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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和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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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郑

州国际陆港视察中欧班
列（郑州）时的讲话

“中原彩练”飘扬新丝路

记者手记

在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里,准备运往欧洲的集装箱货物正在吊装 本报资料图片

卢货航正在装卸货物 本报资料图片

“双第一”
郑州机场二期工程建成投用，具备客运
4000万人次、货运70万吨的年吞吐能力，
客货运吞吐量在中部机场实现“双第一”

为畅达物流通道作更大贡献

“感觉自己的工作特别有价值”

□本报记者 栾姗

10月9日，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一节节郑州
陆港自制冷藏集装箱、普通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装
车驶向德国汉堡、慕尼黑等地。

“班列前景怎么样？在国际货运中会占到什么
比例？比例会扩大到多少？本省货占多少？”3年前
的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曾站在这里连发四问，详
细了解中欧班列（郑州）的运行情况和物流状态。

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明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自豪地说：“我们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中欧班列（郑州）已实现每周去八
回六常态化开行，开行班次、往返均衡、货值货重、满
载率在中欧班列中均名列前茅。”

3年来，河南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
欧班列（郑州）、卢森堡货航、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凝结
成一条七彩丝带，连结起河南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中原力量。

东联西进 实现陆海相通

贯通全球 发展多式联运

构建枢纽 打造中心支点

“去八回六”
中欧班列（郑州）实现每周“去八回六”高频
次常态化开行，是中欧班列中高频往返满
载、均衡对开的班列，开行班次、货值、货
重、满载率在中欧班列中均名列前茅

制图/单莉伟

□本报记者 王延辉 本报通讯员 曹磊

目送着一趟趟中欧班列（郑州）
驶离，郑州铁路局郑州车务段圃田
车站站长杨华心中总是无比自豪。

“当时，我刚做完班列开行前的
准备工作，就在这条股道，总书记详
细询问了班列开行情况及我们的工
作职责，还和大家合影留念，嘱托我
们在岗位上作出更大的成绩。”10月
10日，站在郑州国际陆港班列发车
点，说起 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时的情景，杨华历历在目。

杨华说，在铁路运输部门与郑
州国际陆港的通力合作下，3年多
来，班列开行频次越来越密、速度越
来越快、集货范围越来越广、货物越
来越多，圃田车站货场也随之越来

越不够用。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就要开

拓思路、扩展市场、蹚出新路。”杨华
介绍说，在保障中欧班列（郑州）顺
利开行的同时，圃田车站相继开行
了郑州圃田到广州郭塘、乌鲁木齐
乌拉泊、昆明王家营等地的货运班
列，不断畅达物流通道。如今，圃田
车站已被中国铁路总公司确定为一
级物流基地。

据杨华介绍，郑州铁路局针对
圃田车站一级物流基地建设向中国
铁路总公司提出具体方案，希望在
圃田车站东面的占杨车站，建成一
个与圃田车站合为一体、占地2700
亩的物流基地，进一步提升物流集散
能力，为物流通道枢纽建设作出更大
贡献。③5

□本报记者 王延辉

10月10日下午，回想起三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来郑州国际陆港考察
时的情景，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明仍记忆犹
新：“2014 年 5 月 10 日上午 10 点
多，习总书记来到这里，详细了解郑
州建设物流枢纽、中欧铁路物流中
心情况，在班列前，总书记连发‘四
问’,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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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非昔比”，赵文明用这四个
字来形容三年多来中欧班列（郑州）
的发展变化：目前班列已实现每周

“去八回六”，时速120公里，运载货
类 1300 多种，集货范围覆盖全国
3/4省份，境内合作伙伴达 1700余

家、境外合作伙伴达780余家，网络
遍布欧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24
个国家 121 个城市；截至今年 9月
底 ，班 列 累 计 开 行 844 班 ，货 值
43.57亿美元，货重41.95万吨。

“中欧班列（郑州）是国内高频
次往返满载、均衡对开的班列，开行
班次、货值、货重、满载率在中欧班
列中均名列前茅，我们向总书记交
出了一份满意答卷。”赵文明自豪地
说。

赵文明说，下一步，郑州国际陆
港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政
策优势、集疏网络优势、人才队伍优
势，加快将郑州国际陆港打造成运
贸一体、多式联运的现代综合交通
枢纽，并实现向国际商品展示交易
集散中心的转型升级。③6

□本报记者 王延辉

安春磊是郑州机务段运用车间
的一名调车司机，也是中欧班列（郑
州）接力长跑的第一持棒人，首趟班
列便由他开行。

10月7日，安春磊驾驶一列红顶
列车拖着40多节车厢缓缓驶入郑州
车务段圃田车站。“现在每周我开四
五趟班列已成常态。”安春磊说。

开行中欧班列（郑州）给安春磊
带来了一生最难忘的记忆，他清楚
地记得 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郑州国际陆港考察调研
的情景。他回忆：“总书记很和蔼可
亲，跟我们握手，详细询问班列开行
得怎么样，都装什么货，每周开多少

次等，并希望班列货物能够多元化，
开行越来越频密。”

谈及班列的发展变化，他有着
更真切的感受。“总书记来的时候，
班列每周两班，现在每周‘去八回
六’，实现常态化开行；从当时的拉
着货去、空载回，到如今来回都是满
载，基本上集装箱都需要提前一周
多时间预订。”安春磊说，“班列发展
对‘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每次拉着满载的货物，感觉自己的
工作特别有价值。”

“班列万里行、始于俺手下，这是一
份光荣，更是一份责任。”安春磊说，

“现在班列班次多、货类全、价值高，我
会更加用心地开好每一班班列，为‘一
带一路’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③6

郑州正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也是国家确定的
国际性现代综合交通枢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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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融通经济圈的，是河南无可替代的区位优
势和强大的交通基础设施：

郑州机场二期工程建成投用，具备客运4000万
人次、货运70万吨的年吞吐能力，客货运吞吐量在
中部机场实现“双第一”；

中欧班列（郑州）实现每周“去八回六”高频次常
态化开行，是中欧班列中实现高频往返满载、均衡对
开的班列；

郑万、郑合、郑太、郑济高铁相继开工建设，米字
形高速铁路网建设格局全面展开，河南进入普速铁
路、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地铁“四铁”联运时代；

民航、公路、铁路“三网融合”和航空港、铁路港、
公路港、无水港“四港联动”的集疏体系基本形成。

天地之中，方圆聚力。
河南找准“枢纽”这一契合点，加快建设贯通南

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

打造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着力建设“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之路。

今年 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外
媒体吹风会上，我省发布了河南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的未来展望：

发挥区位交通优势，建设互联互通之路。我省
着力构建贯通全球的空中通道和东连西进的陆路通
道，深化与国内外大型物流集成商合作，突破空铁联
运，打造多式联运发展新优势。

发挥市场潜力优势，建设互利互赢之路。我省
着力扩大国际产能和经贸合作，大力发展枢纽经济，
做大做强航空物流、冷链物流等核心产业，推动产业
链上下游拓展和跨界融合，打造枢纽型产业集群。

发挥中原文化优势，建设民心相通之路。我省
加快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着力打造
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心，增强各领域相互理解和认
同。

丝路舞彩练，中原谱华章。河南正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走向世界，不断增强中原腹地对“一带一路”
的支撑作用。③5

历史总是以穿越时空的力量昭

示着未来。

中原大地，古丝绸之路上的驼

铃已经远去，新丝绸之路上的彩练

正在飘扬，倾力为美丽的新丝路“百

花园”贡献七彩缤纷。

这座沿线国家和地区合建的

“百花园”中，“中原彩练”装点着丝

路的锦绣与斑斓，展现着河南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作为。

俯瞰大地，中欧班列（郑州）驶

向德国汉堡、慕尼黑等地，开行班

次、往返均衡、货值货重、满载率在

中欧班列中均名列前茅，是中欧班

列中高频往返满载、均衡对开的班

列。

仰望苍穹，卢森堡货航“一点连

三洲、一线串欧美”的国际货运航空

网络，航线覆盖德国、英国、比利时、

美国、智利等国家，郑州机场货运量增

速在全国20个大型机场中稳居首位。

立足中原，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构建米字形综合经济发展轴

带，推动普速铁路、高速铁路、城际

铁路、城市地铁多种交通方式高效

衔接，形成以郑州为中心，0.5 小时、

1 小时和 1.5 小时交通圈，建设跨区

域多路径高品质的现代交通网络。

中欧班列（郑州）和卢森堡货航

连结起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

物流通道，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河

南发挥“天地之中”的枢纽优势，着

力建设互联互通、互利互赢、民心相

通之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贡

献中原力量。

放眼望去，“中原彩练”迎风飞

舞，穿越延绵千年的亚欧古道，今朝

更加出彩。③5 （本报记者 栾姗）

河南地处中原，位于中国中心地带，处于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区域。

德国汉堡铁路口岸，每天来自中国郑州的换装车厢
有近百个。德国铁路辛克公司中国华中华北地区董事
长卡尔·汉兹·安伯格说：“来自中国的工业丝、服装鞋帽
和磨料与来自欧洲的红酒、母婴用品和汽车在这里集散
分拨，使河南成为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十字路口’。”

河南省口岸办主任郑金广说，我省在中欧班列
（郑州）开行的基础上，延伸开通郑州至青岛、连云港
的‘铁海联运’国际班列，为河南企业提供便利、高效
的‘港到门’服务。

大道之行，东联西进。

河南积极响应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通
过建设无水港，发展铁海联运，推动陆海相通，实现
向东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接；通过提升中欧班
列（郑州）运营水平，开通郑州至德国汉堡、慕尼黑线
路，实现向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印证着中欧班列（郑州）的
发展速度：从2014年的每周两班到2017年每周“去
八回六”，中欧班列（郑州）开行越来越密；从 2014年
货源地境内覆盖中部六省、境外覆盖 5个国家，到
2017 年货源地境内覆盖全国 3/4 的省份、境外覆
盖24个国家121个城市，中欧班列（郑州）集货越来
越广。

郑州和卢森堡，一头连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
头连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地理区位优越、合作潜力
巨大。

今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卢森堡首相贝
泰尔时强调，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为河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赋予了新的意义。

彩练飘扬，装点万米高空。
郑州机场停机坪上，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的

波音747-8F全货机“郑州号”满载欧洲商品降落。3
个小时后，“郑州号”又满载着中国货物飞往欧洲。“在
线下单订舱，72小时内就能到货，多式联运实在是太方

便了。”郑州创亿达照明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许璐说。
河南机场集团总经理李卫东说，3年来，郑州机

场进出口货物种类由普通货物发展到冷链、快件、电
商等20多类，航空货运的“郑州价格”已成为影响全
国航空货运市场的重要“风向标”。

冲上云霄意味着新的开放与突破。
我省依托航空“双枢纽”建设多式联运体系，以有

形的交通枢纽与无形的大数据互联网骨干枢纽相融
合，推行高效便捷的货物联运全程“一单制”运输服
务，破解国际物流连贯性运输难题，为全国提供可资
借鉴的“河南方案”，真正实现“一单到底、物流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