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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

10月10日，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联结点上的重要航运枢纽果园港异常忙
碌。

在集装箱码头的远程操控室内，王俊杰
和陈建宏正对4台集装箱堆场场桥进行远程
操作。

“过去每天要在20米高的场桥上爬上爬
下，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就能远程操控。”王俊
杰说，智能远程控制系统就像为巨型手臂装
上了大脑，只需要按按键，就能将几十米外的
场桥精准对位。“原来一个人只能负责一台场
桥，现在可以实现一人同时远程控制两台场
桥。过去跟师傅学一年才能出师，现在三个
月就能独立操作这套智能系统。”

离集装箱码头不远的果园港火车专线作
业现场，一辆辆火车不断驶向远方。

“原来发运一列矿石车，8个人需要7-8
个小时平仓，现在又装又平，只需要一个半小
时左右。”果园港铁路运行部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说。

最近，果园港件散货铁路场站系统上线
运行。该系统改变了传统的以人工管理为主
的模式，实现铁路场站生产作业全过程实时
信息化管理。果园件散货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系统上线为果园港实现智能决策、自主
装卸的智慧港口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远程控制、装车机、翻车机、皮带传输机、
场站系统等智能设备和软件的投入使用，使
得果园港多式联运效率得到明显提升，也不
断增强着果园港“智慧港口”的底气。

除此之外，果园港先后开通至成都、西
昌、攀枝花、德阳、贵阳等多趟铁水联运集装
箱班列，铁水联运网络已覆盖云南、贵州、四
川、陕西、甘肃及新疆。水水联运也新增重庆
—宜宾—泸州的集装箱线路。通过这些举
措，果园港将世界拉到了重庆“家门口”，逐渐
成为“世界的中转站”。

果园港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果园港通
过长江黄金水道连接太平洋，开辟了190多
条国际线路，可通达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与此同时，果园港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向
西可通过进港铁路专用线直联中欧班列（重
庆），连接我国西北、中亚及欧洲地区；向东通
过长江实现江海联运；向南、向北可通过高速
公路和铁路实现对我国内陆地区货物的集
疏，已逐渐成为中国西部通江达海的枢纽港。

就在最近，凭借果园港的辐射影响力，重
庆获批国家级物流枢纽。在一起获批的23
个国家级物流枢纽中，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
获批的港口型国家级物流枢纽。

“果园港将以此为契机，加大对周边区域
货源的吸引力，充分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航
道资源。同时，还将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国内
物流枢纽间的业务对接、标准协调和信息互
联，加快构建联通内外、交织成网、高效便捷
的‘通道+枢纽+网络’物流运作体系。”该负
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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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均由首席记者陈钧，记者杨骏、崔曜采写）

10月9日凌晨4点，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货运机坪一片忙碌景象。装卸
工人正在为出港货物装机。

“现在货物多，全货机航班一天多的时候达到了五六个。”在重庆机场干
了9年装卸工的金祯鑫说，全货机航班都在深夜和凌晨，他们要通宵保障。

1小时后，满载103吨货物的波音777-200F全货机飞离重庆机场，途
经印度新德里，最终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这条航线是6月份开通的。”重庆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负责人表示，
这条航线不仅填补了重庆没有非洲货运航班的空白，还完善了重庆货运网
络布局，形成连通五大洲的“空中走廊”。

一条因手机需求而催生的航线

“重庆到亚的斯亚贝巴的航线可以说是一条因为手机需求而催生的航
线。”该负责人透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可能国内很少人听说过传音手机，但它是名副
其实的非洲‘机王’，拥有近40%的市场占有率。”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位
于渝北区空港工业园的重庆传音科技有限公司是传音手机的重要生产
基地，去年，传音公司主动找上门，希望重庆能开一条到非洲的货运航
线。正好机场方面此前也有打算，自2011年埃塞俄比亚在渝设领事机构
以来，两地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双方一拍即合，不到一年时间就开通
了这条航线。

上个月，重庆又开通了至德国哈恩货机定期航线，这为每周重庆到欧洲
的货运增加了300吨的运力。“接下来，重庆还计划开通到印度孟买、孟加拉
国达卡的货运航线，让更多的‘重庆造’飞向全世界。”该负责人说。

生鲜产品1小时提货

波音777-200F全货机飞离重庆，装卸工人们暂时松了一口气。但这
种空闲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很快，来自泰国的皮皮虾、梭子蟹等运抵重
庆机场。1小时后，这批活蹦乱跳的海鲜将进入我市各大超市和水产市场。

重庆扉洛斯特贸易有限公司的王慧说：“今年以来，我们公司进口的生
鲜存活率在8~9成之间，可以说，市民桌上的海鲜甚至比沿海一些市场上
的还新鲜。”

这源于2018年12月重庆机场推出的生鲜货物一小时提货绿色通道。
“发展航空货运，既要开拓国际航线，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重庆

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负责人表示，通过整合国际货运现场岗位工作流程、
优化货物拖移交接流程，重庆机场国际货站普通货物(腹舱运输)提货时间
已压缩至60分钟，较2018年初缩短71.4%；普通货物(全货机运输)提货时
间已压缩至135分钟，较2018年初缩短61.4%。

去年我市国际货邮吞吐量居西部第一

10点30分过后，停机坪上停靠的飞机越来越多，金祯鑫和同事们感觉
有点忙不过来。

“近年来，重庆进出港货物总量在增加，结构也在改变。”金祯鑫一边翻
看货物记录牌，一边告诉记者，“你看，运送的货物不仅有海鲜、手机，还有
笔电和其他3C产品。”

重庆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负责人告诉记者，2010年前，重庆机场国际货
运量一年不足1万吨，而且主要是布料、皮鞋等低附加值产品。如今，笔电是
最主要的出港货物，占了国际货运量的70%左右。手机是今年才有的货，目
前虽占比不大，但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有望成为航空货运的“主力军”。

“重庆出港货物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该负责人称，
去年，重庆国际（地区）货邮吞吐量14.7万吨，位居西部第1位。目前，重庆
机场国际货运航线共有14条，联通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莫斯科、芝加
哥、悉尼、曼谷等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除了货运航线，客运航线也在稳步增长。截至9月，重庆机场的国际
航线已从年初的84条增加到88条，直飞航线79条，通航城市67个，通航
国家29个，其中“一带一路”沿线航线58条。

随着航线增多，货运增加，金祯鑫所在的装卸部员工已由几十人增加
到近500人。“从这个势头来看，我们的队伍还将壮大。”金祯鑫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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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上午10时许，一声汽笛打破了
沙坪坝区团结村中心站的宁静。一趟中欧班
列（重庆）驶出中心站，向德国杜伊斯堡开去。

“这样的场景，每天在团结村中心站都会
上演。”这样的场景，江彤早已司空见惯。

江彤是第一班中欧班列（重庆）的司机，
多年来，他开行过的班列早已数不清楚。“中
欧班列（重庆）开行频率逐年加快,现在每天
都有班列发车，有时候还还不止一班。”

江彤的印象，也是重庆陆路大通道发展
的一个缩影。

重庆不靠海、不沿边，仅靠长江黄金水道
和航空通道，显然不足以支撑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为此，重庆开拓创新，以铁路和公路为
载体，已成功开辟出“东南西北”四向的铁路
物流大通道。

向西，借助惠普等笔记本电脑厂商在渝
落户为契机，重庆从2011年起就开辟了国际
铁路大通道。截至今年8月底，中欧班列（重
庆）累计开行超过4100班，境外集结分拨点
覆盖11个国家30多个城市，成为亚欧之间重
要的国际物流陆路运输骨干。

重庆开辟的这条西向铁路大通道，也为
后续一系列中欧班列的出现打下基础。国务
院曾召开专题会议指出，以中欧班列（重庆）
为代表的中欧铁路集装箱班列打通了我国西
向通道，带动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和经贸交
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向南，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框架下，重
庆于2017年主导发起了陆海新通道建设。

截至今年9月底，该通道形成铁海联运班
列、跨境公路班车、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三种方
式。其中，铁海联运班列实现“天天班”稳定
双向对开、累计开行突破1300班，目的地已
覆盖全球六大洲8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个港
口；跨境公路班车从开运至今年9月底，共发
车1652次，预计到今年底，总货值约13亿元。

今年8月，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
通道总体规划》，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
为国家战略。今年10月，西部所有省区市、
海南、广东省湛江市在重庆签署《合作共建西
部陆海新通道框架协议》，标志该通道的“朋
友圈”进一步扩大。

向东，依托沿江铁路干线，重庆开通了渝甬
班列。今年1-8月，重庆开行渝甬班列70班次。

相比传统的江海联运，这一班列具有两大优
势：一是时效快。传统江运模式重庆至上海需要
10-15天时间，在长江修闸和清淤期间拥堵期
达20-30多天，而渝甬班列仅57小时可达宁波
舟山港；二是班列港口端铁路直通码头，集装箱
下货地点距离出海口只有约200米，港区火车、
吊装、集卡等作业环节均由海铁一体化管理。

向北，“渝满俄”班列自重庆国际物流枢
纽园出发，北上经满洲里口岸出境，横越西伯
利亚，到达莫斯科。随着中俄双方交往的频
繁，“渝满俄”也增开了班列频率，目前该班列
已实现常态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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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通 道 让 重 庆 联 通 世 界
核心
提示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
对外开放也是如此，有了物流大
通道的支撑，才能实现与世界的
联通。

但重庆不靠海、不沿边，大
山大水一度是阻碍对外开放的
重要因素。自然条件的先天不
足，挡不住重庆人对外开放的步
伐。重庆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
开辟出了多条铁路、公路物流大
通道，同时不断优化长江黄金水
道、航空等物流线路，形成了“铁
公水空”完善的多式联运体系。

通道还在延伸，重庆沿着对
外开放之路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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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通道

西向通道

东向通道

铁海联运
（渝黔桂新班列）

铁海联运（渝深班列）

铁路（兰渝专列）

跨境公路
（重庆东盟五定班车）

国际铁路联运
（重庆－越南班列）

中欧班列（重庆）

江海联运（五定快班轮）

铁路（渝甬班列）

里程

1400公里（钦州港东站）

1900公里（深圳平湖南）

873公里

东线

中线

西线

1560公里（凭祥、越南河内）

11000公里（西线－德国杜伊斯堡）

14000公里（中线－德国杜伊斯堡）

10500公里（东线－俄罗斯莫斯科）

2400公里（上海）

2219公里（宁波北仑港）

1400公里（越南河内）

3200公里（越南胡志明，柬埔
寨金边）

2800公里（老挝万象、泰国曼
谷）

2700公里（缅甸仰光）

运行时间

39小时

85小时

1天

2天

6－8天

4天

78小时

6天

13天

16天

14天

10－12天

57小时

空中通道

地区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大洋洲

非洲

港澳台

截至2018年4月，我市共有重庆客货运航线71条

客运航线（57条）

客运定期航线（41条）

26条（东南亚18条，东亚5条，
马尔代夫、多哈、迪拜各1条）

4条（伦敦、罗马、莫斯科、赫尔辛基）

3条（纽约、洛杉矶、旧金山）

3条（悉尼、墨尔本、奥克兰）

/

5条（香港、澳门各1条，台湾3条）

客运包机航线（16条）

13条（东南亚10条，济州、
青州、大邱各1条）

1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

/

/

2条（埃及开罗、阿斯旺）

/

货运航线（14条）

货运定期航线（14条）

4条（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首尔、
河内－重庆－首尔）

6条（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法兰克福各2条）

1条
（悉尼－重庆－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芝加哥）

/

3条（香港2条、台湾1条） 制图/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