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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连云港国际码头，来自韩
国三星公司的过境中转货物，正在这里
整装待发，即将运往郑州国际陆港园区，
再搭乘郑欧班列至德国汉堡。

与此同时，郑州国际陆港园区，郑州
名扬窗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年青正

在货物堆场前查看货物清单，“蜂巢帘、
彩虹帘、百褶帘……这些都是要搭乘郑
欧班列出口欧洲的货物。”

郑欧班列，中原对外开放的时代骄
子，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格局中，承
担起了新的历史使命。

6 月 16 日，在中国河南——波兰铁
路郑欧班列合作交流会上，省委书记郭

庚茂再次指出：“河南积极响应和融入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建设无水港，发
展铁海联运、公铁联运，推动陆海相通，
实现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通过提
升郑欧班列运营水平，形成向西与丝绸
之路经济带融合。”

中原大地上，一幅东联西进、亚欧通
途的壮丽画卷，正在渐次展开。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是通
道建设，只有在‘五通’中率先实现道路
交通的互联互通，才能更好地促进亚欧
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就因铁路
而兴的郑州来说，郑欧班列正是河南融
入‘一带一路’的物流通道。”7月 1日，知
名历史地理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葛剑雄说，古丝绸之路通的时间
短、不通的时间长，全线通的时间短，局
部通的时间长。因此，今天我们提出

“一带一路”，一定要明确建设的目的、
手段、保障措施，要掌握主动，激发沿线
国家的建设积极性，互利共赢是合作的
前提。

“河南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上
的重要省份，打造比海运时间短、比空
运价格低的郑欧班列，建设沟通境内
外、连接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是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举措；河南是
中国农业大省，加强与中亚国家在棉
花、规模养殖、蔬菜等农业产业化等方

面的合作，加强与欧盟国家在制造业方
面的合作，具有明显的优势。”葛剑雄列
举河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为，接
着分析说，“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共赢
之路，河南正在积极构建一条连接亚欧
的共赢通道，推动河南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开放合作。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地区的交通地
位决定其发展前途。葛剑雄认为，河南
是“中国铁路心脏”，应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强化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
例如，要不断完善京广通道功能，打通东
北西南向和东南西北向运输通道，连接
中蒙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珠三
角、东南沿海、西南沿海地区港口群，为
河南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实现跨越崛起
提供战略支撑。

“‘一带一路’的形式并不局限于陆
路、水路，还应该包含着互联网。”葛剑雄
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丝绸之路
的生机活力，必须要有创新的思路和举
措。未来十年，以跨境电商为主体的“互
联网+‘一带一路’”，将给沿线国家带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

连接亚欧的共赢通道
——访知名历史地理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专家访谈

□本报记者 栾 姗

早在 2013年 7月 18日，搭载 41标箱
的 80601次郑欧首发专列从郑州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发车，亚欧国际铁路物流大通道
由此开启。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强
势推进，亚欧间经贸合作腾起又一波春潮，

“郑欧”班列始终挺立于西进的潮头。
而在此之前，河南对外开放曾一度面

临巨大的物流难题——没有“海运港”，汽
车、工业丝等货物出口欧美，必须先通过长
途运送至华东、华南港口，再通过海运出
境。郑州海关监管通关处处长杨占强说：

“特别是随着中西部地区加快承接产业转
移，这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物流格局，越
来越紧扼河南开放的‘咽喉’。”

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河南能不能
向西走陆路？省委、省政府用改革的勇气

和智慧，驱动了郑欧班列西进的车轮。起
初，每月一班；三个月后，每周一班；半年
后，每周两班。向西过阿拉山口，进入哈萨
克斯坦，再经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至
德国的汉堡，全程 10214公里，为推动古丝
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作出了贡献。
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赵
文明说，自始发以来，郑欧班列累计开行
160班，总载货量、境内集货辐射地域、境
外分拨范围等均居中欧班列首位。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崛起往往取决
于交通优势的发挥。2014年 5月，习近平
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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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打造“中
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
西的运输通道。近日，省委书记郭庚茂率
领代表团访问波兰、卢森堡、塔吉克斯坦，
全面深化郑欧班列与波兰铁路合作，全面
切入与欧洲的贸易合作，共享“一带一路”
带来的发展机遇，有力地促进了郑欧班列
运营水平的全面提升。据统计，今年前 5
个月，我省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351
亿元，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长。7月 1日以
后，郑欧班列实行去程每周 2班、回程每周
2班常态化对开模式，向西密切与西北省
份合作，连通俄罗斯、中亚、西亚，继续保持
在中欧班列里的领先地位，发挥物流通道
的枢纽优势。

九万里风鹏正举，郑欧班列势头正劲！

“郑欧”西进连亚欧

夏至时节，沙颍河畔，矿产、粮食、建材
等大宗货物不断到岸，拥有“黄金水道”沙
颍河航线的周口，又见“水陆交汇之乡，财
货堆积之薮”的盛况。“我省首台燃气发电
机组，就是从哈尔滨经俄罗斯鞑靼海峡、日
本海到上海，由内河航运到周口的。”周口
港经理宋恒心说。“一带一路”战略给周口
港再次带来发展新契机，周口市明确“东拓
西连、建港促融”的发展思路，加快沙颍河
重点航运工程开发，内河航运通江达海。

周口的实践是河南积极响应和融入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例证。《河南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
要》再次强调，强化向东开放，加快向西开
放，发挥郑州航空港、郑欧班列、国际陆港
等开放平台作用，密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中心城市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的
联系，从而大大加快了“东联”的步伐。

今年下半年，郑州至韩国、日本的国
际快线即将在天津港、连云港国际码头开
通，争取在中韩自贸区、中日经济体里搭
建一条快速、便捷、低成本的物流通道，此
举意味着天津、连云港的“出海口”搬到了
郑州“家门口”。省口岸办主任郑金广说，
在郑欧班列开行的基础上，郑州至韩国、
日本快线通过建立“铁海联运”、“公铁联
运”体系，推动陆海相通，为河南企业提供
便利、高效的“港到门”服务，共同推动郑
州国际陆港建设。

郑州国际陆港园区内，陆港集疏中
心、海关多式联运监管中心等 5个项目如
期开工建设，汽车口岸二期、进境（口）粮

食指定口岸等 5个项目完成初步规划设
计，哈铁物流园项目、芝加哥陆港项目正
在积极对接谋划。“抢抓郑州航空港发展
机遇，实现铁路港、公路港、航空港、无水
港的联动发展，郑州国际陆港建设正在强
力推进。”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崔绍营说。

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
化改革也已正式启动，继青岛港铁水联运
中心之后，连云港、天津港、日照港均有望
年内在河南建设内陆港。在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的历史机遇下，我省正构建以新
亚欧大陆桥为主轴的东联通道，提升与天
津、青岛、日照、上海、连云港等沿海港口
城市的连通水平，努力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承担更大使命，发挥更大作用。

“东联”陆海共一途

“这些车都是郑欧班列拉回来的，欧
版 的 陆 虎 揽 胜 走 得 最 好 ，比 市 场 价 低
10%。”中大门保税直购体验中心的“万国
汽车”展区，郑州万国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方银行一边给客户介绍车型和性
价比，一边通过网站给客户下订单。

东联西进中，河南积极承接以富士康
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和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不断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积极探索和加快
向西开放步伐，粮食、纺织、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等行业，沿着“一带一路”进行资源和
市场配置，焕发新的生机。河南大学经济
学院名誉院长耿明斋说，强化向东开放与
加快向西开放结合，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
工格局重构，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
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成为我省全面融入“一
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

在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内,iphone6手机
从这里下线销往世界各地，占全球智能手
机供货量的八分之一；意大利阿斯蒂市，南

阳淅川减震器厂成功收购拥有 105年历史
的汽车减震器制造商WayAssauto，凭其跻
身世界减震器第一方阵。《全国流通节点城
市布局规划（2015-2020年）》中，根据“一
带一路”战略部署，确定了郑州、石家庄等
37个国家级流通节点城市，洛阳、商丘、南
阳等 66个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利于更好
发挥流通产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进
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各项合作正积
极推进。目前我省已有 11家企业或机构
在这里落户，多个合作项目受到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的高度赞扬。塔方希望在纺
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特别是粮食生产等
方面与河南加强全面合作。河南作为传统
农业大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
略机遇，培育一批走出去大型农业企业，开
发利用国外农业资源，建设一批海外农业
产业基地、新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6月 16日，在中国河南——波兰铁路

郑欧班列合作交流会上，郑州国际陆港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与波兰铁路货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加快在波兰设立办事处、分
拨站、物流中心，努力把波兰打造成郑欧班
列长远发展的战略支点之一。这是河南落
实“一带一路”战略的又一具体行动。

积极融入、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是河南实现对外开放突破和升级的一次重
大战略机遇。2014年，我省对 47个“丝绸
之路经济带”国家和 32个“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国家进出口 703.4亿元，其中出口
487.5亿元，进口 215.9亿元。外交部国际
经济司参赞高振廷认为，未来 5年，中国对
外投资额总计会超过 5000亿美元，中欧国
际大通道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将是最大受益
者。

不仅是构想，已经在行动。开放的河
南正积极走出去，共谱和平发展、包容发
展、融合发展、共同发展的壮歌，共创更加
美好的未来！○3

铸就开放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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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6小时”的办公室
7月3日14时，郑州陆港公司总经理

助理李松坐在电脑前，他从手腕上脱下手
表，习惯性地将指针调整至上午8时，这是
他业务伙伴亚历山大的作息时间。

7月3日8时，德国DELL公司操作部
经理亚历山大登录“Skype”通讯软件，

“早上好，李松！哦，忘记了，中国的时间
是下午。”

一头连接着中国，一头连接着汉堡，
郑欧班列的中国、德国的运营商，各自在

“时差6小时”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

紧接着，李松用键盘敲出一条信息：
“你好，亚历山大。郑欧班列后天抵达汉
堡，集装箱内装载的货物有窗帘、轮胎、
机器人、家居、电脑等等，别忘了通知客
户前来提货。”看到后，亚历山大在电脑
键盘上输入：“好的，李松，我们已经做好
接车计划，一切放心。”

时间过了4个多小时，李松起身离开
办公室，去一楼的食堂吃晚饭；德国汉
堡，亚历山大叫了外卖，与同事坐在休息
室里共进午餐。

晚餐过后，天色已经逐渐暗起
来。郑州国际陆港联检中心办公楼
内的灯光渐渐熄灭，李松的办公室里

白炽灯依旧通明，他正敲击着键盘与欧
洲客户在线洽谈。

墙上的时钟指向午夜12时，李松正
准备关电脑下班。“李松，不好意思，一时
忙忘记和你说了。客户赫尔穆特临时提
出要求，货物后天抵达汉堡后，需要拆箱
送到法国下游客户的手中。”

李松一听，马上拨打电话与德国分
公司总经理杨文俊联系，“有两个整柜的
货物需要配送到下游客户的手中，请协
助我与巴黎集疏中心沟通。”

德国汉堡时间21时30分，所有的分
拨、配送环节已经协调到位。“我从来没
加班到这么晚，而汉堡与郑州隔着6个小
时的时差。抱歉、李松，我让你加班到了
凌晨3时30分！”电脑上，显示着亚历山
大刚发来的一条信息。

“亚历山大，只要你不下班，我就会
在岗，我们都在为这列最快的中欧列车
服务。”李松说。1(本报记者 栾 姗）

满载而归的郑欧班列。

□本报记者 程道杰 栾 姗 赵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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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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