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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一列从重庆发车的陆海新
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行30多个小时
后，抵达终点站——广西钦州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

该中心站于6月30日启用，是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最后一公里”的标志性
项目，能减少班列在铁路与港口之间转
换的物流成本，提高转运效率。

“中心站距离钦州港码头作业区直
线距离不到1公里，转运车运输距离比
以前少了3公里左右。”钦州铁路集装箱
中心站副站长梁羽说。

据了解，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投
运的是一期工程。接下来，广西将推动
中心站与北部湾港钦州集装箱港区堆场
一体化运营，打造现代化、智能化、效率
高、服务优的一流场站，实现“下船即上
车、下车即上船”的无缝对接。

抓住开放发展新机遇
广西全力参与建设陆海新通道

广西北部湾港包括钦州、北海、防城
港三个港区，是陆海新通道的主要出海
口。

相较之下，钦州港的不少优势——如
港口作业能力较强、具备综合保税港区
和多项指定口岸资质、具备宽阔的港口
后域空间等，适合发展临港物流和国际
贸易聚集产业。

因此，在陆海新通道谋划之初，钦州
港被确定为集装箱铁海联运的枢纽。

但在当时，钦州港有一个明显的短
板——铁海联运基础设施薄弱，港航服
务水平、服务效率亟待提升。随着陆海
新通道的迅速发展，钦州港可能成为大
通道建设的瓶颈。

如何破局？广西的做法是：建大港
口。

广西将北部湾港建设作为重点，集
中各级财力与资源，加速修建了一批重
大项目，扩大北部湾港尤其是钦州港的
运载能力。

历时不到一年，钦州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顺利投运，钦州港铁海联运基础设
施有了质的飞跃。

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可谓广西
深度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缩影。

“陆海新通道高度契合‘一带一路’
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建设等国家
战略，为广西全方位融入国家开放大格
局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平台。”广西壮族自
治区商务厅副厅长谭秀洪表示。

她说，陆海新通道让西部地区各省
区市实现联动发展。广西要与重庆等西
部省份一起，扩大与通道沿线的经贸合
作与产能互动，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

秉承这样的理念，广西上上下下、从
内到外，都高度重视和全力推动陆海新
通道建设。

2018年初，广西成立陆海新通道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并专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统筹广西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各
项工作。

同时，广西制定了加快建设陆海新
通道三年行动计划，并陆续出台《关于优
化通关环境畅通陆海新通道的若干措
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从顶层设计上助
推陆海新通道发展。

在基础设施方面，广西加快推进港
口、出海出边出省铁路公路网络和大型
物流园区建设。从200多个项目中，“筛
选”出52个重大项目和12个“破瓶颈”项
目，专班跟踪督促项目建设进度。

另一方面，广西率先与重庆联合成
立运营平台公司，集中政府、港口、铁路、
物流基地等资源，通力合作拓展“软联
通”海铁联运班列运营线路。

同时，为让抵港的陆海新通道铁海
联运货物迅速通达全球，广西增开从钦
州港直达香港、新加坡的“天天班轮”航
线，有力提升了通道的市场竞争力和吸
引力。

这些投入带来了可喜的回报——
2017年，渝桂班列共开行48列，并

于当年通过中欧班列（重庆）实现与“一
带一路”的无缝链接；2018年，陆海新通

道开通北部湾港连接西部六个省区市的
5条海铁联运班列，共开行1154列。

今年上半年，广西北部湾港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160万标箱，同比增长19%；
完成货物吞吐量7784万吨，同比增长
13.46%，增幅在我国沿海主要港口中排
名前列。

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为媒
多方合作开启陆海新通道建设

在推动陆海新通道建设进程中，广
西不仅是重要的共建者，更是最早提出
合作概念的倡议者之一。

时间回到2016年3月18日。
就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

（简称“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在交通物流
方面的合作，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广西
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新加坡港务集团
（PSA）进行了初步探讨。

三方初步设想：“重庆铁路港-广西
北部湾港-新加坡港”三港联动，实现“一
带一路”无缝衔接、内陆口岸与全球连
接、中西部与东盟联动发展。

同年5月13日，重庆国际物流枢纽
园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推动通道物流建设、
国内国际贸易、金融资本服务、资源互导
共享等事宜。

此时，陆海新通道已具备雏形。
2017年2月，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

合协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新双方指出，中新合作的前两个国家
级项目——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均
是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为核心内容的
开放“点”上的合作，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能否有所改变？

各方认为，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建
设，以点带线，打造一条连接“一带一路”
的国际大通道，充分拓展沿线合作空间。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新双方提议，
探讨建设一条通过北部湾—新加坡—重
庆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结合的陆
海贸易路线。

于是，陆海新通道的前身——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当时简称“南向
通道”）首次被正式提出。

广西捕捉到这一发展新机遇。2017
年3月，广西专题调研组从贵州到重庆，
一路考察沿线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重要
工业园区，并与两省市政府主动对接洽
谈启动“南向通道”合作事宜。

当年4月，重庆派出近40人工作组，
从广西沿海到沿边、从港口到口岸，进行
深度考察调研。

双方一致认为，两地的开放资源互
补性极强，应集中优势、加强合作，充分
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尽快启动“南向通
道”海铁联运班列测试。

“双方迅速达成共识，然后开始了测
试班列的准备工作。”中新（重庆）南向通
道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渝培回忆说。

2017年4月28日，广西成功开行钦
州港-重庆测试班列；5月10日，重庆开
通至钦州港的铁海联运班列，实现班列
双向运行。

从测试班列来看，这条线路比传统
运输时间缩短了15-20天。自此，西部
地区的货物有了“一路向南”的新选择。

2017年8月31日，在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
渝桂黔陇四省区市政府代表签署了《关
于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
的框架协议》。

“南向通道”省际合作机制正式成立。
2018年11月12日，中新两国正式签

署《关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合作谅
解备忘录》，“南向通道”正式更名为“国际
陆海贸易新通道”，简称“陆海新通道”。

合力推动西部地区共商共建共享
充分释放陆海新通道发展红利

2018年4月20日，重庆、广西、贵州、
甘肃4省区市在重庆召开关于陆海新通道
的2018年中方联席会议。内蒙古、四川、
云南、陕西、青海、新疆6省份受邀参加。

会议最后发出“重庆倡议”，欢迎沿
线省份共同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

“陆海新通道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
推动西部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服
务新时代西部开发开放。所以，积极推
动西部各省区市加入共建机制，是通道
完善发展的必然趋势。”广西商务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西部各省区市都具备一定
交通、城市、物流节点基础条件，具备合
作的基础。比如，四川、重庆、广西、陕
西、云南等地外向型产业和国际贸易集
聚发展；贵州、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
西藏、宁夏等地各具资源禀赋……

陆海新通道的出现，为西部地区携
手共同开启新一轮开放开发提供了新契
机。通道的“朋友圈”逐步扩大：2018年
6月，青海省宣布加入共建陆海新通道工
作机制；两个多月后，新疆加入；今年，云
南、宁夏、陕西相继加入……共建陆海新
通道省区市扩大至9个。

随着运营规模的不断扩大，陆海新
通道高度集聚资源、有效促进互补互动，
发展速度明显提升。

今年以来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主干
线继续实现高速增长。1-6月，渝桂铁海
联运班列共计开通 809 列，同比增长
206%，运输集装箱量同比增长172%。

“通道还有提升空间。接下来，重庆
与广西等省区市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持
续推动陆海新通道建设，让西部省区市
进一步享受这条通道带来的红利。”重庆
市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称。

“这批刚刚进港的货物，最后将
通过铁路集装箱班列运往重庆。”7月
5日下午，广西钦州港码头一派繁忙
景象——几艘万吨级货轮停靠在码
头旁，在指挥手的指挥下，几个大型
龙门吊将船上的集装箱一个个吊运
到集装箱车上，然后运往几百米外的
铁路港口作业区，等候登上铁路集装
箱班列。

“得益于陆海新通道建设，到钦
州港中转的货物越来越多了。”广西
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延说，“钦州港是一个天然深水良
港，1994年才开港，算比较‘年轻’的
港口，但发展非常迅速。”

2014年，钦州港被广西定位为
北部湾集装箱枢纽港，在广西集散的
集装箱货物大多在钦州靠港上岸。
当年，广西还在钦州港码头两公里外
建起了钦州港东站集装箱站，2015
年开通运营，就是现今钦州港海铁联
运的雏形。

2017年，随着西部各省区市加
快合作，陆海新通道建设快速推进，
钦州港成功开通至香港、新加坡的

“天天班”航线，钦州至波兰马拉舍维
奇、钦州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
以及“渝桂新”“陇桂新”“川桂新”“云
桂新”海铁联运班列也陆续开通运
营。流通的货物由最初的陶瓷、板材
等少数几类品种，增加至现在的汽车
配件、摩托车、电子元件、纸浆、椰奶、
平行进口汽车等40余个品类，钦州港
集装箱年吞吐量也由2014年的70万
标箱跃升至2018年的232万标箱。

“以前，我们10多个指挥手就能
轻松完成集装箱的装卸指挥，现在不
够了。”正在码头指挥装卸的指挥手
李振辉说，现在进出港的货物太多，
指挥手由一个班10多人增加到6个

班70余人，每天“三班倒”，每人每天
要指挥300—500个集装箱的装卸。

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副站长
梁羽也说，以前，东站只有3条装卸
线，每天仅能装卸列车4至5列，年装
卸能力仅15万标箱。东站看似离码
头不远，但从码头卸下集装箱，再转
运吊装到列车上，中间起码花费数小
时，影响了海铁联运的效率。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货物运输
需求，解决海铁联运发展的瓶颈问
题，2018年7月16日，广西开工建设
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该项目总
投资约9亿元，占地约1200亩，由东
站作业区和港口作业区两个工程单
元组成。

其中，东站作业区新建一条货物
装卸线及3.2万平方米集装箱堆场，
主要负责公铁联运集装箱的装卸作
业。新增延伸至港口的作业区，新建
4条有效长778米的装卸线及12万
平方米集装箱堆场，主要负责海铁联
运集装箱的装卸作业。

今年6月30日，该中心站正式建
成投运，钦州港铁路年装卸能力由15
万标箱跃升至105万标箱，每天可装
卸列车20列以上。海上航运的货物
到港后，可直接在港口作业区装车，
随后通过新建的铁路线路快速进入
铁路主干线，时间上仅需30分钟左
右，而且还降低了港口与铁路之间的
物流成本20%以上。

至此，陆海新通道枢纽港钦州港
实现了海铁、公铁联运“零距离”接驳
转运，解决了铁路港口联运、公路铁
网联运“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截至6
月30日，今年，钦州港海铁联运班列
共到达和发送 809 列，同比增长
206%，运送集装箱4.08万标箱，同比
增长172%。

广西钦州港铁路年装卸能力
由15万标箱跃升至105万标箱

本报记者 王翔 杨骏

■今年上半年，广西北
部湾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60万标箱，同比增长 19%；
完成货物吞吐量7784万吨，
同比增长13.46%，增幅在我
国沿海主要港口中排名前列。

■今年以来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主干线继续实现高
速增长。1-6月，渝桂铁海联
运班列共计开通809列，同
比增长206%，运输集装箱量
同比增长172%。

全力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

渝桂携手推进西部地区联动发展
本报记者 杨骏 王翔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
重庆区位、生态、产业、体制优势十分
突出，要求重庆努力发挥“三个作
用”，这是总书记在新时代赋予重庆
的重大使命、交给重庆的战略任务。

发挥“三个作用”，要求重庆敢
于担当、带头带动开放、引导西部省
区市合作互惠共赢、积极融入国家
战略……这些，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
均得以体现。

比如，陆海新通道一开始便提出
“共建”的理念，其意义，便是希望各
方能够一起加入到通道建设中来，这
体现了西部区域合作。

再如，陆海新通道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省区市积
极融入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

同时，陆海新通道是中新（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重庆作为运营中心，理应发
挥带头作用。

……
实际上，随着陆海新通道建设的

推进，西部各省区市交流明显增强，
各方收获多多。

在采访过程中，广西相关人士表
示，重庆敢于开拓创新、勇于向开放前
沿迈进的精神，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他们深有感触。

同时，多位人士表示，西部各省
区市各有各的优势，陆海新通道必将
成为西部大开发和内陆开放发展一
个极其重要的载体。所以，陆海新通
道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共建陆海新通道任重道远
□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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