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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行十载 中欧班列（渝新欧）给重庆带来什么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生 蒋起源

中欧班列（渝新欧）开行
后，国内很多城市纷纷跟进：
武汉开通至捷克与波兰的欧
亚班列；长沙开通至杜伊斯堡
的铁路路线；成都打造直达罗
兹的铁路通道；郑州开出前往
汉堡的铁路班列；苏州把铁路
班列目的地定在华沙……

一时间，众多“新欧”如雨后
春笋般涌出。2016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宣布，各地开行的“新
欧”全部统一品牌，统称中欧班
列。

时至今日，全国开通中欧
班列的城市超过60个，因为路
线与古丝绸之路大致重合，业
界将这些中欧班列称为现代版

“钢铁驼队”。
作为中欧班列开创者，重

庆不忘在西部带头开放、带动
开放的重任，不断在中欧班列
（渝新欧）上创新、开拓，为中欧
班列发展提供更多经验与做
法。

比如，重庆率先研制出独
立蓄热控温集装箱，解决了中
欧班列无法在冬季常态化、规
模化运输电子产品的难题。

再如，海关总署率先在中
欧班列（渝新欧）上成功测试

“关铁通”项目，沿线各国海关
无需开箱查验，只需读取集装
箱上加挂的安全智能锁，便能
查验货物图像和数据，大幅提
升通关效率。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期间，海关总署相
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渝新欧）是中欧班列
中开行数量最多、服务质量最好、国际认可度
和影响力最大的，已成为中欧班列的代表和重
要品牌。

百尺竿头，还要更进一步。如今，中欧班列
（渝新欧）立足提质增效，希望促进“钢铁驼队”
高质量发展。

2019年，重庆、河南、湖北、浙江、湖南五省
市的中欧班列平台公司齐聚重庆，联合发布《中
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倡议书》，提出加强协同合
作，避免恶性竞争，坚持创新发展，实现中欧班
列健康可持续发展。

2020年 11月，重庆协同义乌、成都、西
安等多个平台公司开行全国首列多省跨区域
合作的中欧班列，推动多支“钢铁驼队”融合
共生。

2021年1月1日，重庆与成都共同首开
“中欧班列（成渝）号”，标志着中欧班列（渝
新欧）和中欧班列（成都）携手统一品牌对外
宣传推广。这是首个由两个城市共同运营
的中欧班列品牌，为中欧班列发展提供了新
的借鉴模板，也助推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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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渝新欧）给重庆带来这些变化
打通西向通道，为后续打通南、北、东三向铁路通道奠定基础，让企业有了空运和海运之外的选
择，丰富了物流业态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生 蒋起源

十年前的今天，首趟中欧班列（渝新欧）在
沙坪坝团结村中心站发出，由此开启了重庆西
向大通道。

今天，中国邮政发行今年首套纪念邮资
明信片，主题为中欧班列（渝新欧）开行十周
年。

邮票、邮资明信片、邮资信封都是邮资凭
证，有“国家名片”之称。它们的图案、主题需
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严格筛选和论证。能够
获批的，大多是国家主要事件、节点。

为何中欧班列（渝新欧）能够印在“国家名
片”上？答案是——这条国际铁路大通道，开
启了国际铁路运输史新篇章，为中欧贸易焕发
新机提供了助力。

物流促开放
将重庆不靠海、不沿边的劣势，转

为辐射东南西北四向的优势

笛声破空自渝始，大道向西贯欧亚。
十年前的今天，重庆团结村中心站响起长

鸣，一趟列车随之朝万里外的欧洲驶去，中欧
班列（渝新欧）自此诞生。

不沿边、不靠海，没有地理区位优势；水运
远、空运贵，缺乏陆上通道支撑——重庆扩大
对外开放，需要中欧班列这条大通道。

以铁路为载体，重庆向西可直达欧洲，比
海运速度快，比空运成本低。为此，重庆横下
一条心，决定突破山水阻隔。

这并不容易。因为没有经验可循，所有
的事都要重庆自己摸索。作为直接参与者，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副主任胡红兵说了一个让
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中欧班列（渝新欧）国内
段首次试运行时，找不到测试用的电子产品，
胡红兵和同事就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贡献”
了出来。

对开放的急迫渴望，让重庆人憋着一股
劲。从中欧班列（渝新欧）完成国内段测试，到
首次全程开行，只用了不到两个月。

随后的事，更加令人振奋。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与时任德国政

府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部长加布里尔一起，见
证了中欧班列（渝新欧）顺利抵达德国杜伊斯
堡。2016年1月，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听说中
欧班列（渝新欧）沿线国家实现一次报关查验、
全线放行，他赞赏“挺好”。

总书记的关心和肯定，为中欧班列（渝新
欧）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重庆开拓物
流大通道的步伐更加坚定。

向北，重庆以渝新欧为基础，开行直达莫
斯科的“渝满俄”货运班列，将原来的货运时间
由2个月缩短至8天。

向南，重庆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常态
化运行，以铁路班列驶往广西钦州，再转海上
运至全球。

向东，重庆开行直达宁波的渝甬班列，货
物抵达宁波后，在北仑港转海运，再分运至世
界各地。

2020年，中欧班列（渝新欧）通过铁铁、铁
水联运箱量超6.5万标箱，同比增长超250%。
其中，中欧班列（渝新欧）与西部陆海新通道联
运超4500标箱，与长江黄金水道联运超1.8万
标箱，与渝甬班列联运3400标箱。

如今，重庆物流不仅通江达海、贯穿欧亚，
更能以通道间的联动，实现“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无缝衔接，将重庆不靠海、不沿边的劣
势，转为辐射东南西北四向的优势，曾经的开
放“末梢”变身开放前沿。

通道兴贸易
整车进口口岸等相继开通，促进重

庆由“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今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公
告，同意重庆增加化学药品首次药品进口备
案职能。重庆成为继北上广后，全国第四
个、西部首个可以办理化学药品首次药品进
口备案的城市。

此前，重庆进口药品必须先到北上广分
销。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与重庆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合作，探索通过中欧班列（渝新
欧）运输进口药品，打破了这一局面。重庆在
全国率先实现用铁路进口药品，开辟了药品进
口全新物流模式，结束了国内西部地区无直接
进口药品的历史。

打破旧局绝非偶然。中欧班列（渝新欧）
开行以来，海关总署和国家口岸办在重庆相继
批准设立了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国际邮件处理
中心、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进境肉
类指定监管场地功能，促进重庆由“通道经济”
向“产业经济”转型。

大通道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开放型经济的
大发展。

“落户重庆前，我们从来没有通过跨洲铁
路运输产品。”惠普公司相关负责人高山雪说，
中欧班列（渝新欧）的出现，让惠普公司有了传
统海运和空运之外的新选择。所以，惠普公司
也是中欧班列（渝新欧）首批客户。

如今，惠普公司非常信任中欧班列（渝新
欧）。高山雪透露，除了重庆造笔电外，惠普公
司甚至将自身在其他省市生产的打印机等产品
运至重庆集货，再发往欧洲。

长安福特的汽车零部件，是中欧班列（渝
新欧）首次回程班列的货源，双方因此建立了
长期合作关系。长安福特负责人透露，目前
长安福特通过中欧班列（渝新欧）运输的货
量，已占长安福特德国—重庆航线进口总箱

量的近一半。
因为这条大通道，在渝兴盛的企业还有很

多——
比如，丹麦最大、欧洲前三的国际货运公

司得斯威，在中欧班列（渝新欧）开行后，布局
重庆，在国际业务中用这条铁路运输。

再如跨境电商，中欧班列（渝新欧）不但尝
试了首趟跨境电商专列，还实现了跨境电商
B2B出口专列全国首发。截至2020年底，通
过中欧班列（渝新欧）发送的跨境电商货物累
计超过7000标箱。

“通道是载体，本质上要为城市经济发展、
产业配套服务。”市政府口岸物流办主任巴川
江说，物流带通道、通道带经贸、经贸带产业，
这是重庆对外开放的逻辑，也是中欧班列（渝
新欧）一直践行的理念。

在中欧班列（渝新欧）的加持下，重庆外向
型经济持续向好。“十三五”期间，重庆外贸进
出口年均增长7%；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520
亿美元，外商投资市场主体达到6764户，世界
500强达到296家。

服务新格局
带动了沿线地区经贸发展，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2014年6月，国务院召开专题会议，明确
提出以中欧班列（渝新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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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发展，以渝新欧为代表的中欧班
列，不仅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名片，更
是沿线各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

“铁轨上奔驰的中欧班列蓝色集装箱，已
经成为一个贸易符号。”德国杜伊斯堡经济促
进局相关负责人Christian（克里丝汀）说，中
欧班列（渝新欧）的开通，让重庆和杜伊斯堡的
时空距离更近了。

汉堡货运代理公司Gateway经理Joshua
（约书亚）表示，中欧班列（渝新欧）出现后，亚欧
之间有了全新物流通道。中欧班列的持续发

展，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维系中欧关系的重
要桥梁，打开了中欧贸易的新篇章。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中欧
班列成为中欧间最稳定的货运通道，再次赢得
世界认可。

2020年4月，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一次
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疫情以
来，中欧班列充分发挥“脉动”效应，为欧洲
国家及时获得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搭建了
绿色通道，有力、高效地促进了中欧及沿线
国家的抗疫合作。发言人还强调：中欧班列
是中欧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成果和良好
示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横跨亚欧大陆
的中欧班列凭借独特优势和‘硬核’实力，开行
量和货物发送量逆势上扬，在疫情防控的背景
下，有力服务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防
疫合作，充分发挥了战略通道作用。”中铁集装
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骥翼
如此评价中欧班列。

2020年4月，中欧班列（渝新欧）在全国
首发“中国邮政号”专列。以此为载体，重庆
承担起疏运国际邮包尤其是中欧间国际邮包
的重任，解决了因空运、海运不畅，大量国际
邮包滞留国内的问题。当年，中欧班列（渝
新欧）共计疏运各地国际邮包超2000万件，
居全国之首。

2020年5月，中欧班列（渝新欧）首次开行
防疫物资专列，把86个标箱、货值1343万欧元
的口罩、隔离衣、手套等防疫物资运往波兰波
兹南。随后，中欧班列（渝新欧）持续为欧洲运
输防疫物资。

202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支持
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国5个城市开展中欧班列集
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这为中欧班列（渝新
欧）未来发展再添助力。

巴川江表示，重庆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
项目将从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贸易便
利化、多式联运体系建设等方面发力，推进中
欧班列“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形成

“干支结合”的集疏运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
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关新闻>>>

●中欧班列（渝新欧）十年

累计开行近 8000 列，位

居全国第一

●在全国所有中欧班列中，渝新欧运输货值每

年都居全国首位，累积运输货值近 3000 亿

元，多项累计关键指标居全国首位

物流

产业

观念 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地区，也能有适合自己的对外开放方式，从开放“末
梢”变身开放前沿

助力重庆获批整车进口口岸、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进境肉
类指定监管场地功能，增加重庆开放平台种类

改变铁路不能运邮的历史，开创铁路提单新模式，助力陆上贸
易规则的探索

数据整理：首席记者杨骏、实习生蒋起源

口岸

创新

为笔电、汽车等重庆支柱型产业提供运输服务，助力跨境电商、药品进口等业态在重庆萌芽发
展，助推重庆外向型经济发展

●已形成30 余条成熟运行

线路，辐射亚欧 26 个国家

近40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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