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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物流业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中欧班列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标志，被誉

为新丝路上的“钢铁驼队”。在“十四

五”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背景下，中欧班列也迎来了新的发

展阶段。今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指出：“要推动‘义新欧’班列提

质扩量”，首次把提质放在了扩量之

前，标志着“义新欧”中欧班列从数

量增长向高质量提升的重大转型。

一、“义新欧”中欧班列运

行现状

2014年 11月，“义新欧”班列

首次启程。装着各式各样小商品从

义乌出发，历时 21天，跨越 13000

多公里，最终抵达西班牙马德里。自

2014年首趟班列开行以来，“义新

欧”运量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开

行 1399列，共发运 11.6万个标箱，

班列开行量占全国比重 11.3%，发

运量占全国比重 8.5%。“义新欧”在

全国中欧班列各开行城市中的排

位，也从 2019年的第 9位上升到

2020年的第 4位。2021年 1-5月开

行 906列，发运 7.5万标箱，“义新

欧”中欧班列在全国 90余个开行班

列中已经跻身第一梯队序列。

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作为“义新欧”中欧班列运营平

台公司，是全国开通中欧班列城市

中唯一由民资控股的平台公司。

2020年，浙江省对“义新欧”中欧班

列运行机制进行了改革创新，由浙

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宁波舟山

港集团）与金华市交投集团合资成

立了浙江海港国际联运有限公司，

作为新的平台运营国际班列业务。

“义新欧”综合了民营企业的灵活

高效和国有企业的社会担当，确立

了义乌、金华“双平台”运营模式。

“义新欧”金华、义乌双平台运营线

路总计 28条，联通了亚欧大陆 59

个国家和地区，运输货物涵盖五金

器具、纺织用品、汽车配件、生活用

品、工程设备等广泛领域，已成为

全国运营方向最多、载重率最高、

跨越国家最多、运输线路最长的中

欧班列运营线之一。

“义新欧”率先在全国中欧班

列建设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创了申

报无纸化、通关便利化、作业协同

化、服务精准化、监测数据化的数

字化新局面。数字化服务平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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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关、铁路、场站、交通、运营单

位等主体间系统相互割裂的局面，

进行了数据共享，打通了“通关 +

物流”各信息节点，实现了“义新

欧”中欧班列集装箱全流程可视

化。平台通过对“义新欧”中欧班列

货量、货源地、产业、货物流向、贸

易国、作业效率六大指标的精细化

分析，形成主题数据和数据集市，

为政府监管、统计监测、通关时效

评估、产业扶持政策制定等提供数

据支撑。同时，根据业务数据收集、

监测，为企业提供风险预警、信用

评估、物流跟踪等附加服务。

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海运、

空运受阻，一柜难求，“义新欧”中

欧班列成为“生命通道”，为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动力。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面对国

内医疗物资供应短缺问题，“义新

欧”中欧班列迎难而上，奋力担当，

充分发挥自身机制体制灵活和快

速便捷的优势，抢运了大量境外医

疗物资。而当疫情在全球肆虐时，

“义新欧”再次行动起来，提出免费

为中国至西班牙防疫物资运输的

倡议，开行了多列向西班牙、波兰

等多国运送医疗抗疫物资的专列，

为全球抗疫事业开辟了生命通道。

二、“义新欧”中欧班列运

行优势和发展潜力

（一）综合效益潜力大

以铁路为核心的长距离跨境

集装箱运输方式目前虽然处于起

步阶段，但与传统的海运和空运相

比，其比较优势已逐渐显现。从义

乌到马德里陆海联运最少也要 35

天，其中海上航行使用快船需 28

天，两头内陆运输需 7天，而“义新

欧”从义乌出发直达马德里阿布罗

尼加尔货运站只需 21天，比正常

陆海联运节省至少 14天。长距离

的跨境运输综合成本不但涉及运

费还受到运输时间的影响，运输时

间越长，所产生的资金利息越高，

将资金成本计算在内的海运价格

优势大大削弱。空运的时间最短，

但空运的费率很高，是铁路的 4-5

倍。因此，铁路运输对中欧贸易中

海运的高端货和空运的低端货有

很大的吸引力，有适合自身的市场

货源。此外，与海运和空运相比，铁

路运输中面临的不可测的自然风

险小，安全保障程度高；时间可控，

运输的稳定性更好，企业的营销计

划、物流安排的预见性和可控性、

跨国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大

大提高。

（二）货源集聚能力强

义乌是我国小商品生产、批

发、出口的集散地，汇聚了浙江、长

三角乃至全国的小商品。义乌货源

充足，品类繁多，能根据市场的流

行趋势和客户定制需求迅速做到

花样翻新、推陈出新，且产品成本

低廉，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义

乌所在的浙江省是我国专业市场

和中小制造业企业蓬勃发展的聚

集地，上档次有规模的产业集群有

30多个，是我国历次“百佳产业集

群”评选上榜最多的省份，约占总

数的 1/3。浙江专业市场发展也走

在了全国的前列，全国前 50大专

业商品市场有 19个在浙江。除此

之外，义乌周边邻近地区的产业集

群和专业市场，也对义乌形成世界

小商品采购中心起着支撑作用。相

对于其他中欧班列，“义新欧”的货

源基础更可靠、更有保障。

（三）内外贸易网络发达

义乌拥有覆盖全国大中城市

的内销网络和覆盖全球 219个国

家和地区的外贸网络。每年到义乌

市采购的境内采购商超过 1000万

人次，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境外客商

近 50万人次，有 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1.3 万多名境外客商常驻

义乌，在义乌的境外商务机构多达

5300余家，义乌每年出口的货物量

超过 100万标箱。拥有这样庞大的

市场网络，正是“义新欧”无可比拟

的优势所在。西班牙是义乌在欧洲

的最大贸易伙伴。据不完全统计，

西班牙大约有华人华侨 30万人，

大多是新移民。其中有深厚商业文

化底蕴和经商传统的浙江人占

68%，仅浙江青田人就有 11万之

多。他们依托浙江发达的小商品生

产基地和义乌庞大的小商品市场，

在马德里建起了中国在欧洲最大

的小商品集散市场，每年国内有 2

万多个货柜运到马德里，采购的商

品 70%来自义乌。此外，西班牙还有

约 9000家华商经营的百货店，有

些已颇具规模，对当地商业形成了

相当大的影响力。通过在西班牙的

批发市场，义乌商品还被分拨到欧

洲其他国家。海外庞大的批发零售

市场体系奠定了“义新欧”中欧班

列坚实的需求基础。

三、“义新欧”中欧班列运行

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一）基础设施限制运能

运能紧张制约着包括“义新

欧”班列在内的中欧班列的发展，

境内外口岸、运输能力不足问题日

益突出。目前中欧班列通道运力已

接近极限，尤其是西线通道的阿拉

山口和霍尔果斯口岸，开行列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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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远超设计能力，国外段较为突出

的有波兰马拉舍维奇、白俄罗斯布

列斯特、哈萨克斯坦多斯托克、德

国杜伊斯堡等，已经出现比较严重

的拥堵情况，造成部分货物发运延

迟。班列沿线各国铁路基础设施情

况参差不齐，尤其是部分国家的铁

路站点存在基础设施老化、列车底

板缺乏等问题，同时缺乏资金进行

有效投资更新和维护，影响换轨换

装效率，长期将可能成为制约班列

发展的因素。随着近年来“义新欧”

中欧班列的快速发展，义乌西站、

金华南站双平台现有基础设施已

无法满足业务需求。场站接发运、

换装作业压力激增，空箱和重箱堆

场建设、铁路口岸扩能改造等迫在

眉睫。

（二）货源流失风险增大

义乌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浙江

省是我国外贸大省。据统计，“义新

欧”中欧班列去程货源 95%都来自

于浙江省。目前全国有 90余个中

欧班列开行地，很多缺乏本地货

源，无法支撑班列常态化和可持续

运行。在补贴政策下，各中欧班列

纷纷将目光投向浙江这个中欧班

列货仓，从浙江揽货。2020年全球

疫情爆发，不仅影响了全球供应链

的稳定，也加速了全球政治经济格

局的深刻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催化

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地缘政

治冲突加剧，可能会影响亚欧产业

链的重新布局，为“义新欧”中欧班

列发展带来较多的不确定性。此

外，随着全球船舶海工市场大笔订

单的兑现，预计海运价格将迎来回

落，部分时效性要求不强、价格敏

感性高的货源可能面临流失。

（三）铁路运输竞争力未充分

发挥

中欧货运班列的运行存在很

多障碍，不但国内与国外段的铁轨

轨距不同，国内外铁路场站的接运

能力不同，而且沿线国际铁路运输

的管理体制不同，没有跨洲际铁路

的统一的运行时刻表；沿途各国海

关监管规则不同，执法尺度不一，

且没有合作协议，各行其是。一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于对本国

就业、税收资源的保护，对过境中

欧班列收取较高的运费，虽然中铁

总通过与宽轨段国家铁路企业积

极协商谈判，实施宽轨段和中国境

内铁路运价优惠，但由于欧洲段铁

路运价偏高和铁路总体运价相对

偏高，制约了铁路运输相对空运、

海运运输优势的发挥。

（四）市场秩序规范缺失

全国各省市中欧班列快速发

展的同时，出现了线路交叉重复、

运营效率不高等现象，市场秩序有

待进一步规范。虽然财政部门明确

规定要求各地对班列的补贴要逐

年退坡，但各地政府通过财政预

算、土地内化或者国企补助等方

式，仍然或明或暗地对班列实施财

政补贴。各地争抢货源、运力浪费

的现象扭曲了中欧班列市场的规

范发展。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义

新欧”无法通过提高揽货价格以达

到收支平衡。

四、促进“义新欧”中欧班列

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在新形势下，要切实巩固现有

发展基础，解决运行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将“义新欧”中欧班列积累的

“量”转化为今后发展的“质”，形成

更加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力。

（一）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软件硬件水平

推动中欧班列主通道“卡脖

子”路段升级改造，阿拉山口站进

行扩能改造，提高集装箱列车的接

发、换装能力。完善中欧班列境外

网络布局，针对境外核心枢纽节

点，加大中资投资力度，提升境外

枢纽集疏运、仓储配能力。

提升“义新欧”中欧班列平台

软硬件设施。谋划“义新欧”铁路口

岸基础设施提升和区块拓展工作，

加快推进监管区建设，设立品类多

样的指定口岸，增加班列整列作业

线数量，科学配置仓储、堆场等基

础设施，最大程度挖掘现有场站潜

能。以“数字化”赋能“义新欧”，将

“义新欧”打造成为国内首条具有

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高效、便

捷、智慧的标杆中欧班列。

（二）拓展进口出口货源，提升

腹地经济支撑

依托浙江海港遍布全球的航

线网络和遍布全国的海铁联运集

疏运通道布局，积极谋求各方面的

互联合作。面向全省乃至长三角区

域招商，打造“义新欧班列 +企业

号”运营模式，建设高质量发展示

范班列。

对接跨境电商等数字经济新

兴产业。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贸易

已达 12.5万亿元，占全国贸易进

出口总额的 38.86%，为中欧班列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义乌是跨境

电商发展的沃土，跨境电商零售出

口约占浙江全省的 50%，每天有

800多万个包裹从义乌发往全球各

地。“义新欧”要加大跨境电商班列

的组织力度，创新开行方式。

开行整车小汽车班列、化工班

列、冷链班列等特色班列，丰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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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班列货源。中国与欧洲既是小汽

车生产大国，又是小汽车消费大

国；中国和欧洲是全球最大的化工

产品生产区域和贸易中心，两者间

有巨大的化工贸易潜力；《中欧地

理标志协定》于 2021年 3月 1日

生效，协定共 550个地理标志，中

欧各占 275个，涉及酒类、茶叶、农

产品、食品等，为中欧之间的贸易

提供了契机。

依托沿线国家产业融合。近年

来，随着中国与“义新欧”沿线的

“一带一路”国家产能合作的不断

加强，由此为“义新欧”中欧班列的

运输带来了新的增长点。诸如可以

在波兰的农业、新材料、新能源、矿

山安全等应用技术领域，捷克的机

床、医药、矿业、环保和通用航空技

术领域，匈牙利的医学医药、生物

技术等领域探索产业合作潜能。

（三）提升班列服务水平，凸显

班列竞争能力

打造全流程双向物流体系。班

列平台将按照“枢纽—枢纽”的总

体思路，以打造全流程双向物流体

系为目标，结合“班列 +海外仓”的

运营模式，分区域、有重点地在马

德里、杜伊斯堡、布拉格、列日、莫

斯科、明斯克等班列主要节点城市

进行重点布局，打造一批集分拨、

配送、集货、堆场、保税、关务等于

一体的境外物流分拨中心，不断增

强海外物流分拨和集聚能力，实现

真正意义上双向物流循环。

打造集出口、进口、转口多种

贸易全方位发展的贸易体系。立足

浙江省外贸发达、货源充足的特

点，依托自贸试验区政策和打造新

型进口市场的契机，大力拓展“保

税 +进口”、“保税 +转口”贸易模

式，推动进口回程班列稳步增长，

提高回程揽货能力。利用宁波舟山

港港口资源，发展国际中转业务，

探索开展海铁联运、公铁联运、空

铁联运等全程多式联运运输模式，

广泛拓展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货运市场。

打造全生态增值服务体系。将

打造集订单管理、运输管理，供应

链金融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全链

条服务，推动班列由货物承运商向

贸易服务商转变。支持一般贸易、

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多渠道、多

形式的订单接入；开展租箱、拼箱、

仓储、前后端短驳配送等服务模

式，推动从“站到站”到“门到门”服

务转变，打造班列全程化服务；整

合上下游资源，延伸班列服务价值

链，探索货物进出口物贸一体化金

融服务产品，从境外原材料采购开

始，全程参与到进口运输、国内生

产加工、出口运输、国外销售整个

环节，提供全流程的金融服务。

（四）完善路线顶层设计，加强

区域协同合作

以国家在中欧班列规划、物流

枢纽建设等领域发布的政策文件

为指导，从国家层面对中欧班列的

运行线路进行顶层设计，合理规划

中欧班列干支线网络，通过统筹规

划和资源整合，规避班列间的无序

竞争，改变当前恶性竞争带来的价

格扭曲现象。

加大区域协作力度。班列平台

与国内中欧班列枢纽城市通过海

铁、公铁、铁铁等多种形式开展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推动

长三角中欧班列联盟进一步深入

合作，加强苏州、徐州、连云港、南

京、义乌、金华、合肥等中欧班列之

间的交流协作和利益融合，共同拓

展回程货源，提升通关效率，形成

发展合力，打造长三角中欧班列共

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同体。

加强浙江全省统筹。“义新欧”

中欧班列由浙江省统筹，通过双平

台改革，不断推动双平台良性互

动、错位发展、合作共赢。双平台充

分发挥各自的潜能和优势，开出特

色，打响品牌。加强与省内货源地

联动，开通“义新欧温州号”、“义新

欧台州号”等班列，推动产业带与

“义新欧”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1]梅冠群. 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建议 [J]. 大陆桥视野,
2021(1):35-36.

[2]文瑞. 中欧班列运行效益分析及
高质量发展对策[J].区域经济评
论,2019(5):110-116.

[3]吕宏芬,董华英,王君.促进中欧班
列高质量运行的问题及对策研

究[J].北方经贸,2019(8):18-20.
[4] 董华英,吕宏芬.“一带一路”倡议
下“义新欧”班列运行的问题及

措施 [J]. 北方经贸 ,2018 (12):
40-42.

[5]曹晶晶.“义新欧”中欧班列常态
化运营策略探讨 [J]. 商业经济,
2018(6):135-137.

[6] 曹晶晶,方巍巍.“一带一路”背景
下依托“义新欧”中欧班列提升

义乌进口贸易水平研究[J].商业
经济,2019(4):76-78.

[7] 宋继飞,高玲.基于博弈论的中欧
国际班列政府补贴优化———以

“义新欧”为例[J].物流技术,2021
(1):33-37.

[8]晁孟强. 连云港中欧班列高质量
发展策略研究[J].铁道货运,2021
(3):11-14.

[9]秦山. 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J].中国投资,2019(1):78.

[10]刘洁,刘伟.“十四五”时期中欧班
列高质量发展思考[J].大陆桥视
野,2021(2):31-33.

中外物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