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7月 18日
中欧班列（郑州）首趟班列正式开行

2014年5月 10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郑州国际陆港

2014年9月 1日
中欧班列（郑州）首班回程班列开

行，亚欧通道双向贯通

2016年6月8日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式发布启用

2017年 12月25日
中欧班列（郑州）累计开行 1000列

2018年 12月7日
中欧班列（郑州至东盟越南）线路

开行

2019年7月27日
中欧班列（郑州）俄罗斯线路开通

2019年 11月
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一干三支”

铁海公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被正式命

名为“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2019年 12月31日
中欧班列（郑州）实现年度开行

1000列 （文字整理/王延辉）

一组组数据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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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开行66班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去程46班
回程20班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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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情 保发展

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评论员

2 月 16 日，中欧班列（郑州）春节后第一趟

出口中亚班列从郑州中心站发车，并恢复常态

化开行。这则消息鼓舞人心、令人振奋。列车

在春天里隆隆开动，传递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河南强音。

复工复产是当前阻击疫情的重要战场，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统筹好经济社会发

展，可以让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底气更足、

士气更高。中欧班列（郑州）货源地覆盖全国

3/4 的省份、集货半径达 1500 公里，境外网络遍

布欧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30 多个国家 130

个城市，综合运营各项指标长期领跑同类班

列。它是我省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承载着建设“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国际物

流通道枢纽的重要功能。班列以货运为主，相

比较于其他开放通道，较少受人员流动影响，

在疫情防控期间其对外开放重要战略通道的

地位越来越凸显。在严密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中欧班列（郑州）实现常态化运营，对于

推动外贸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国际产业协调，

保持对外开放战略通道畅通意义重大，传递着

共抗疫情、快速恢复生产的信心，彰显着无论

任何情况下，我省积极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

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心，展现着我省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坚定步伐。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五区”联动，“四路”协

同，近年来，河南在对外开放上主动作为，为经

济发展积累较大优势。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

候，保持河南对外开放良好态势，对于做好“六

稳”工作，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目标任务

同样意义重大。连日来，郑州海关出台快速通

关、快速办理减免税等 15条专项措施助力“稳外

贸”，省发改委出台 10 条举措稳定“有效投资”，

省贸促会积极为国际贸易相关企业办理“不可

抗力”证明以减少企业违约损失……各方齐心

协力，迎挑战、破难题，察实情、出实招，保持对

外开放大门敞开无阻，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

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打好这场总体战，

全省各条战线要保持“同困难斗争”的精气神，

焕发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在扎实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安排中检验

大局意识，在锻炼过硬功夫、筑牢疫情防线和

推进经济社会“六稳”中检验治理能力，在科学

应变、深挖潜力、增产增效中检验管理水平，在

补齐短板、抓细抓实、从严要求、担当尽责中检

验务实作风，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中欧班列（郑州），在春天里隆隆开动，承

载信心、装满希望，沐浴春光、驶向远方！2

列车在春天里隆隆开动

□本报记者 王延辉

2月 16日，阳光明媚，碧空如洗，空气
中弥漫着春的气息。

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内，一趟班列拖
着 41组满载货物的集装箱，犹如列队的
士兵整装待发。

上午 9:30，急促的汽笛声划破天空
的宁静，中欧班列（郑州）春节后第一趟出
口中亚班列踏上征程。

一次新的出发，在非常时期，显得特
殊而有意义。一次新的跋涉，于关键时
刻，传递出力量和信心。

首家

“这是一趟开往春天的列车。”郑州国
际陆港公司总经理赵文明带着微笑，目送
班列远行。

当国内大多数中欧班列因疫情而停
运之时，中欧班列（郑州）并没有停下脚
步，从欧洲回程的班列依旧陆续到郑。

以运带贸、运贸一体，德国啤酒、英国
果汁、波兰蜂蜜、白俄罗斯牛奶和冷冻牛
肉等异域商品源源不断搭乘班列而来。

“目前，中欧班列中发自郑州、重庆、
成都的班列都开有回程，去程班列却少之
又少。随着中欧班列（郑州）去程恢复开
行，在全国63个城市开行的中欧班列中，
始自郑州的班列成为首家常态化稳定开
行的班列。”赵文明说。

所谓的“常态化稳定开行”，指的是有
去有回、双向畅通、持续稳定。目前，中欧
班列（郑州）暂时每周开行三班，去二回一。

这与之前的高频开行相比，恢复开行
的一小步已殊为不易。而成为“首家”，其
背后更是河南统筹打好防疫、复产两场硬
仗的信心，积极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来袭之前，由于
河南区位优势和中欧班列（郑州）强覆盖、
广辐射的国内集疏网络，河南货源只占
20%左右。而目前，随着复工复产，中欧
班列（郑州）订舱系统显示，去程货源保障
上河南货源占到 60%以上，这极大助力
我省产业链快速对接国际市场。

去程恢复开行的背后，是一个个奋战
的身影，是一个个部门接续配合的成果。

为了中欧班列（郑州）顺利发车，中铁
联集郑州中心站调度员龚斌丹和同事们坚
持在一线，协调运输组织、机车取送、班列
组织、装卸车作业……郑州国际陆港公司
还成立了党员突击队，组织13名党员作为
突击力量，周密制定疫情防控、复工方案。

郑州铁路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坚持优
先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运，快装快卸，压
缩在站停留时间，减免疫情期间国际货物
相关费用，为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提供
运输便利。郑州东站海关提供7×24小时
预约通关便利，特事特办、即报即办。

“从 3月份开始，班列会进一步加密
开行，保障河南‘陆上丝绸之路’国际物流
通道畅通。”赵文明坚定地说。

实力

最近，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杨文俊忙得不亦乐乎，不少国外货代公
司和合作伙伴致电询问班列开行情况。

“在国内疫情还在持续的背景下，在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达产的同时，班列
的开行，反映出国内企业和国外市场的需
求，这也是河南打造‘陆上丝绸之路’、物流
通道得到国内外客户认可的体现，展现出

‘一带一路’建设强大的生命力。”杨文俊说。
非常时期，非常担当。而担当，靠的

是经久努力，还有核心实力。
经过6年多的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

（郑州）这一“钢铁驼队”闪耀“一带一路”，
“河南速度”“河南经验”叫响全国。

13班、87班、156班、251班、501班、
752 班、1000 班，自 2013 年 7月 18 日开
行以来，中欧班列（郑州）一年一个飞跃，
助推河南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郑州）已累计开行

2840班。据权威部门信息，中欧班列（郑
州）综合实力始终保持中欧班列前茅；是中
欧班列中唯一实现长运距（1万公里以上）国
际冷链业务常态化，实现境内境外全程“门
到门”“一单制”服务的班列；是中欧班列中
市场化程度最高、信息化程度最高的班列。

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中欧班列
（郑州）构筑起了多线路、多口岸国际物流
大通道，形成了7个目的站点（汉堡、慕尼
黑、列日、莫斯科、阿拉木图、塔什干、河内）
及6个出入境口岸（阿拉山口、二连浩特、
霍尔果斯、凭祥、绥芬河、满洲里），实现了
对欧洲、中亚、东盟和亚太（日韩等）物流服
务网络的全覆盖。境内以郑州为枢纽，集
货半径超过 1500公里；境外以德国汉堡
和慕尼黑、比利时列日为枢纽，网络遍布
欧盟、俄罗斯及中亚地区30多个国家130
个城市，境内外合作伙伴近5000家。

中欧班列（郑州）还塑造了“数字班
列”“冷链班列”和“运贸一体化”等特色品
牌。去年11月份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

“一干三支”铁海公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被
正式命名为“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带动

大通道塑造大格局。
奔跑的班列，开放的河南。曾经囿于

没有出海港，河南的对外开放步履蹒跚。
而国际货运班列的开行，让河南找到了扩
大对外开放的新切入口，区位优势和自然
禀赋被重新激活。

中欧班列（郑州）是河南高水平开放
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东联西进、双向畅
通，它犹如一条纽带，让河南与世界紧紧
相连，形成河南发展的新优势。

“中欧班列（郑州）与河南现有产业贴合
度比较紧，和老百姓生活融合度比较高，现
有市场竞争力比较强，我们应克服困难、保
持定力、厚植优势，齐心协力保持对外开放
战略通道畅通，不断放大其带动效应。”经济
地理学专家、省社科院原院长张占仓说。

疫情管控住，通道畅起来，经济动起来。

目前，中欧班列（郑州）的货源以河南制造为
主，这对河南产业发展也是一种新机遇。

当前，河南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两
场“硬仗”同时打，中欧班列（郑州）恢复常态
化开行，无疑提振着更多外贸企业的信心。

得益于中欧班列（郑州）打开国际市场，
郑州名扬窗饰材料有限公司不断发展壮
大。“我们公司生产的都是面向德国市场的
高端窗帘、窗饰。班列一开，我们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将加大马力复工达产。”该
公司董事长张年青心里一下子有了底。

针对河南外贸企业复工复产后，面临
赶时间满足交货期的需求，郑州国际陆港
公司将主动与我省各地外贸企业对接，提
供“门到门”“一单制”全链条优质服务，消
除由于疫情给出口企业订单履约造成的
影响，提升我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端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端是发
达的欧洲经济圈，中欧班列（郑州）将这两
端需求和供给连接在一起，铺就一条布满
商机的国际通道。

在全国上下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过程中，郑州国际陆港公司的合作方捷克
的CD、波兰的Symlog、德国的CMR、俄罗
斯的Shunpo等多家公司，在欧洲积极寻找
医疗物资供应商以保障中国进口商的采购
需求，并承诺将在中欧班列（郑州）医疗物资
运输和出口报关方面提供全力支持。

“我们盼着听到班列隆隆的轰鸣。”俄
罗斯合作方Newpost主动提出向陆港公
司捐赠2000只口罩，助力防疫复工。

“合作伙伴和国际市场看到的是‘一带
一路’倡议的前景，认可的是中欧班列（郑
州）的品牌。这是长远合作的基础。”经此一
役，赵文明更坚定了做大做强班列的信心。

今年，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将立足推动内
涵式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班列的“国际枢
纽+开放”优势，加快开发格鲁吉亚、阿塞拜
疆、乌克兰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南欧线路，扩
大河南“朋友圈”，拉大经济“合作圈”，让班列
作为“经济引擎”的带动作用更足更强。

向着春天出发，中欧班列（郑州）在加
速奔跑。③6

恢复双向畅通

中欧班列（郑州）向着春天出发
中欧班列（郑州）

大事记

□本报记者 王延辉

“当日申报、当日清关、当日放
行。”非常时期，一批搭乘中欧班列
（郑州）入境的疫情防控物资抵郑，
一点没有耽搁，已于 2月 15日顺利
交到厦门ABB公司手中。

2月 12日，204件开关柜极柱、
开关柜真空泡等疫情防控物资运抵
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该批物资将
用于贵州版“小汤山”医院改扩建，
并为上海金山医院扩容、广东佛山

“小汤山”医院和南京市第二医院等
提供相关电力设备。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 。 郑 州 国 际 陆 港 公 司 积 极 行
动，并组织党员突击队，争分夺秒
做好班列运输的防疫物资报关。
在郑州海关相关部门和中铁联集
郑州中心站的大力支持下，当天
完成“申报、清关、放行”。疫情防
控紧要时期，郑州国际陆港公司
紧急调派车辆，于 2 月 13 日将货
物提出向客户发送，两天后送到
客户手中。

如今，这批设备已在各地“小汤
山”医院等建设中派上了用场。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崔文

2月 16日上午，伴随着汽笛声，
中欧班列（郑州）春节后第一趟出口
中亚班列从郑州中心站发车。

郑州国际陆港公司总经理赵文
明介绍，截至 2019年年底，全国开
通中欧班列的有63家，春节期间开
通回程班列的有郑州、重庆、成都三
家。当天这趟去程班列的驶出，标
志着中欧班列（郑州）成为全国首个
恢复常态化稳定运行的班列。

中欧班列的一大特点就是国际
业务，疫情下，是否会影响与沿线国
家的合作？

“通过国家相关部门对外沟通，
以及我们和合作伙伴的沟通，确认
了中欧班列（郑州）沿线正常开通。”
赵文明说，春节期间，中欧班列（郑
州）回程基本上是按原有计划开行
的，增强了国外合作伙伴的信心，为
接下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特殊时期，中欧班列（郑州）也
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企业逐步复工，尤其对制
造业突出的郑州、河南来说，生产力
解决了，产品也要走出去。

赵文明介绍，2月 16日开行的
这趟去程中欧班列（郑州）中，有
71%的货源来自河南本省，预计接
下 来 的 一 段 时 间 也 将 维 持 在
60%—70%之间，而去年，这一数字
平均在25%左右。

“本省物资占比大，跟目前交通
物流情况有一定关系，不过，这也说
明疫情防控期间，中欧班列（郑州）
对河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赵文明
说，这段时间，他们主要是对接河南
本地的制造业，依托中欧班列（郑
州）让这些产品走出去。③5

设备乘着班列回
援建国内“小汤山”

增强合作伙伴信心

中欧班列（郑州）
帮助河南产品走出去

2月 16日上午，在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中欧
班列(郑州)春节后第一趟出口中亚班列发车。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