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4年 7月 29日 星期二

建设大交通建设大交通 HENAN DAILY

2

打造连内外贯东西的物流新引擎

构筑大枢纽构筑大枢纽
促进大发展促进大发展

□本报记者 陈学桦 郭 戈

物流篇

郑州发物流省钱省时

如何尽可能地缩短时间、降低物流成
本，为顾客提供标准化服务，是现代物流
发展的关键。因而，在发展现代物流过程
中，区位优势的作用更加突显。

“同样是一个标准件，从郑州发货到
目的地至少要比别的地方省 2元以上，并
且时效也更快，这就是我们的优势。”5月
23 日，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与韩国物流企
业华唐国际签约期间，保税物流中心总经
理徐平这样对客商介绍道。

从郑州发件为何就能省钱省时？
“地处中原，连贯东西南北，区位优势

决定了从郑州发货到全国各地的运输距
离相对较短。运距短自然节省了大量的
运输成本和时间，这是我们发展大物流的
先天优势。”河南工业大学教授孙宏岭解
释道。

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区位优势
却未能助推我省的物流业实现长足发展。

省物流协会秘书长李霞分析道，交
通运输是物流业的基础环节和依托载
体，交通运输不发达，区位优势就无法充
分发挥。全省的交通基础设施曾长期处
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期，省内高等级公路通车里程为 0，泥土
路就是河南的“主干道”。此外，全省物
流资源空间布局分散，公路、铁路、航空
协调配套运行能力较弱，多年来一直缺
乏有效衔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省物流业的发展。

物流业的滞后现状，已经跟不上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河南把区位
优势转化为物流产业优势，实现交通枢纽
向物流核心枢纽的转化升级，才能在欧亚
物流一体化发展中脱颖而出。”国际仓储
与物流协会联盟轮值主席沈绍基说。

困则思变。多年的不懈努力，换来了
我省交通发展的累累硕果，也让建设国际
物流中心的梦想正在逐步接近现实。

截至目前，河南已基本形成以郑州为
中心的“三纵四横”国铁干线网和“六纵七
横四放射”高速公路网格局，全省铁路运
营里程超 4000 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
程突破 5800 公里，连续 7 年保持全国第
一;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已被国家确定为全
国八大区域枢纽机场之一，开通出入境航
线 45条，通航 18个国家和地区，每周出入
境航班 200多架次。

发达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为现代物

流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效
支撑。

让中原成为中心

2013年 3月 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
这也是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我省既有的区位和交
通优势得以迅速放大。

一年多来，按照“建设大枢纽、发展大
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的总体思
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呈现出

“热力”十足的发展局面。
截至 2014年 6月底，新郑国际机场已

开通航线 148条，形成了通达全国主要城
市和欧美亚的航线网络。直达欧洲的郑
欧国际货运班列，打通了我国中部地区直
通欧洲的物流大通道。在几十公里的半
径内，一个航运、公路、铁路互联互通的立
体交通枢纽已经形成。

建 设 大 交 通 必 然 带 动 大 物 流 的 发
展。德国邮政旗下的 DHL全球货运已把
郑州作为其在中国的五大物流基地之
一。FedEX、TNT、UPS等国际物流大鳄在
过去几年间相继入驻郑州。现在，全球四
大物流巨头已齐聚河南。

“郑州是中国铁路关键枢纽之一，在
这里设立分公司使我们能更方便地理解
客户的物流和供应链需求，并作出高效反
应。”DHL全球货运北亚太区首席执行官
梁启元说。

与此同时，更多的国内外物流企业也
加快了布局河南的速度：新加坡丰树（郑
州）物流园总投资 4.8亿元，普洛斯三菱商
事物流园总投资 15 亿元，招商局（郑州）
综合物流产业园总投资 2亿元，TCL华中
配送中心总投资 75亿元……

比其他物流企业的步子迈得更大，顺
丰速运将投资 7 亿元在郑州建立电商产
业园。“未来我们将通过这个平台招徕国
内的知名电商，并为他们提供完整的物流
及金融服务。”顺丰速运河南区总经理贾
永建说，“未来河南消费者将在家门口享
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生鲜美食”。

近 5年来，我省物流产业跨越式的发
展不仅吸引了外界无数的“镁光灯”，也得
到投资者的一致认可。“在投资河南的过
程 中 ，我 们 见 证 了 这 里 日 新 月 异 的 变
化。”普洛斯中国区高级副总裁陈雷表

示，“政府为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现代服务
业所做的努力功不可没。”

根 据《河 南 省 现 代 物 流 业 发 展 规
划》，到 2015 年，全省物流业增加值将达
到 22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 16%，社会物
流总费用与生产总值的比率下降至 15%
以下。“郑州将初步建成辐射中西部地区
的内陆‘无水港’、连接中亚和欧洲的‘东
方陆港’、国际航空货运中心、国内集散
分拨中心和区域物流配送中心。”规划如
是描绘。

把机遇变成现实

6月 5日，由省政府、香港贸易发展局
共同主办的香港工商界投资说明会暨签
约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投资总额
128.4 亿美元的 35 个项目在现场集中签
约，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项目来自于
现代服务业。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陈
昌盛预测：“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
将会很快出现。”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物
流犹如经济运行的“血脉”，无声无息地服
务着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维系着社会的
正常运转。

我省始终将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作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举措。去
年 9月 27日，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正式签
署了会谈纪要，今后将共同推进我省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加快物流业发展。

省委书记郭庚茂指出，“交通运输业
不断完善发展，就能带动物流发展，物流
发展进而带动产业发展、带动百姓就业、
促进城市化进程，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引
擎。”物流业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
略高度。

“在河南发展大物流，无论对于建设
‘三个大省’，还是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
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孙宏岭教授说，
国内大型物流企业即将完成全国性布局，
国际大型物流企业正加快向中西部地区
转移，“未来 5～10 年将是我省现代物流
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大物流论”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寿波指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应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推进现代物流
业快速发展。

去年年底，我省发布了《关于加快产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若干意见》，为发展
大物流作了进一步规划。《意见》明确提
出，要依托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推动空、铁、公三港联动发展,促进通关便
利化,建设以国际国内互转为主导、国内
中转和国际中转协同发展的郑州国际航
空物流中心。

对于省内其他物流节点城市的建设，
《意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推动洛阳、
商丘、安阳、三门峡、许昌等区域节点城市
改造提升一批大型综合性和专业性物流
园区。加快冷链、电子信息产品、汽车及
零部件、医药等特色物流发展”。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5 月上
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我省考察期间，专程来到河南保税物流中
心和郑州国际陆港。当他了解到“中国制
造”正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集结郑州再向
世界各地出发时，习近平深感欣慰，他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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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作出更多贡献。③7

“毋庸置疑，省委省政府的战略
决策，为我省发展大物流指明了方
向。”7月25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河南工业大学教授孙宏岭很是兴
奋，“传统的区位优势转化为现代交
通和现代物流综合优势，将有力助推
三大‘国家战略’在我省的实施。”

孙宏岭表示，物流业发展的最
高层次是供应链服务。从原材料采
购到生产加工再到终端销售，物流
业应该全程与制造业进行联动，降
低企业生产成本，帮助其快速发展，
从而助推产业实现繁荣，“这才是发
展大物流、行成大产业的本质。”

“我常常跟学生举这样一个例
子。美国波音公司生产一架客机，
全世界有 6 万多家企业在为其供
应零部件，更有数不清的公司忙于
完成数量庞杂的配送工作。”孙宏
岭说，在分包协作的过程中，物流
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这
个角度来说，物流业在我省构筑

“三化”协调“四化”同步新格局的
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物流研究
的专家，孙宏岭对行业的发展熟稔
于心。“多年以来，河南一直发挥着
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通道作用，
但这并未引领我省经济社会实现
快速发展。”他表示，发展大物流就
是要改变这种现状，把河南从物流
通道升级成为物流枢纽，辐射全
国，带动周边省份的货物来这里集
散中转，吸引国内外的企业来这里
投资设厂，最终实现高端制造业和
高成长服务业在我省的良性发展。

谈到本土物流企业，孙宏岭多
次提到“资源整合”。“有土地资源的
企业，可以和有客户资源的进行结
合，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将是物流行
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他透露，长通
物流近期联合省内七八家物流公司
成立了企业联盟，今后将在信息和
资源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有了第一
批‘吃螃蟹’的人，往后将会有更多
观望中的企业加入进来。”③9

变物流通道为物流枢纽
——访河南工业大学教授孙宏岭

□本报记者 陈学桦 郭 戈

许多人都经历过物流配送的迟
滞。眼下，家住郑州的老陈却遇到
了更大的烦恼，由于居住地处于货
车限行区域，他从广州购买的家具
抵达郑州却没办法送货上门，只能
到物流配送点自提。

与城市里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
送包裹的快递员不同，物流配送的主
要服务对象多为购买大宗货物的商
业客户，运输方式主要是厢式货车。

“多数城市禁止 4吨以上的货
车进城，即便是符合规定的货车，也
必须按照规定线路行驶。”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一位负责人介绍。

道路限行、交通拥堵、无处泊
车……从配送点到目的地这“最后
一公里”的路程中，物流配送不但
遭遇了重重困难，还“收获”了客户
的怨声载道，处境十分尴尬。郑州
德邦物流有限公司跑运输的张师
傅无奈地表示，“跑高速节省的时
间，一进市区就全抵消了。”

“城市道路资源欠账太多，机动
车数量趋于饱和，都加剧了‘最后一
公里’物流配送的困难。”河南工业
大学教授王焰说。

据了解，为了破解城市配送难
题，郑州市于今年5月启动了城市共
同配送试点工作，王焰参与编制了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

郑州市计划到 2016年构建起 4～6
个布局集中的城市物流配送集聚
区，1～2 个示范物流园区和 3～5
个示范城市配送中心。

首先要解决的是物流车辆的行
驶问题。“错峰出行是当前最实际的
解决办法，白天拥堵，那物流配送就
全部集中在夜间进行。”王焰表示，
各家物流公司参与试点的车辆将进
行统一涂装，郑州市将制定相关的
夜间行车方案。“远离了拥堵，物流
公司的行车成本将大大降低。”

其次是配送中心的建设问题。
王焰介绍，试点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
成立由 5～10家龙头企业为核心的
城市配送联盟，各家自有的配送中心
由联盟统一调配和使用，解决部分企
业找地难、配送网点少的问题。

据悉，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出
现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由遍布城区
的连锁便利店充当小型配送中心，客
户可自行到距离最近的便利店取货，
提高了配送效率。但这种合作模式
只能配送小件物品，大件商品客户无
法自取，还得由货车送货上门。

此外，为打破“信息孤岛”，试点
工作还在物联网方面作了规划。“配
送车辆都将安装定位和通讯装置，
郑州市将设置统一的车联网平台，
车找货及货找车的信息将在这个平
台上实现实时互通。”王焰说，这样
将会有效降低车辆的空驶率。③9

解困“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陈学桦 郭 戈

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工人在大型货仓中操作叉车。
资料照片

河南保税物流
中心的工作人员正
在清点货物。

王 铮 摄

已经开行30多个班次的郑欧班列，不久前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户:美国微软公司决定将其电子产品通过郑欧班列运至
欧洲。“得益于微软的加盟，此次班列的货值达1341万美元，创开行以来最高纪录。”郑州国际陆港公司总经理赵文明说。

伴随经济全球化及服务经济的发展，物流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服务业，正逐渐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朝阳产业之一，并
呈现出国际化、规模化和网络经济化等趋势。在我国，物流产业也处在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阶段。淘宝、京东、亚马逊等
众多电商的快速崛起带动了物流业务的爆发式增长。8年前，我国年包裹运输量仅有2900万件，而今年一季度，全国快递
企业的业务量已累计完成26亿件，今年全年国内邮政包裹数量预计将突破100亿件。

谁能把准物流业发展的脉搏，谁就能在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中占得先机。立足中国之中的区位优势，积极放大
现代交通综合体系的集合效应，我省正加速推动建设国际物流中心，且成效显著。

今年上半年，郑州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17.9万吨，同比增长127.1%。同期，全省快递业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同比增速
均达到50%。随着新加坡丰树（郑州）物流园、京东一级电商运营中心、顺丰电商产业园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越来越多的
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正在我省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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