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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郑州）大事记

中欧班列（郑州）首趟班列正式开行

2013年7月 18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郑州国际陆港

2014年5月 10日

中欧班列（郑州）首班回程班列开行，亚
欧通道双向贯通

2014年9月 1日

郑州国际陆港“一干三支”铁海公多式
联运项目入选国家首批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

2016年5月28日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式发布启用

2016年6月8日

中欧班列（郑州）实现每周“去三回三”
往返均衡对开

2016年8月

中欧国际多式联运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研发成功并投入运营

2016年 12月

中欧班列（郑州）已加密至每周去八回
八，累计开行1000列

2017年 12月25日

中欧班列（郑州）比利时线路开通

2018年 10月24日

文/本报记者 王延辉
图/本报资料图片

实践者说

陆上丝绸之路：

从“连点成线”到“织线成网”

长期以来，河南的国际货运面
临一个巨大的物流难题——没有

“海运港”，大宗货物出口欧美，需先
运至沿海港口，再通过海运出境。

这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物流
格局，一度羁绊着河南的开放步伐。
如何改写这种被动局面？省委、省政
府提出“向西走陆路”的构想。开行
国际货运班列、打通物流通道，河南
找到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切入口。

谋定而后动。2013年 3月，在
河南省和郑州市等主要领导的强力
推动下，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
南物资集团联合组建郑州国际陆港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来运营中欧班列
（郑州），并奠定了独树一帜的运作
模式——政府引导、企业化运作。

万事开头难。从郑州到汉堡，
10214公里，途经亚欧 6个国家，确
保班列快捷通行，绝非易事。在国

家海关、商检、铁路等部门及省、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郑州国际陆港
公司与沿途各国铁路公司、海关及
相关企业反复协商和谈判，最终达
成一套切实可行的运行方案。

有了运营主体，建立了运行机
制，接下来就要解决货源问题。陆
港公司派专人到外贸企业、货代公
司联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跑，推
介中欧班列，上门揽货，凭着这种

“扫楼”精神，郑州名扬窗饰、河南风
神轮胎等企业的货都上了班列；河
南世通物流也与陆港公司达成合
作，载满了41节集装箱货物。

那是历史性的一刻。2013年 7
月 18日上午 10时 30分，一声汽笛
划破天际，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
正式开通。此后，这一现代国际物
流“巨龙”，循着铮亮的钢轨，承载起
河南扩大开放的历史重任。

千年之前，络绎不绝的驼铃商
队，支撑起古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
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繁华盛景；千
年之后，呼啸奔驰的中欧班列汽笛
声疾，演绎出“陆上丝绸之路”互联
互通、互利共赢的“最美乐章”。

历史上的河南是出过重彩的河
南，以“古”闻名；今天的河南是蓄势
待发的河南，以“新”出彩。

以中欧班列（郑州）为主要依托
的“陆上丝绸之路”便是出彩河南中
一道亮丽风景线。五年前，中欧班
列(郑州)正式开行，河南发展的视野
和胸襟一下子开阔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中国制造”乘上发自河南的货
运列车打入欧洲和中亚市场，河南
融入世界经济循环的步伐再次加
快。

从每月一班“起步”到每周去八
回八“快跑”，从时速 80公里到 120
公里，从最初18天到如今最快13天
即可抵达……在中欧班列（郑州）带
动下，中欧贸易以及伴随而生的人
文交流在河南蔚然成风。跑得更
快、拉得更多，货值更贵、运距更远，
班列犹如一个强大引擎，推动经济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

中欧班列（郑州）是最能体现支
持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河南担当
和河南奉献，更是彰显扩大开放、创
新驱动和转型升级成就的河南实践
和河南名片。河南人享受欧洲和中
亚地区的商业文明成果也更为便
捷。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借力中欧班
列（郑州）唱响了一曲悠扬的西进和
东归的“驼铃交响曲”。

自中欧班列（郑州）开通以来，
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大战
略的共同推进下，河南口岸经济风
生水起，对外贸易逐年增长，并持续
位居中西部首位，这对于不沿边不
靠海的内陆河南来讲，是个了不起
的成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推
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奖章”
上，一定印刻着由中欧班列（郑州）
搭建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那一抹精
彩。③9

研究者说

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明：

奔跑吧，“钢铁驼队”！
最近，中欧班列（郑州）的“朋友

圈”又扩大了。10月 24日，中欧班
列（郑州）比利时线路开通，从河南
郑州到欧洲腹地的“陆上丝绸之路”
继续西向延伸500公里。

列日是中欧班列（郑州）跑得最
远的一个目的站，也是班列继汉堡、
慕尼黑、塔什干、阿拉木图之后拓展

的第五个目的站，标志着班列“多线
路、多目的地”经营取得新的进展。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五年多
来，“陆上丝绸之路”上的这支“钢铁
驼队”乘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越
跑越快、越跑越远，已悄然实现了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
成功蜕变。

在中欧班列（郑州）运载的货
物中，南阳的月季苗是“常客”。它
们成批“坐”着冷藏箱到国外，装点
欧洲的大街小巷。

中欧班列（郑州）是国内唯一
具备特种集装箱（冷藏箱、挂衣箱、
开顶箱等）自主配置和运营能力的
班列，也是国内唯一实现多口岸、
多线路、高频次常态往返均衡对开
和冷链业务常态化的班列。

陆港公司研发了中欧国际多
式联运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包含近
40个子系统，实现班列运行全程信
息监控，初步将中欧班列（郑州）打
造成一体联动、信息速达、快捷高
效的“数字班列”。

多式联运也在不断彰显中欧
班列（郑州）的“硬实力”。陆港公
司具备签发多式联运单证能力，实
现公铁海空等多种运输的“一单
制”，为客户提供“门到门”多重运
输资质、全链条服务。

一列火车，同步欧洲生活。中

欧班列（郑州）运贸一体，已全面实
现由单一的运输服务模式向物流
和贸易并重的转型升级，越来越多
的“丝路洋货”纷至沓来，中原人民

“身在郑州、购遍欧洲”。
正是由于不断创新发展，中欧

班列（郑州）逐步实现从优到强的跨
越，成为河南参与“陆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一张靓丽名片。目前，在中
欧班列（郑州）的带动下，从河南发
出的多条国际货运班列线路，构筑
起“陆上丝绸之路”的“河南大家族”。

着眼于巩固领先地位，打造中
欧班列的样板线路，我们将着力拓
展线路布局，加强对接“海上丝绸之
路”，构建班列线路网络体系，并计
划在年内实现欧洲线路（郑州—列
日）和东盟线路（郑州—河内）常态
化往返开行；全面建设“数字班列”，
融入多式联运国家示范工程项目建
设，提高“一单制”和“门到门”服务效
能，进一步节省物流成本，持续擦亮

“河南名片”，让中原更加出彩。③9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
会长宋向清：

一曲悠扬的
中原开放“驼铃”

大道越平川，亚欧一线牵。2013年 7月 18日，中部地区首条直达欧洲的货运班列——中欧班列(郑州)正式开行。沉寂千年的丝路古道，重

新响彻中欧贸易新时代的“驼铃”。

东联西进，融通亚欧。近年来，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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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嘱托，提升开放通道优势，夯实中欧班列（郑州）综合竞争力,陆上丝绸之路从“连点成线”到“织线成网”，在雄浑高亢的“一带一路”建

设交响乐中奏响了“时代强音”。一趟趟“河南快车”来往穿梭，宛如一条条舞动的彩练，让“陆上丝绸之路”愈发熠熠生辉。

从无到有

那是一个难忘的春天。2014
年 5月 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郑州国际陆港。总书记详细了
解中欧班列（郑州）的运行情况和
物流状态，并提出了殷切希望。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中欧班
列（郑州）在奔跑中不断“成长”，实
现一次又一次的跨越。

刚开始的时候，客户对班列不
了解、不信任，大家都不愿意上班
列。第一年，由于缺乏货源，全年
才开行13班。

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只有不
断创新发展，提供最优质服务。用
户需要什么样的集装箱，就开发什
么样的集装箱；用户要到哪儿卸
货，就开发新的下货点。

提供别人提供不了的服务，最
大限度方便客户，是中欧班列（郑
州）成功开行的“制胜秘诀”。在中
欧班列中，郑州班列率先推行完整
的“一票式”门到门全链条服务模
式，多元业务常态开展，越来越多
客户“用了班列还想用”。

从最开始找货源出门揽货，到
客户“送货上门”，再到现在客户直

接在班列订舱系统上“订舱”，在平
台系统提交资料，当起“甩手掌
柜”；从最初每月去程一班到现在
每周“八去八回”高频满载开行；从
运载为数不多种类的货物到承运
1300 多种进出口货类……5 年多
来，中欧班列（郑州）开行班次、载
货量以每年 20%—30%的速度递
增，构筑起河南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支点。

如今，中欧班列（郑州）已形成
境内境外“1+N”枢纽和沿途多点集
疏的格局：在境内，以郑州为枢纽，
集货半径达1500公里，货源地覆盖
全国 3/4的省份；在境外，以汉堡、
慕尼黑、列日等为枢纽，业务覆盖
整个欧盟；以塔什干、阿拉木图为
枢纽，覆盖整个中亚地区。目前，
班列境内合作伙伴2300多家，境外
合作伙伴800多家。

从有到优，中欧班列(郑州)一
路驰骋，“河南速度”“河南经验”叫
响全国。目前，中欧班列（郑州）总
载货量、业务覆盖范围、往返均衡
对开、满载率等市场化综合运营能
力在中欧班列中持续保持领先。

1

从有到优2

从优到强3

总货值
0.48亿

美元
总货值26.84亿美元

总货重
0.94万吨 总货重26.99万吨

2013年 2018年 1—10月

开行
13班 开行579班

中欧班列（郑州）今昔数据对比

中欧班列（郑州）
境内合作伙伴

2300多家

境外合作伙伴

800多家

主营业务 开展整柜、拼箱等

增值业务 汽车进口、跨境电商、
一般国际贸易、国际
运邮、冷链物流等

中欧班列（郑州）机车工作
人员在检查列车安全。

中欧班
列（郑州）到
港货物集散
区 作 业 繁
忙。

中欧班列（郑州）满载着“中国制造”疾驰在“一带一路”沿线上。

制图/刘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