达俄罗斯。

“齐鲁号”欧亚班列作为山东省外贸进出口“晴雨表”，其
运营情况备受关注。面对今年特殊形势，山东高速集团坚持
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手硬”，运营取得良好成效。
1月份至4月份，“齐鲁号”欧亚班列分别开行81列、87列、
131列和 164列，数量呈逐月上升态势，且同比分别增长
30.6%、45%、42.4%和53.3%，反映出山东复工复产取得了良
好成效，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化。

在产品开发方面，山东高速集团先后推出“齐鲁号日韩陆
海快线”“齐鲁号鲁欧快线”“齐鲁号上合快线”等服务产品，实
现班期化、常态化运营，为客户提供高效专业的全程物流供应
链解决方案，目前快线专列已陆续发运。山东高速集团主动
与山东省外贸企业对接，根据企业实际需求，为海尔、重汽、临
工等重点企业开行“点对点”定制化专列16列，服务山东外贸
出口能力日渐强劲。受疫情影响，出口货源减少，山东高速集
团及时调整营销结构，依托“齐鲁号”境外办事处，与德铁货运
公司、俄罗斯铁路集装箱公司等境外合作机构积极对接，提高
回程班列开行数量。

“齐鲁号”开行500列

同比增长40%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日前，广东东莞—维尔纽斯首趟
中欧班列中国邮政专列从广东（石龙）铁路国际物流基地缓缓
启动，最终将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此趟专列标志着东
莞成为华南地区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运邮城市。

据悉，专列满载着来自东莞及周边地区的41个标准集装
箱、260吨国际邮件，包括服饰鞋帽、玩具箱包、3C电子、家居
用品等本土优质产品，将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抵达立陶宛后，国际邮件将被分
拨至西班牙、英国、德国、意大利等26个欧洲国家买家手中。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国际客运航线受阻，对跨境
电商行业国际物流渠道造成了巨大冲击。紧急关头，由东莞
市政府牵头，邮政企业发挥物流行业“国家队”主力军作用，与
海关、铁路、中外运等单位积极配合，全力争取，快速反应，用
半个月时间成功开行华南地区首趟中国邮政专列。东莞邮政
积极将东莞本地及周边地区发往欧洲的邮件集中在东莞国际
邮件互换局收寄、完成海关申报，协调中外运及铁路部门申请
境外铁路及运输资源，黄埔海关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实现了
运邮专列“一次施封、全程通关”，确保运邮专列顺利高效
输运。

东莞中欧班列是推动东莞“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与相关
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项目。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国际
运能骤减情况下，启用火车运邮模式，将有效推动东莞甚至华
南地区与相关各国的多边贸易往来、抗疫合作，促进跨境电商
等行业货物流通，为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和稳定外贸增长提供
物流保障。

中欧班列通邮东莞

中国邮政专列开行

5月12日，中欧班列苏州自贸区专列双列并发。 钮丹青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