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正月初七就正式开工了。订
单充足是公司早开工的主要原因，3月中
旬这些条形 LED灯将搭乘春节后首个郑
欧班列，运往德国的汉堡，再分销到欧洲
各地。”3月 9日，记者在郑州高新技术开
发区电子科技园内采访时，郑州创亿达
照明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庆华如此说。

创亿达公司是一家专事商用及民
用 LED 照明研发、生产的高科技公司，
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我们以前出
口欧洲的货物都走海运，从青岛港出
发，最快也要 40 天的时间，货物在途中
易受潮，损失风险大。只有 LED 样品灯
会应客户要求空运。现在通过郑欧班
列发货，减少了中转，而且手续办理也

非常便捷，只要 14 天就能到达，资金回
笼快，综合效益明显。”刘庆华说，如今，
公司出口欧洲的货物几乎全部通过郑
欧班列运输。18 个月的实践证明，班列
上的货物是安全的，从未发生丢货事
件；装卸是安全的，没有出现包装破损，

“运输环境的损失已降至最低。”
稳定可靠安全的郑欧班列，给欧洲

的客户带去的是信心，也为创亿达公司
带来了发展机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
单。刘庆华说，目前公司海外订单已安
排到了 5 月份。从郑欧班列开行以来，
公司向欧洲的出口数量以年均 20%的
速度持续增长，累计发货价值超 4000
万元。③10 （本报记者 何 可）

“郑欧班列开通以来，郑州海关一
直致力于加强与沿途海关间的沟通合
作，创新海关监管模式，促进货物的无
缝衔接和合法、安全、自由流动。随着
郑欧班列常态化运行和影响力提升，郑
欧班列将吸引更大范围、更大数量的货
源在郑州集疏，从而有力助推郑州物流

‘大枢纽’的建设。”3月9日，郑州海关关
长郑汉龙接受记者采访，就郑欧班列开
行一年多来的情况及前景向记者进行
了详述和展望。

截至2015年2月11日，郑欧班列已
累计开行 113 班，搭载集装箱 9560 个

（折合标准箱），货运量 5.05 万吨，货值
5.47亿美元，商品结构也从最初的纺织
品、矿产品发展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以及目前的整车进口，成为推动我省外
贸发展的新亮点。

郑汉龙说，在郑欧班列的问题上，
郑州海关不仅仅履行了监管责任，也对
河南外贸企业积极进行了宣讲，既保证
班列的顺畅通行，又极力想办法为其组
织货源。“我们专门成立了郑欧班列通
关管理工作小组，明确职责分工，优化
国际中转、拼箱和过境货物的海关监管
流程，切实提高通关效率。同时，在关
区内积极推介郑欧班列的运输成本优
势和时间优势，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
做监管方案，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郑

欧班列的运行模式上来。”
“从河南省的工作要求来看，郑州

国际陆港要加快建设，巩固郑欧国际铁
路货运班列领先地位，拓展海铁联运、
空铁联运业务的部署。我们对此也进
行了专门的部署和研究，并形成了报告
上报省政府。”郑汉龙介绍。

郑州海关先后派出 20 多人次赴阿
拉山口、二连浩特、凭祥等口岸海关，联
系沟通郑欧班列所载货物监管办法，并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优化；着力提高通
关效率，目前，经绿色通道申报出口的
货物从申报到结关整个通关时间仅为
10秒，汽车整车进口正常通关时间仅需
4小时；支持班列集聚货源，制订方案促
进过境货物、跨关区货物、汽车整车等
各类货物在郑州集散，郑欧班列的物流
集散效应进一步增强。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要尽快启动
多式联运监管中心申建工作，加快多式
联运信息平台建设，并综合运用保税政
策优势，形成物流综合服务平台。另
外，我们还希望通过郑欧班列运输跨境
电子商务集货模式进出境物品，拓展班
列货源，同时又有助于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多模式运行和多点布局。如果这些
想法能尽快付诸现实，我想会大大加快
郑州物流大枢纽的建设进程。”郑汉龙
说。③12

“郑欧班列开行100多班了，现在的
成绩很清楚了，综合影响力绝对位居国
内多班中欧班列之首。班列的频密开
行，为河南省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
提供了支撑，增强了河南与沿线国家间
的贸易往来，同时也会进一步提高河南
的对外开放水平。”3月9日，河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局长李忠榜接受记者采访，
畅谈自己对郑欧班列开通以来的观感、
认识和思考。

公开数据佐证李忠榜的话：2014
年，由郑州、重庆、成都、西安、苏州等地
始发的中欧班列中，郑欧班列的班数、
货重、货值均位居前列，综合影响力居
中欧班列首位，河南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日益彰显。

“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积极推进
贸易便利化和监管便利化，为郑欧班列
量身定做了一系列便捷查验通检模式，
推出支持郑欧班列扩量增效 12项措施，
支持郑州国际陆港打造多式联运集疏中
心，促进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扩量增
效。”郑欧班列开行后，出入境检验检疫
部门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李忠榜说：“我们相
关的工作人员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
对郑欧班列实行7×24小时预约服务，保
障郑欧班列定点、定时、定线运行。”

此外，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围绕
打造“离境口岸”，推动了郑欧班列沿线

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实现通报、通检、通
放。“我们顺利与新疆、内蒙古等沿线检
验检疫部门建立了直通放行机制，率先
与新疆阿拉山口检验检疫局开通中欧
班列监管信息互换系统，两局实现信息
共享、业务衔接、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为班列享受中国境内行驶全程‘绿灯’
待遇创造条件。”李忠榜说。

李忠榜认为，推动郑欧班列发展，
下一步的重点是有关各方通力协作，共
同推动打造综合流程最优、综合效率最
高、综合成本最低的运行平台，为郑欧
班列提速、减负、增效。

从郑州至汉堡，郑欧班列把 10214
公里变成了一条黄金线，货源辐射长三
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货量占整个
中欧班列的四分之一，集货半径超过
1500 公里，服务企业超过 300 家，承运
商品种类 1000 多个，目的地达 14 个国
家 36个城市，实现了“线路多元化、货源
多元化、出境口岸多元化、联运方式多
元化”，成为中原经济区对外开放的强
劲新引擎。

“郑欧班列沿线国家不仅有着巨大
的市场，也拥有能源，随着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的推进，亚欧大陆间区域经济
活跃度会进一步提升。届时，河南与欧
亚诸国间的贸易、技术、资本会非常频
密，河南的对外开放会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李忠榜说。③12

在过去的 2014年，河南省土产进出
口公司的董建伟通过郑欧班列向德国出
口了 7个 40英尺集装箱大柜的变电站设
备。

“郑欧班列为产品出口提供了一条
非常快捷的通道。”3 月 9 日，董建伟说，
产品从工厂到客户手中的时间缩短了
20天。

欧洲贸易，占据了董建伟出口总量
的三分之二。郑欧班列开行后，20 天
左右的欧洲紧急订单从过去“不敢接”，
变成了“囊中之物”，由此也带来了出口
业务的快速增长。在董建伟看来，郑欧
班列为河南省的对外开放打开了一扇
窗，有力促进了河南外贸的发展。

在他的身边，做欧洲出口贸易的同
行越来越关注郑欧班列。同行们看重
的是郑欧班列的全方位服务，以郑州为
中心的 1500 公里范围内，郑州陆港可
以免费上门提货，还能协助办理各种手
续。由于实现了常态化运行，客户的订
单有了可靠的保障，郑州国际陆港公司
已成为中欧班列各始发站中最大的物
流中转中心。

谈及郑欧班列未来的发展，董建伟
和伙伴们希望郑欧班列能够在市场化
方面更进一步，制定符合市场规律的定
价机制，充分体现郑欧班列的价值，带
动河南的产品走出去。③10

（本报记者 何 可）

3 月 5 日，元宵节。当记者联系上
三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申志勇时，
他正在德国纽伦堡为 4 月份的欧洲涂
料展做准备工作。

这家生产汽车调漆设备的公司，
80%的业务在海外，特别是在美洲和欧
洲的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国内同行，靠
着过硬的质量和服务，世界各地订单源
源不断。当聊到郑欧班列的时候，申志
勇马上来了劲：“我们可是郑欧班列的
第一批客户，是最早的受益者，郑欧班
列直接优化了我们的生产管理。”申志
勇介绍，以前他们发往欧洲的设备都是
从上海走海运，先从郑州总部发到上

海，有些设备还需拆解，非常麻烦。郑
欧班列开通之后，陆港公司直接到公司
接货，并且是一次装箱就可以了，不用
再拆解，服务非常好，更重要的是缩短
了一半以上的时间，损耗基本为零，省
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目前我们在欧洲、中亚的市场占
有率持续上升，以前在俄罗斯基本没有
什么业务，现在随着郑欧班列的开行，
我们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都设立
了办事处，能辐射欧洲东部的好几个国
家，业务量也有大幅增长，这些都要感
谢郑欧班列。”申志勇笑着说。③10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我们的衣服全部出口欧洲，现在
生意还不错。”3 月 6 日，刚刚在上海参
加完一个商贸谈判，业升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雪皓并无惫色，兴致勃勃地带
领记者参观他位于郑州的服装设计室。

曾经在省外贸公司工作，后辞职下
海创办企业，从事服装进出口贸易 20
多年的张雪皓颇善言谈，“圣诞节前我
们在‘大班’上一次走了 30 多个柜子，
2000 多万元的货物，销售的非常好！”
张雪皓亲切地称郑欧班列为“大班”。

“15 天到欧洲的‘大班’对我们来说意
义大不同！”

张雪皓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大班”
没有开通之前，货物都是从青岛或者深
圳走海运，前后需要 40 多天，有时候为
了赶交期还不得不走航空，“2012 年一
年当中我们走了两次航空，光运费就付
了 260 万，那两批货基本算白送人。郑
欧班列开通之后，我们一次航空也没走
过，15 天就到了，欧洲客户也非常满
意，去年的订单增加了 15%，将近 3000
万欧元，”张雪皓满脸喜悦，“搭乘郑欧
班列的‘东风’，我们争取使今年的销售
额突破 4000 万欧元！”③11

（本报记者 杨晓东）

进一步提升河南的开放水平
——访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李忠榜

□本报记者 赵振杰

郑欧班列将助力“大枢纽”建设
——访郑州海关关长郑汉龙

□本报记者 赵振杰

稳定可靠安全的通途

走一条高度市场化之路

优化了我们的生产管理

十五天意义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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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郑欧班列一起
一年多来，往返于郑州与汉堡之间的郑欧班列，在国家铁路、海关、检验检疫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架起了一条连接亚欧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从郑州出口“中国制

造”至德国汉堡，从汉堡进口“欧洲制造”至郑州，服务境内外400家企业。

驼铃声响、火车笛鸣，“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古丝绸之路盛况在“新

丝路”上重现。

过境中转业务延伸日韩及亚太国家

服务境内超过1500公里半径区域

全国23个省市区

集疏
区域

19个大中城市设立办事处

连通东部八大港口

国内集疏：24小时国内全覆盖

国外集疏：海铁、公铁和空铁联运

集疏
网络

IT、家电、汽车整车及配件

机电设备、服装家饰

省内货源占比25%

省外货源占比75%

其中境外货源占比20%

货物
品类

中远、中海、中国邮政

微软、三星、苹果等超过300家企业

合作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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