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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物流业

作为“一带一路”的新延伸，“冰

上丝绸之路”推进北极航道合作，将

东北亚地区与挪威、瑞典、丹麦、芬

兰和冰岛五国组成的北欧地区紧密

相连。由此，连接北欧与亚洲的航道

长度大幅缩减，极大提升货运效率。

这一形势下，位于中国东北部、毗邻

出海口的图们江区域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2020年 7月初，吉林省颁布

《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总

体方案》，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图们江

区域的对外开放程度，这意味着图

们江区域有望成为中国与北欧地区

之间贸易合作的桥头堡。另外，随着

俄罗斯加快开发远东地区，图们江

区域成为欧亚大陆桥的起始点，也

成为了“冰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

点。在“冰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图

们江区域出口北欧的货运物流线路

需要不断完善，以此带动物流网络

升级，产生新的区域增长极。

一、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

货运物流网络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区位及物流基础

图们江区域位于图们江下游

的出海口位置，是全国重要的区域

性对外交通枢纽。以图们江区域为

中心的铁路、航空、海运、公路物流

网络覆盖多个贸易合作国家，直接

贯穿东北亚地区和北欧地区，具备

天然区位优势。在此基础上，图们

江区域近年来大力发展物流基建。

口岸方面，图们江区域有四个国家

级一类口岸、两个国家级二类口岸

（表 1）。其中，由图们江区域出发的

“长珲欧”货运班列以及海洋班列

涉及到多个口岸，每年能处理 230

万吨的进出港货物。港口方面，

2019年 8月珲春市政府正式建成

珲春国际港，实现“内贸外运”航线

常态化运行。港口具备物流配送、

销售与集散等多项功能，可开展订

舱、管箱、报关、运输、拆装箱等一

系列专业物流服务。

（二）物流网络规模

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的货运

物流主要运输电气音像设备及零

附件、服装及配饰、电机、机械设备

及零附件、箱包、玩具、灯具、船舶、

塑料制品等货物，因此可以用货物

的出口规模总和表征图们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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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在“一带一路”与“冰上丝绸之路”的叠加效应下，图们江区域对外出口的货运范围逐渐扩大。与此同
时，图们江作为中国进入日本海的唯一通道，对加强中国与北欧直接贸易往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图们江区域与

北欧之间的货运物流网络难以匹配贸易往来需求，制约了与北欧地区的经贸合作。基于此，从优化多式联运方式、

提高极地船舶利用率、强化公路铁路网建设等方面，探析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的货运物流网络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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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们江区域口岸建设情况

数据来源：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口岸名称 等级 位置

中朝圈河公路口岸

国家级

一类口岸

珲春市敬信乡东南图们江畔

中俄珲春铁路口岸
珲春市东南部

中俄珲春公路口岸

图们铁路口岸 图们市区图们江畔

中朝沙坨子公路口岸 国家级

二类口岸

珲春市三家子满族自治乡境内

甩湾子铁路口岸 珲春市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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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北欧的货运物流网络发展规

模。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年图们

江区域出口瑞典的贸易额最高，其

次是丹麦，依次为芬兰、挪威、冰

岛，比重分别是 42.67%、26.74%、

16.25%、12.42%、2.82%。2009-2019

年间，出口瑞典的贸易额增长超过

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5.94%；

出口丹麦的贸易额增长超过 5亿

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7.51%；出口

芬兰的贸易额增长超过 2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 0.64%。随着图们

江区域出口北欧贸易额的增加，图

们江区域出口北欧的货运物流网

络规模呈现扩大趋势。

（三）货运物流的综合成本

在“冰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后，

以图们江区域为代表的北方地区

将获得极大的货运物流优势。相比

于南方对外开放的区域，图们江区

域与“冰上丝绸之路”之间的距离

更近，所以出口北欧的货运物流成

本更低。以往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

的货物需通过苏伊士运河航线，据

有关专家测算，“冰上丝绸之路”使

得图们江区域与北欧地区之间的

航行距离减少 25%～55%，燃料消耗

减少 15%～35%，每年可节省货运成

本 3607.07 亿元～8621.80 亿元。

并且，该物流线路更加安全，可避

免遭遇国际突发事件以及海盗抢

夺等干扰，减少资金损失。同时，图

们江区域的货运量逐年增加，年平

均增长约 18.5%，已有大量来自各

国的公司计划开辟新航线，丰富货

运线路，这将有效降低物流网络的

综合货运成本。

二、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

货运物流网络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运输方式更换频繁

随着“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

逐步推进，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的

货运物流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铁

海线路，通过中蒙大通道到蒙古

国，再到俄罗斯经冰上丝绸之路抵

达北欧；二是水路，通过图们江口

岸到达日本海，再北上进入北极航

道，穿越北极圈驶向北欧地区。在

铁海联运方面，图们江出口北欧需

经蒙俄两国，但由于中国铁路轨距

为 1435mm，蒙古国和俄罗斯的铁路

轨距均为 1520mm，导致铁路货运需

频繁转换火车车厢。随后货物卸载

至中俄共建的“冰上丝绸之路”支

点港口，如季克西港、萨别塔港和

乌厄连港。然后极地货运船在支点

港口装载上货物，穿越北冰洋运到

丹麦的奥尔堡港、挪威的奥斯陆

港、瑞典的法尔肯贝里港、芬兰的

赫尔辛基港和冰岛的雷克亚未克

港等港口。在水路运输方面，图们

江区域出行的船只大多为内河船

舶，在硬件配备及稳定性方面均较

差，所以出口北欧的货物在运输过

程中需要转换承运工具。例如出口

北欧的货物需要由小型内河船舶

运输到出海口，再由大型海轮运输

到俄罗斯港口，经支点港口由极地

货运船运输到丹麦、挪威等北欧国

家港口。这种多段式联运方式虽然

能够扩大货物运送范围，但是需要

频繁更换运输工具，增加了运输成

本。

（二）极地型船舶供不应求

由于全球变暖导致极地冰层

融化，增加了南北极地区全线通航

的可能性，经由北极航道运输的货

物数量逐渐增多。但受海面结冰影

响，“冰上丝绸之路”运输的货物有

时需要极地破冰船开通航道，以保

障货物运输的安全。目前全球仅有

120艘左右的破冰船，而中国拥有 6

艘，分别是“C721”“C722”“C723”

“营港 12”“津航拖 8”“雪龙 2”，

主要用途为军事及科考，尚无用于

商业运输的破冰船。从破冰船的使

用年限来看，已有 60%以上的船舶

使用时间超过 20年，亟须更新换

代。另外，极地海域中常用的极地

型船舶有四种，分别是集装箱船、

油船、多用途船、液化天然气船。根

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最新公布

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有接近 3000

艘在役或者在建的极地型船舶，仅

有 82%以上的船舶达到了最低质量

要求，难以满足部分货物的运输要

求或者无法在部分水路航行。而由

于高冰级船舶建造难度较高，中国

目前可用的 PC5 级以上极地船舶

数量极少，部分货物无法及时运

送，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货运需

求。

（三）物流网络货运线路不完

善

当前，在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

的货运物流网络中，境内到边界路

段的线路已经通航，但是境外部分

的公路和铁路建设尚不完善。以珲

春 -卡梅绍娃亚铁路为例，中国境

内至珲春及珲春到边界的铁路已

按期修筑完成，但中国边界到卡梅

绍娃亚的路段未如期建成，导致该

段铁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能从

事国内运输。另外，从目前建成的

图们 -珲春国家二级公路及珲春 -

圈河口岸高等级公路来看，图们江

区域与中国腹地联系较少。而图们

江区域通往北欧的货运物流网络

建设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中蒙跨

境铁路、公路物流建设难度较大。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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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竞争力报告》所涉及的 144个经

济体中，蒙古国公路质量排名 130

位，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排名第 69

位，蒙古国境内仅有乌兰巴托铁路

一段铁路线。图们江区域至北欧的

货运物流网络建设不完善，极大制

约了图们江区域向北欧运输货物。

（四）货物查验能力不足

货物经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

需经过多个通关口岸，口岸对多种

货物的查验能力、对大量货物的通

关能力均会对货物经图们江区域

出口北欧造成影响。例如，马哈林

诺铁路口岸由于未建设足够的货

物查验设备，目前只具备煤炭、矿

石、木材等大宗货物的检查能力，

导致该口岸可运输货物品种有限，

难以扩大货运量。克拉斯基诺公路

口岸对于通关货物仅设有 1 条货

检通道，而中方口岸则设有 8条货

检通道，导致货物在通关过程中出

现堵塞滞留现象。除此之外，口岸

的货物查验模式也会极大影响货

物在口岸停留的时间。以克拉斯基

诺口岸为例，该口岸区前后共设有

四道关卡，进出口货物需经过卫

检、边检、海关、动植物检疫、商品

检疫等繁杂的程序，降低了货物通

关效率。

（五）跨境物流企业电子化水

平低

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显示，

2019年北欧国家人均 GDP约 6万

美元。除冰岛外，瑞典、挪威、芬兰、

丹麦四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均

处于世界前列。在此背景下，大量

北欧消费者会进行线上购物及跨

境购物（表 2）。北欧拥有 2600万人

口，分布在 12万平方公里的地域

之上，对物流配送带来极大挑战。

但即便如此，北欧消费者对于商品

的送达期限要求较高，平均期望收

货日期均在 5天之内。然而，现阶

段图们江区域跨境物流企业的信

息化、智能化水平较低，难以实现

货物配送的高效对接。据统计，珲

春市仅 60%以上的跨境物流企业使

用了物流技术系统，包括条形码技

术以及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且企业

在使用物流系统过程中，60%以上

企业表示未与本地物流信息库建

立联系。仅有 14.39%的企业使用了

GPS与 GIS系统以优化货物运输线

路。电子化水平低下不仅导致跨境

物流企业运输成本升高，还因信息

传递不及时导致跨境物流服务效

率降低。《2019年度中国跨境电商

消费问题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信

息传递存在延时性，包括北欧国家

在内的跨境商品包裹丢失、退换货

难度大等问题时有发生。由此看

出，跨境物流企业信息化水平较

低，导致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的跨

境物流服务效率低下。

三、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

货运物流网络建设路径

（一）升级换装设备，优化多式

联运过程

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的多式

联运涉及到多次换装环节，应升级

联运转换的中间过程，助力货运物

流网络服务提质增效。第一，引进

设备。出口北欧货运物流网络中的

中转点可借鉴欧美的多式联运经

验，引进多式联运转运设备，实现

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无缝对接。并

将一些零散小件与需要重点保鲜

的果蔬生鲜类产品进行集中处理，

提高多式联运转运设备对货物安

全的保护。第二，采用江海直达船

舶。各口岸应根据自身在货运物流

网络中的定位，合理使用江海直达

船舶运输方式。可根据图们江和日

本海航行的具体要求，对江海直达

船舶的结构进行合理设计，组建

“图们江 -日本海”直达船舶队伍，

为图们江区域口岸提供江海直达

服务。第三，换轮不换箱。图们江区

域的货物可一次性装入火车货厢，

在进入蒙古国之前更换车轮，以便

行驶在扩宽的轨道上，降低换装折

损率。在俄罗斯 -北欧地区的铁海

转换过程中，货物可不离货厢，直

接拆轮整体运到货轮上，彻底实现

无缝衔接。

（二）加入北极航运联盟，提高

极地货运船舶使用率

表 2 北欧四国消费者线上及跨国购物比例

数据来源：《全球电商咨询 -北欧篇》报告

线上购物人口比例
从中国跨境购物人

口比例
期望收货日期

瑞典 67% 23% 4.3天

挪威 65% 34% 4.4天

丹麦 90% 25% 3.3天

芬兰 63% 26% 4.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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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积极加入北极航运联盟，增强与

联盟成员间的合作，增加可使用的

极地货运船舶数量。一方面，共享

极地货运船舶。图们江区域的货运

物流企业可以与拥有极地货运船

舶的联盟成员进行设备共享，针对

出口北欧航线的空仓进行补充，提

高船舶的利用率。合作双方应合理

规划极地货运船舶的运载量、货物

类型及摆放安排、航行时间，降低

每一班航线的运送经营成本，优化

货运物流网络。另一方面，联合租

赁极地货运船舶。图们江区域的货

运物流企业可以与联盟成员共同

租赁极地型船舶，共同分担货运经

营成本。联合租赁极地货运船舶的

成员可根据各自货物在船舶仓位

的占比，分摊船舶租金、港口收取

的费用、燃料费等经营成本。

（三）强化公路、铁路建设，加

密图们江 -北欧货运物流网络

图们江出口北欧的货运物流

线路较长，途经的国家及地区较

多，需进一步构建高效便捷、联通

内外的货运物流网络。图们江区

域应发挥区位优势，完善现有的

对外大通道建设，形成直通北欧

的国际货运物流通道。根据北欧

地区的产业需求，图们江可加密

货运物流线路，提升跨境运输运

营质量。经蒙古国去往北欧方向

的线路，可在扎门乌德 /二连浩

特铁路口岸的基础上，再增开嘎

顺苏海图 /甘其毛都等多个边境

铁路口岸，扩大过境货物运输量。

经由俄罗斯通往北欧方向的线

路，可通过修建珲春 -扎鲁比诺

的公路、铁路网络，提高图们江出

口便捷性。构建俄罗斯扎鲁比诺

港、俄罗斯海参崴、朝鲜罗津港三

条出海通道，扩大图们江货物出

口北欧运输规模。此外，还可依托

现有中欧班列优势，修建图们江

区域至二连浩特的铁路网络，加

快推进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的物

流网络建设。

（四）加强口岸货物运输装备

建设，建立货物互通机制

首先，对于口岸基础设施建

设不足问题，珲春应突出自身海

上丝绸之路北线新支点的地理位

置优势，吸引海内外国家对珲春

进行建设投资。如可通过建设高

效、规模化的集装箱换箱站，以满

足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的货物供

求需要。还可对口岸换装站进行

扩能改造，提高口岸多元供货能

力。通过上述方式，将珲春各口岸

建设为集贸易、加工、物流于一体

的国际业务合作示范区，提高图

们江区域出口北欧的货运量。其

次，针对货物通关效率低问题，中

国可与图们江 - 北欧沿线国家建

立货物互通机制，共享货物通关

信息。通过双方进出口货物数据

互换，实现国际间海关结果互认，

即图们江区域出口货物经中方海

关查验后，他方海关可不再查验，

减少货物在图们江 -北欧之间通

关核验流程，缩短通关时间。

（五）引入信息交换技术及地

理信息系统，提高物流运输效率

随着信息交换技术及 GIS、

GPS系统不断发展，二者应用于物

流系统的优势逐渐凸显。因此，图

们江区域物流企业应积极引入相

关智能技术，提高图们江 -北欧双

方的货运物流效率。首先，在图们

江区域建立物流信息库，共享物流

信息。利用大数据对跨国货物进

行追踪，及时协调双方货物运输

信息，降低图们江 -北欧跨境物流

问题协调难度。其次，对通关货物

进行信息化管理。由于货物经图

们江区域出口北欧需通过多个口

岸，因此出口货物可在出关前提

前进行线上申请，在多个口岸间

完成在线报关与审批，缩短货物

的通关时间。最后，利用 GIS 及

GPS系统优化物流配送路线。货物

经图们江区域出口北欧涉及多条

交通线路，可通过大数据及地理

信息系统制定距离最短、最通畅、

路况最优的配送路线，最大限度

保证货物运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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