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 说 陆 海 新 通 道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

地处中国西部，如何让开放的大门
越开越大，这曾是长期困扰西部省区市
的难题。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
2017年，以重庆和新加坡为“双枢纽”的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简称“陆海新
通道”）投入运行，中国西部就此踏上联
通全球的开放新征程。

作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运营中心，
重庆与兄弟省份加强合作，携手共建

“陆海新通道”。
今年1月7日，重庆、广西、贵州、甘

肃、宁夏、云南、青海、新疆在重庆签署
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陆海新通
道”框架协议。

八省区市携手共建“陆海新通道”，
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重庆
促成八省区市共建“陆海

新通道”

携手共建“陆海新通道”，重庆起到
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2018年4月，重庆与广西、贵州、甘
肃联合发出《重庆倡议》，呼吁共建“陆
海新通道”。

2019年1月7日，渝黔桂陇青新滇
宁八地政府在渝共同签署共建“陆海新
通道”合作协议。渝黔桂陇青等地海关
（含原检验检疫局）、铁路、人民银行等行
业主管部门先后签署了关检、铁路、金融
支持“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合作备忘录。

同时，重庆和广西合资组建“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平台公司，并积极吸
纳甘肃、贵州物流企业加入。

广西
去年双向开行海铁联运

班列1154列

广西是最积极推动“陆海新通道”
的兄弟省份之一。

广西以建设连接中国与东盟时间
最短、服务最好、价格最优的“陆海新通
道”为目标，加快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提高通关效率，
提升北部湾港陆海联运和国际中转能
力。去年，北部湾港至香港、新加坡班
轮实现常态化运行，连通西部六省市的
海铁联运班列双向开行1154列。

贵州
茅台、老干妈等搭上快车

2018年4月20日，“陆海新通道”

贵州段测试班列首发。同年5月、8月、
9月和10月，从贵州贵阳、遵义等地发
往广西钦州、防城港等地的多趟测试班
列陆续开行。搭乘“陆海新通道”进出
海的“黔货”如贵州轮胎厂的轮胎、贵州
产磷肥，以及贵州产电子产品、贵州茅
台、老干妈和茶叶等等。

甘肃
“陆海新通道”班列在兰

州新区首发

2019年3月15日上午，“陆海新通
道”货运班列在兰州新区实现首发。当
日，兰州新区—钦州港—泰国曼谷货运
班列成功发运，兰州新区中川北站铁路
口岸成为“陆海新通道”的一个节点。

2019年，兰州新区商投集团路港公
司立足中川北站物流园，着力完善进境
粮食港、西北进境木材港、铁路冷链物
流港等多元化配套服务功能，争取实现
量能突破，不断提升中川铁路口岸国际
班列的到发能力，从而推动兰州新区商
贸物流高质量发展。

宁夏
围绕“陆海新通道”进行新探索

今年，宁夏提出主动对接“陆海新

通道”。
宁夏处在“一带一路”的重要节

点上。近年来，宁夏加快开放步伐，
如 2017 年的中阿博览会，有 7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朋友来参会，参会的大
中型企业有 1300 多家。通过这一展
会，宁夏聚焦经贸、科技取得了丰硕
成果。

接下来，宁夏将围绕“陆海新通
道”进行探索，使之成为内畅外联、通
疆达海、多式联运的贸易物流大通
道。

云南
用好区位优势构建跨境

综合交通枢纽

2018年 5月，“陆海新通道”班列
（钦州港至昆明）双向首发，全程运行约
27小时，较普通货运列车减少12个小
时，这标志着云南正式加入“陆海新通
道”的“朋友圈”。

下一步，云南将利用好毗邻东南亚
的区位优势，构建跨境综合交通枢纽体
系，加快推进大理至瑞丽、玉溪至磨憨
等铁路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通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西部省区经云南
出海的陆海联运通道，成为“陆海新通
道”的重要支点。

青海
将盐湖产品出口至东盟

各国

2018年 9月18日，青海在格尔木
首发了“陆海新通道”班列。此班列由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我国最大钾工业基
地——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组
织首发。

该专列的成功首发，标志着盐湖国
际对接上了“陆海新通道”，可将盐湖产
品出口至东盟各国，为青海出口经济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疆
从三方面参与“陆海新通

道”建设

新疆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从三方面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

一是以商贸物流建设为中心，有力
推动核心区建设，把核心区建设和“陆
海新通道”对接起来；二是围绕“疆内交
通快起来”的目标，加快公路、铁路等建
设，提升运输能力，使新疆的陆港优势
发挥出来；三是进一步创新完善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合作机制，进
一步加强新疆同外部的经贸合作。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自2017年4月28日开通运行至2019年3月底，已累计开行901列，外贸货

物货值累计约4.3亿美元，内贸货物货值累计约23.1亿元人民币。

国际铁路联运（重庆—河内）班列

从2018年3月开行截至2018年年底，在9个月时间里共开行了55班次，

其中去程6班，回程49班。

重庆—东盟跨境公路班车

2016年4月28日首次运营至2019年4月8日，共计发车861车次，总货值

为83419万元。2019年已发车200车次，总货值为9827万元。

数据来源：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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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渝新欧（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漆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
重庆渝新欧物流有限公司与越南铁路
运输与贸易股份公司的合作协议，协议
的下方，是厚厚一叠的会议笔记。

“这是我们近一年来多次研讨如何
进一步推动越南班列更快更好开行的
记录，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不是回程
班列的问题，而是如何丰富到越南的去
程班列货源。”漆丹指着写得密密麻麻
的会议纪要说。

随着去程货源的打开，为越南班列
最终实现每日一班打下良好的基础。

按照合作协议，重庆渝新欧物流有
限公司与越南铁路运输与贸易股份公
司将着力打造南向通道货运路线，尽快
实现中欧班列（重庆）越南国际班列，形
成每日往返开行各一班。

同时，越南正与中国探索一站式通
关的可能性，缩短进口商品的通过时间。

回想起自己一年前的工作，负责越
南班列物流业务的余春说，变化来得猝
不及防。

这个变化是一组精确的数据，2018
年上半年，它是每个月40余个集装箱
的数量，而今年2月，这个频次已经变
为了每周40余个集装箱。

指着自己正在整理的订单，余春

说，如今在越南，各个大公司都已经知
道一个地名，那就是“重庆”。

“重庆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只是
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自此达四海的重要
枢纽。”

来自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
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8年3月开始开
行的越南班列，在9个月时间里共开行
了55班次，其中去程6班，回程49班。

漆丹说，越南班列的开通，丰富了
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国际多式联运
运输方式，实现了向北连接丝绸之路经
济带与向南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和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深入中南半岛
内陆，将加快重庆与越南、乃至中南半
岛的双边贸易和文化交流，使重庆成为
经济贸易转口枢纽。

越南国际班列是中欧班列（重庆）
大通道的向南延伸，主要采取铁铁联运
的方式。该班列将直达越南，深入中南
半岛内陆腹地，远期可通过泛亚铁路直
达泰国曼谷、老挝、新加坡等，与中南半
岛经济走廊深入结合。

漆丹说，目前，渝新欧公司与越南
铁路方取得紧密合作，已实现通过铁路

“欧洲—重庆—东南亚”全程供应链“一
站式”贯通。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越南班列力争尽快达成每日一班
最近不到一个月时间，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又跑出了两个“首次”：
本月，一列“定制化”的班列从重庆

发车，在钦州港转海运赴印度；3月底，铁
海联运班列首例保税平行进口车抵渝。

如今，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主要货
品包括汽车整车及零配件、建筑陶瓷、
化工原料及制品、轻工及医药产品（饮
料）、粮食、生鲜冻货等8大货类中的
30余个品种。

4月10日，首列陆海新通道铁海
联运出口印度专列在重庆顺利发车，这
是一班“定制化”的专列。

当日上午，一列满载25个集装箱
大柜，货值超800万人民币的汽车零配
件货运专列从重庆团结村中心站鸣笛
出发，运至广西钦州港后将换装海运货
轮抵达印度。全程仅需要20天左右，
较江海联运节省14天时间。

这是“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平台
公共性的延伸——在服务广大市场运
营主体小批量订舱外，能够满足客户

“定制化”专列发运需求，提供更多元的
一体化陆海联运服务。

从目的地来看，“陆海新通道”去年
底覆盖全球6大洲71个国家和地区的
155个港口，截至今年3月底，已经覆
盖全球6大洲71个国家和地区的166

个港口。
第二个“首次”，让重庆又增加一类

平行进口车。
3月26日，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班列首例保税平行进口车抵渝。
当日上午，4辆丰田塞纳2019年

款进口整车在重庆铁路口岸开箱查验
并办理通关手续，这是陆海新通道首例
保税平行进口车业务，作为重庆首例保
税平行进口车业务，标志着重庆整车口
岸获批后的保税进口取得了零突破。

本次运抵的4辆车从加拿大经香
港国际中转至广西北部湾港，再运抵重
庆国际物流园，这是继中东车、美规车
之后，又增加的一类平行进口车。

据了解，此次进口的车辆可在保税
状态下存放于保税仓内，暂不缴纳进口
关税和代征增值税等，待产品进入国内
市场才缴纳相应税款，为企业节省了成
本。而且，存放在B保的涉证进口车
辆，除法律规定外，一般不需提交许可
证件，只需报关进入国内市场时向海关
提供，简化了手续。

更为关键的是，本次取消了保税仓储
3个月期限的限制，可以大大降低平行进
口汽车的物流成本和资金压力，进一步
助推企业扩大业务规模、延伸产业链。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陈翔）

不到一个月创出两个“首次”
4月15日，满载着机械产品、手

机配件的重庆东盟公路班车集装箱大
卡车，从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内的南彭
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驶出，途经
广西凭祥，17日抵达越南河内。相比
海运，这批货物运输时间缩短了近15
天，成本约为空运的十分之一。

重庆东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务
运营部总监曾意介绍，重庆东盟公路
班车目前已开通东线、东复线、中线、
西线、亚欧线以及重庆—新加坡线等
6条线路。其中东线是重庆—广西凭
祥—越南河内，约45个小时可抵达河
内；东复线走向为，重庆—广西钦州
港—越南胡志明，约240个小时到达；
中线则是重庆—云南磨憨—老挝万
象—泰国曼谷，约98个小时到曼谷；
亚欧线走杜伊斯堡—重庆团结村—重
庆南彭—越南河内，约18天到目的
地；西线从重庆—云南瑞丽—缅甸仰
光，耗时约79个小时；新加坡线则是
重庆—广西凭祥—越南—老挝—泰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约7天。

重庆东盟公路班车不仅可按客户
要求进行“门到门”服务，还相比海运
缩短时间，相比空运节约成本的优势。

以重庆—越南这条线为例，“重庆
到河内全长约1400公里，东盟班车采

用汽运综合运输单价成本约0.63/吨
公里，单面运行45个小时，与海运相
比缩短了近15天，成本约为空运的十
分之一。“曾易说。

正是有这些优势，重庆东盟公路
班车 2016 年 4月 28 日首次运营至
2019年4月8日，共计发车861车次，
总货值为83419万元。2019年已发
车200车次，总货值为9827万元。

目前东盟班车已形成覆盖越南、
老挝、泰国、柬埔寨、缅甸、新加坡等国
的干线运输网络，国内外合作伙伴已
达20余家，在东南亚地区可供客户选
择使用的仓储分拨点近30个，运营线
路从“定线”模式发展成为“定制”，可
按客户要求进行“门到门”的服务，形
成重庆面向东南亚各国的跨境公路运
输网络。

“我们实现了原箱直达目的地。”
曾易称。比如重庆—新加坡线路，当
天从重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报关
后出发，7天后抵达新加坡，全长共约
4500公里。“班车以45尺集装箱作为
运输单元，可实现原箱直达目的地，中
途不掏箱，减少货损货差。”

曾易透露，今年将进一步加大开
行力度，预计2019全年将发车 800
班次。”（上游新闻 记者 罗薛梅）

近亿元货物搭东盟班车直达目的地

【国际铁路联运】 【国际铁海联运】 【跨境公路运输】

八个省区市加入“朋友圈”陆海新通道跑出“新动能”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4月10日，“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首趟出口印度专列从团结村铁路中心站始发。(本报资料图片) 通讯员 喻庆 摄

三 种 物 流 组 织 方 式 各 尽 其 能

陆海新通道由2017年2月中方和
新加坡双方共同发起、2017年9月成
功开行的“南向通道”发展而成。

陆海新通道衔接“一带”和“一
路”，同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等
发展有机契合，为中国西部地区对外
开放打通了一条重要通道，有助于推
动西部地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陆海新通道
形成了国际铁海联运、跨境公路运输和
国际铁路联运等三种物流组织形式。

随后，西部越来越多的省区市，和
重庆一起加入了陆海新通道的“朋友

圈”，借助陆海新通道加速开放开发：
2018 年 11 月 30 日，陆海新通道

跨省区共建工作推进会在渝召开；
2019年1月7日，重庆、广西、贵州、

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等西部八
个省区市签署了共建陆海新通道框架
协议。

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重庆
代表团提出全团建议，将陆海新通道
明确为国家战略性项目。

随后不久，《2019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正式发布，提出“规划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陆海新通道
正式纳入2019年国家重点项目。

【新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