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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凌

天地之“中”
方圆聚力

丝绸之路在河南·郑州篇（上）

如果把丝绸之路看作是一条淙淙连通亚欧的渠
水，其碧波荡漾，流水滔滔，一泻千里的物流形态是否
饱满丰沛，渠首之处吸纳百川的能力至关重要。

河南，地处中国腹地，得益于承东启西、连南贯北
的天然区位，自古就有人口集散天下、货物运载四方
的习俗和传统。

“得中原者得天下”。基于这些优势和底蕴，现代
河南致力于打造新时代交通枢纽，更吸引了八方商贾
瞩目这一宝地。

5月的一天，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俄罗斯空桥货运
航空公司满载苹果手机的 747货机迎着明媚的阳光启
航远行，18 个小时后，这些手机将摆上美国柜台。作
为世界知名的货运航空公司，为何会选择郑州？

“以郑州为中心，8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圈，几乎
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我们看中的是这里强大的
辐射力和巨大发展潜力。”该公司中西部销售经理王
卓佳说。

“中”是郑州方言，意为好、行、可以。郑州人喜欢
说“中”，也最有资格说“中”。

据估算，以郑州为中心，500 公里经济圈，辐射全
国人口和经济总量的三成；1000 公里经济圈，辐射全
国人口和经济总量超过七成；2000 公里经济圈，辐射
九成以上。

而连接融通这个“圈”的，是河南无可替代的区位
优势和强大的交通基础设施——

铁路，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的郑州无可争议
地成为全国路网中重要的“双十字”枢纽中心；成功开
行郑欧班列更为大物流通道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条件。

公路，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连续八年居全国之首。
2015年河南将形成以 6600公里高速公路为骨干、2.7万
公里干线公路为支撑，四通八达、衔接高效的公路网络。

航空，郑州机场去年货邮吞吐量增速全国第一；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为国家首个获批的以
航空经济为引领的国家级新区，政策优势凸显，发展
态势迅猛，UPS、联邦快递、俄罗斯空桥等国际航空货
运巨头纷纷抢滩布局。

“从东西南北交通网络的构成看，郑州这个点已
经拥有了作为物流中心的强大辐射作用。”国家发改
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吴晓说。

“河南地处欧亚大陆桥东端要素汇集点，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向东延伸的腹地和端点,也是国家最新规
划的两横三纵城镇密集区和经济发展轴的黄金交会
点。”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说，“无论是向周边区域输
送欧洲产品，还是作为欧洲输入货物的分拨地，郑州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价值都无可替代。”○9

“希望河南在新丝绸之路

中发挥交通枢纽的优势，打造

现代化的物流基地。”

——成思危

【成思危，著名经济学家，第九、十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七、八
届民建中央主席】

高铁拉近了河南与西部的距离。 本报资料照片

驼铃声远高铁疾
□本报记者 陈 辉

希望河南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 ——习近平

打造新丝绸之路的物流中心
——成思危谈河南如何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

□本报记者 刘玉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樊鸿鹏

丝绸之路的河南印记·西安篇

“把交通枢纽的优势，跟物流结合起来，
打造重要的物流集散地。”著名经济学家成思
危在接受采访时，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他
认为，“仅这一条，河南的作用就非常重要
了。”

德高望厚、享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之
称的成思危，向以独到的洞察力享誉学界。
无论是 2006年底关于中国股市泡沫的著名
预见，还是有关楼市泡沫、GDP水分的提醒，
诸多判断，都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行业
经济。这次关于河南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见解，同样别有洞天。

他说，“丝绸之路起于长安，这是历史。
之所以在长安，是因为长安是国都，是当时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
安排，新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应该是北京。因
为北京是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样来看，河南的重要性比较突出：不
管是走陆路上的北线还是南线，都必须经过
郑州，必须经过河南。如果走水路，从北京经
过河南到广州，然后到深圳、香港，从深圳的
盐田港或者香港出发，也必须经过郑州，经过
河南。”成思危说，河南的最大优势，就是处于
交通枢纽的位置。

在他看来，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和
欧洲沟通的一条商贸主干道，而今天的丝绸
之路经济带，则更具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成思危分析，
“从贸易角度来说，欧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美国排第二，东盟排第三，日本和韩国位
列其后。”

“而从全方位外交的角度来看，往东,依
然会遇到一些阻力，中日关系近期也不可能
有大的改善；往南，已和东盟建立了‘10＋1’
的自由贸易平台；往北，和俄罗斯建立了战略
伙伴关系。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要贯通西边

这条路。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就是一
个非常好的载体。”

他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意义不言
而喻。一个国际化的人、财、物大流通的格局
正在开启。在这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中，沿途
各地依靠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加入国际化的
市场开发和竞争，势在必然。那么，河南的优
势在哪里？融入更大的国际市场，河南经济
如何以更加突出的特色、更加过硬的质量、更
加优质的服务展现自己，无疑是一道并不轻
松的课题。“首先是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
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是最关键的。”成思
危强调。

“河南要想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
挥重要作用，必须是以交通枢纽的优势，打造
现代物流的集散地。”成思危给出明确定位。

他认为，“我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已经
形成，河南又处在网络的中心位置，无论是往
北到北京、东北，往南下武汉、广州，还是往东
去上海，往西南去成都，郑州都有直达铁路，
十分便利。”河南必须紧紧抓住这一优势，乘
势而为。

他进一步说，如果仅仅满足于作为交通
枢纽的话，意义其实不大，也就是物资路过而
已。只有跟物流结合起来，在“集散”上做文
章，作用才可能得以凸显。“使通过丝绸之路
运出的物流，能够在河南、在郑州集中，而通
过丝绸之路运进的物流，能够在河南发散，那
作用就大大地不一样了。”

“如果所有的物资能在郑州停留一天，
然后再运到欧洲去；欧洲来的物资在河南停
留一天再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是多大的物
流！”他十分乐观地预设。

“但是建设物流基地是很不容易的。”成
思危又说。从整个行业来看，现在物流的发
展，已经从第一方物流到第二方物流，到第三

方物流，甚至是第四方物流了。“第一方物流
是生产者自己完成的物流活动，明显已经落
后；第二方物流是物流企业组织的物流活
动。提供物流设施给生产者租用，但往往会
因为信息不对称，出现有时想租的时候租不
到，有时物流设施空在那儿没人租的现象；第
三方物流是把物流的供需双方的关系，通过
信息技术连接起来，完成物流任务。现在最
新的发展是第四方物流，那就不仅仅是对一
个企业提供物流服务，而是把整个的供应链
连起来，形成一个优化的物流方案。”

据此，成思危认为，河南要做的，应该是
提供第二方、第三方、第四方的物流基地，也
就是既要有第二方物流的硬件，也要有第三
方、第四方物流的软件，全方位打造和提升自
己的核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全方位
的物流服务。”

知易行难，“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成
思危强调。河南要打造现代化的物流中心，
一定要抓住主要环节，至少有三个方面，要作
为必备要素去打造：

首先，要有周密的顶层设计，“河南需要
下决心请一些专业人士做好大物流中心的
规划和建设，这一点至关重要。”

其 次 ，要 做 好 现 代 化 物 流 人 才 的 培
养。他指出，和沿途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专
业化的人才支撑不可或缺。他们不仅要具
备娴熟的物流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要掌
握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的诸多要求和规

定，而且要对沿线各国和地区的产业分布
及市场需求了然于心。更为重要的一点，
是要有非常扎实的外语功底。“英语是必须
要懂的，此外，对一些重要国家的语言，如
德语、法语等，也是要懂的。”在通晓 7国语
言的成思危看来，语言在经贸活动中的作
用非同小可。

再次，就是物流市场监管人才的到位。
“这些人才除了要具备专业的监管知识，同时
还要熟悉国际贸易的法律、法规及具体的贸
易规则等。”

细节决定成败。成思危指出，我国现代
物流尚处于起步阶段，物流人才短缺。“没有
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物流中心即使建起来，也
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成思危特别提醒，河
南要想在行业竞争中抢占先机，必须培养一
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物流团队。

对于现代物流的前景，成思危非常看
好，他说，我国目前的物流现状不容乐观，
物流成本依然较高，数据显示，我国的物流
费用占到整个成本的 18%，而国际上一般
都 在 10%以 下 ，所 以 这 方 面 大 有 潜 力 可
挖。“你想一下，如果有 1000亿美元的物流
任务，降低 10%就是 100亿美元。”成思危非
常认真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并指出，河南
发展现代物流，大有可为。

“希望河南在新丝绸之路中发挥交通枢
纽的优势，打造现代化的物流基地。”成思危
恳切寄语。○5

东西两都赋新篇

出了函谷关，丝绸之路西行的第一站是古
都西安。在去西安之前，记者特意去了一趟洛
阳。在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前，保存着一组
骆驼的蹄印，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代，丝路商
人牵着骆驼徒步来到洛阳。今天，驼铃声早已
不闻，遗址不远处就是洛阳高铁南站，从洛阳乘
高铁西行，两个小时内就到了四百公里外的西
安，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就在高铁站不远处。

早在 8年前，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
际协调会形成的《共同行动纲领》，明确提出了

“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公元前后的中国汉代东
西两京（洛阳、长安），止于清代末期。在西安市
文物局，负责申遗的人士介绍说，去年 3月，国家
文物局公布了 22处丝绸之路申遗点，其中陕西
省有 7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
宫遗址、张骞墓、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
大佛寺石窟。“西安是入选申遗点最多的城市，但
洛阳在丝绸之路上同样有很重要的地位。”

丝绸之路始于汉代，盛于唐代，那时正是
洛阳、西安的辉煌时期，在汉代，两地是东西二
京；在隋唐，又互为东西两都。在历史长河中，
两城宛如一对孪生姐妹，一荣俱荣，谱写了无
数辉煌。陕西人班固的《两都赋》、河南人张
衡的《二京赋》，道尽了两地昔日繁华；如今，
一条高铁又将两座古城紧紧连在了一起。

豫陕文化一家亲

同饮黄河水的豫陕两地有着悠久的历史
文化渊源。当年河南人杜甫有名句“长安水边
多丽人”，西安人韦庄也写有“洛阳才子他乡
老”。陕西有西安碑林、河南有千唐志斋，两者
造就了一段文化佳话：民国元老、陕西人于右
任和河南人张钫均酷爱搜集金石碑刻，于右任
将其搜集的众多出土于洛阳邙山的碑刻放置
西安碑林，张钫则将千余方唐墓志运回故乡洛
阳新安县建成“千唐志斋”。

这种相互滋养的文化古风至今仍在流
传。在西安乘地铁，两侧宣传栏里见到最多的
是河南人王家春的哲理画。王家春是河南安
阳人，2001 年从安阳调至陕西省委统战部工
作，他将中国传统笔墨和当代审美观念融为一
体，创立了独具一格、内涵丰富的哲理画，成为
西安的一张文化名片。

在当代美术界，陕西有长安画派，河南形
成“中原书风”，两者各领风骚，皆负美名。至
今仍有不少河南人活跃在陕西美术界，当代长
安画派花鸟画名家张金岭是河南新乡人，人物
画名家郭全忠是河南宝丰人，他们在西安文化
界都有着良好的口碑。

丝绸之路串起的不仅是商贸往来，更是文
化融合。“豫陕两地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文
化厚重，可以携起手来，立足丝
绸之路经济带，共同对外传播
中华文化。”王家春说。

高铁串起“大经济”

过去，丝绸之路的商人靠肩扛驼运，现在郑
西高铁大通道把人流物流信息流推向了新的境
界。高铁开通四年，带动了豫陕两地大合作。仅
以旅游为例，郑州、洛阳、西安三座古城不时开
展旅游互动，将高铁旅游“蛋糕”越做越大。

陕西河南商会常务副会长王廷法 27年前
从郑州乘火车来到西安，他从摆摊做玻璃家具
起步，创办的金鹰玻璃公司成为西北地区首家
特种玻璃生产基地。“我们和洛阳还有合作，很
多设备、原材料用的是洛阳产品。”王廷法说。

和王廷法同为新乡人的王东方则把家乡
的起重行业带到了西安，如今长垣的起重、防
腐行业在西安占有很大市场。郑州巩义人周
阳则把河南的优势行业电缆带到了西安，创
立的西部电缆公司成为陕西省制造业龙头企
业。2013 年底，河南双汇集团和咸阳兴平县
签订了 30 亿元的投资项目，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豫陕两地最大的经济合作成果。

陕西河南商会秘书长马民洲说，如今有数
以万计的河南人在陕西创业，他们大多从事河
南的优势行业如机械、建筑、农产品加工等，以此
开拓西北市场。马民洲说：“河南有产业优势，西
北乃至更远的中亚地区有资源、有市场，河南
可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有作为。”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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