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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新支点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正式发出建
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合作倡议。

当年 11 月 28 日，“长安号”开通。开行
五年来，从一月一列到一周一列，再从一天
一列到现在每天稳定在三四列，开行总量逐
年递增，开行质量日渐向好。

自中欧班列（长安号）开通运行以来，目
的地从中亚地区延伸到欧洲腹地，贸易货物
品种从单一变得丰富多元，班列数量飞速增
长……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反映出在“一带
一路”倡议下，西安与沿线国家之间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的“五通”已取得明显成效。

实载开行量全国第一。2018年 1-12月，
“长安号”全年共开行 1235列，全年实载开行
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中欧方向累计开
行 640 列（去程 227 列，回程 413 列），中亚方
向累计开行 595列（去程 518列，回程 77列）。

重载率全国第一。2018 年全年，“长安
号”共到发 51383车，其中重车 51355车，重载
率达 99.9%。12 月份，“长安号”单月重载率
高达 100%（合重车 93列）。

货运量全国第一。2018 年全年，“长安
号”运送货物总重达 120.2 万吨，位居全国
第一。

“‘一带一路’倡议让内陆西安走向开放
前沿，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长安号’渐行
渐好，说明我们初步找到了国内和中亚、欧
洲市场的需求和供给，设施联通加速贸易畅
通，陕西、西安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合
互通越来越高。”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主任
孙艺民说，“‘长安号’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实施、得益于陕西
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
得益于西安市加快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以
及省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及企业的辛勤
努力和付出。”

陕西开放新通道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
进，陕西再次站上对外开放的前沿，这为陕
西发挥自身优势，打造陆空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创造了良好条件。国
内外企业来陕投资兴业、开展合作，发展枢
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与陕西一起

携手发展、互利共赢。
以包容促包容，以开放促开放，实现了中

欧班列质的飞跃。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港
口局局长白秦滨说，中欧班列（长安号）运送
货物由最开始的工程机械，逐步扩展到服装、
快消品、电子设备、粮食、汽车等全品类。

西安国际港务区积极拓展中欧班列线
路，2018年新开行了西安-白俄罗斯、西安-
伊朗（阿富汗）、西安-根特（比利时）、西
安-意大利（米兰）、西安-拉脱维亚（里加）
五条线路，中亚、中欧班列运营线路已达 11
条，覆盖中亚、中东及欧洲主要货源地。向
东通过海铁联运，实现与美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的无缝对接，真正构建起“海
陆空网”立体丝路开放通道，释放出了更加
强劲的牵引力。

如今，来自甘肃、宁夏、浙江等 29个省份
的货源在西安港集散分拨，贸易国由最初的
中亚五国拓展至“一带一路”沿线的 44 个国
家和地区。2018年全年，西安海关监管中欧
班列“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货值 17.2 亿美
元，是 2017年全年的 8.7倍。

“长安号”已成为全面开放的“龙头班
列”，西安充分发挥西安区位优势，打造以

“长安号”为代表的陆上开放大通道，强化空
港枢纽功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互
联互通，构建起了全方位开放格局；“长安号”
已成为贸易繁荣的“黄金班列”，成为美好生
活的“幸福班列”，通过“长安号”，广大市民过
上了“买全球、卖全球”的现代时尚生活。

“长安号”的运力提升，有效带动了陕西
省对中亚地区贸易的快速增长。借助“长安
号”，陕西正全方位逐步融入世界经济贸易
体系，国际、国内、区域三级海陆空物流大通
道体系初步形成，实现了“中国创造”走出
去，也使得国外的特色产品走进来，促进了
资源的聚集与贸易的发展。

作为发展“三个经济”的新实践，西安国
际港务区依托“长安号”物流枢纽节点，着力
打造“一带一路”上最大的内陆型国际中转
枢纽港、商贸物流集散地和大西安东部城
市新中心。“‘三个经济’为中欧班列揽货
出口、进口分销提供了更大的商机，‘长安
号’迎来井喷增长。”孙艺民表示，下一步
中欧班列“长安号”的开行将充分体现高质
量、市场化，利用中欧班列形成的开放大通
道推动陕西贸易快速发展，产业迅速聚集，
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近水楼台享红利

“长安号”带给老百姓的实惠是什么？

最直观的，“长安号”带回来的贸易产品，反
映到终端消费市场，比如进口粮油牛奶等，
价格降低 20%-30%。

陕西有 48万吨油脂、200万吨小麦缺口，
虽然俄罗斯、哈国的面粉无农药、不施肥、亩
产低、淀粉含量高，但对老百姓而言，就是价
格贵。“以前海铁联运，转港连云港，最快也
得 50 天，加之关口手续繁琐，物流成本至
少是现在的两倍。”西安爱菊粮油集团副总
经理刘东萌说，如今走“长安号”，从中亚
出发，直达西安港（6-7 天），周期短，成本
低。反映到西安终端消费市场，进口粮食

价格下降 20%-30%。
最近国际港务区在搞“集装箱购物节”，

体现得更直观。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生活用
品、厨具、日化、家居用品、保健品、酒水饮
料、食品、母婴用品、生鲜等 5000 余种商
品，均低于国内市面价格，而且陆港集团在
安康、铜川、咸阳、宝鸡等城市开了 6 家
Ulife 进口商品直营店，常态化维持这种优
惠……这些都是老百姓最直接的受益。

另外，“长安号”以运输成本不及空运1/10、
运输周期仅是海运 1/3“诱惑”了不少中高端
产业。去年以来，深圳几家 5-10 亿体量的
电子商物企业，已布局国际港务区。记者
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家依托“长安号”的跨
境电商企业，前两年还是个体户、夫妻店，
如今雇员已经达到 200多人，贸易规模做到
了 1亿美元。

“以前把货物运到中亚和俄罗斯地区，
时间大概要一个多月。现在通过‘长安号
’运输货物，时效降低到 10 天左右，客户
体验度非常好，对我们业务拓展很有帮
助。”陕西丝路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元朝辉说，公司的市场认可度得到了明显
提升，合作供货商越来越多，产业从过去
的 3C 产品扩展到了家居、母婴等方方面
面。“我们今年还打算在乌兹别克斯坦扩
展新的海外仓，通过乌兹别克斯坦的海外
仓，还可以把业务范围辐射到欧洲。”

由“长安号”、陆海联运、空铁联运共同
形成的立体物流大通道，正在加速商贸物
流产业的聚集，西安的西部物流枢纽地位
日益凸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与日
俱增。2017 年，“长安号”货源仅 10%来源
于陕西，而 2018 年则达到 30%。目前，“长
安号”的货物品类包括工业原材料、机械设
备、建材、工业零配件、食品、轻工产品 6 大
类共计 206个品种。

向西！向西！中欧班列的开行，让陕西
向西开放的“龙头”扬起来。更重要的是，

“长安号”不单纯是“运输”，它构建了一个大
生态圈。物流带动贸易，贸易带动金融，金
融带动信息流……提振了经济民生。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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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号”货源来自全国29个省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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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

电子元器件

高端制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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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板材

沃尔沃汽车

哈萨克斯坦小麦

中亚蜂蜜和棉纱

格鲁吉亚红酒

中欧进口货物TOP5

汽车
润滑油
5.21%木材

6.25%

汽车
配件
10.42%

粗加工
车轴
36.35%

粗加工
车轮
41.77%

中欧出口货物TOP5
塑料及其制品
橡胶及其制品
2.93%

工业制品
钢制品
6.85%

灯具建材
配件等
17.42%

纺织原料
纺织制品
25.83%

机器
机械器具
电气设备
及其零件
46.97%

绿豆
27.27%

小麦
72.73%

中亚进口货物TOP5 中亚出口货物TOP5
电机、电气设备
及其零件
4.16%

石料石膏
水泥石棉
云母及类似制品
4.96%

贱金属
及其制品
8.89%

机械器具
及其零件
12.59%

塑料
及其制品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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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中欧班列视频观看中欧班列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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