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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的逐渐发展使得中

国制造逐渐走出国门，走向欧洲；

同样中欧班列也为我们带回了欧

洲的各种产品，丰富了我国人民

的生活。中欧班列还以其运距短、

速度快、安全性高的特征，以及安

全快捷、绿色环保、受自然环境影

响小的优势，已经成为国际物流

中陆路运输的骨干方式。中欧班

列不仅沟通了中国与欧洲各国的

商贸来往，还加强了各国之间的

文化交流，国家间铁路、海关等的

合作也越来越密切。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崛起，中

国制造的物美价廉和中国制造的

品质都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口

碑，不少欧洲国家也开始寻求经

济上的合作，以求搭上中国经济

的高速列车。而中国铁路在中欧

经济合作中发挥动脉作用，持续

为经济发展泵出新鲜动力。

一、中欧班列东部通道发

展现状

2015年 3 月发布的《推进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行动》指出:

“要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和口

岸通关协调机制, 打造中欧班列

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

西的运输通道”,为中欧班列的持

续性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欧班列

现已成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的标志性成果。据海关总署统

计，2019 年中欧间贸易总值为

48613.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9%。其中我国自欧盟进口额为

19062.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5%。从 2013年开始的七年里，

西、中、东三条稳定的交通运输通

道迅速发展，成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通道建设的一大重要的推动

力，2020年开行中欧班列 1.24万

列、113.5万标箱，同比增长 50%、

56%。2021年 1-3月，中欧班列继

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累计开行

3398列、发送货物 32.2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75%、84%，月均发运

数量保持在 1000 列以上，往返综

合重箱率达到 96.5%；其中去程

开行 1858 列、发送货物 18.2万

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77%、91%，重

箱率达到 100%；回程开行 1540

列、发送货物 14 万标箱，同比分

别增长 73%、77%，重箱率达到

92%。

二、中欧班列东部通道核

心节点概述

（一）中欧班列东部通道国内

节点

中欧班列东部通道的国内节

点由“大连 - 营口 -沈阳 -哈尔

滨 -满洲里”构成。其中，大连是

我国的重要港口城市，有“北方明

珠”之称。在中欧班列中，大连货

运中心充分发挥大连区位及航线

网络优势，积极开拓运输市场，推

广高效、绿色、经济的“滚装运输

中欧班列”物流模式，打造了东北

地区稳定高效的国际货物通道。

营口，辽宁省地级市，东北国际物

流中心之一，是我国跨区域内贸

集装箱多式联运和“北粮南运”核

心组织枢纽，是中欧班列陆海联

运无政府补贴运行的集结组织中

心，对提升东北地区物流服务水

平，促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沈阳被誉

为“共和国长子”，辽宁省省会，是

中国东北的经济、文化、科技、交

通、金融商贸中心。目前沈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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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出口货物种类繁多，班

列开行量位列东北地区首位，占

东北地区开行总量的 6 成以上，

实现了俄罗斯以及欧洲铁路网络

的全覆盖。哈尔滨号称“东方小巴

黎”，是黑龙江省省会，中国东北

北部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

通中心城市。为促进中欧班列发

展，哈铁根据外贸客户需要，最大

限度满足中欧班列进出口需求。

同时，创新口岸交车方式，加快集

装箱向俄方交车速度，有效提升

了对俄通道过货能力。满洲里口

岸是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地处

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经济地理

条件十分优越，承担着中俄贸易

65%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满洲里

口岸站科学制定运输组织方案，

动态掌握中欧班列开行信息，为

全力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而努

力。

（二）中欧班列东部通道国际

节点

1.中欧班列东部通道俄罗斯

关键节点。中国和俄罗斯既是远

亲也是近邻。中国和俄罗斯在经

济、军事等方面都有很多的合作，

两国在国际形势和环境上也是互

相支持的，在科研上，两国也是经

常有一些合作活动，这些都是在

间接表达中俄两国是非常友好

的。而 2021年也是中俄关系的一

个大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签署 20 年，也是上合组织成

立 20年，中俄两国在这双 20年

会开展很多中俄友好的重大活

动。

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已经

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俄

罗斯已经是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

伴，但俄罗斯是中国能源市场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从 2018 年到

2020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双

边贸易每年都在 1000 亿美元以

上，两国之间的多个城市也都是

友好城市，例如新西伯利亚，目前

新西伯利亚已经与 5个中国城市

（北京、上海、哈尔滨、香港和乌鲁

木齐）开通直航。

2.中欧班列东部通道白俄罗

斯关键节点。中白两国友谊源远

流长。白俄罗斯位于欧亚区域的

中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向欧

洲延伸的重要节点。其中，布列斯

特州与中国的贸易额为 1亿 2390

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1.2%。

如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

两国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白工业园距白俄首都明斯

克 25 公里，被称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上的明珠，中白工业园的建

设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项目实施过程也遇到了种种

困难，气候问题、文化差异、技术

差异、工程标准差异等都对项目

团队提出新要求，项目团队吃苦

耐劳、攻坚克难、坚守一线，努力

保证项目如期完成。他们是中国

企业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有力

地推动了中白合作项目不断提升

新高度，结出新硕果。

3.中欧班列东部通道波兰关

键节点。近年来,波兰与中国之间

的贸易量增长较快。波兰作为中

国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

件，其对华贸易逆差从 2011 年的

87.6 亿美元扩大到了 2017 年的

161.3 亿美元。中国与波兰之间

贸易逆差过大正在成为双方经贸

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尽管贸易逆差较大, 但两国

在“16+1”框架下的食品、农产品

贸易合作依旧值得关注。由于我

国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出于公共卫

生考虑实施的禁售，对其他国家

来说，获取中国的食品、农产品市

场准入许可非常不易。由此，波兰

对“16+1”机制怀有很高期待,希

望能够通过推动相关领域合作拓

宽对华食品出口, 利用其产业忧

势缩小对华贸易逆差。两国农业

部经过多轮谈到, 目前已有来自

波兰 71家公司的奶制品、14家公

司的渔业产品、17 家公司的肉制

品和 1家公司的乳基婴幼儿配方

食品获得了中国的市场准入许

可。

4.中欧班列东部通道德国关

键节点。北京与汉堡两座城市的

友好关系体现在经贸往来方面。

数据显示，2018 年北京与德国双

边贸易额达 245.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4.9%。越来越多的德国企

业近些年来也都来京投资，而且

不仅在经济上交往密切，在教育、

文化等方面也有着很好的交流沟

通。汉堡现已成为欧洲的中国中

心，在汉堡有超过 400家中国大

陆的大中小企业设立了分支机

构。

汉堡拥有众多与中国有关的

机构、组织和企业。其中，汉堡经

济促进局就是专门帮助中国企业

进入汉堡的非盈利机构，他们可

以帮助想在汉堡投资的中资企业

提供一系列中文服务，主要任务

是协助中资企业在汉堡开展业

务，寻找伙伴，建立分支机构，协

助办理有关手续，寻找合适的办

公和居住地方等等。

（三）中欧班列东部通道国际

节点的经济意义

中欧班列物流组织日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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