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9日 星期四 策划：韩启 责编：郝一萍 美编：王宇

10 深读
货代公司

效益最大化
“重去重回”避免空车

尽管国内多个城市均有开行中欧班列，
但天津有着自身的特色。除了服务于国内
进出口企业，由天津始发的中欧班列还为日
韩等亚洲邻国构筑起连接亚欧大陆的“贸易
大动脉”。基于区位与港口优势，中欧班列
在天津呈现鲜明的多式联运的业务特征。

日韩为主

过境货物占比约80%

9月26日晚上10点28分，一列开往蒙
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中欧班列从新港站始
发。正常情况下，该列经由内蒙古二连浩特
口岸换车出境的中欧班列可在约5天后抵
达目的地。
位于滨海新区的新港站是中欧班列在

天津的始发站之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
有限公司天津货运中心新港营业部（简称新
港营业部）经理孙凯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由
新港站发运的货物占所有天津中欧班列承
运货物的比重接近70%。
4年前，孙凯由北辰区的南仓站调至新

港站。自此，他与中欧班列结下不解之缘。
据介绍，由新港站始发的中欧班列大多开往
蒙古国。在新港营业部工作这些年，他对中
欧班列的直接感受是，其运行稳定且承运的
过境货物占比较高。在品类方面，他所经手
的这些运往蒙古国的货物以汽车、家电、食
品等为主。
孙凯的说法也得到了铁路方面相关数

据的印证。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天津营运部业务经理杨方周告诉
记者，基于天津港的地理位置优势，日韩两
国主要选择从天津口岸发运过境货物。以
天津始发的中欧班列承运的货物来看，过境
货物占比约80%，且以日韩两国货物为主，
涉及二手汽车、日用品等。
蒙古国并非天津始发的中欧班列唯一

的目的地。
天津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简称

天津中铁联集公司）生产经营部经理李志武对
记者表示，早在2016年11月，他们就曾在天津
海关的支持下，通过中欧班列将货物发往白俄
罗斯首都明斯克。今年年初，借助中欧班列，
他们又将代理的一批货物运往波兰。
与直接对接进出口企业不同，天津中铁

联集公司的客户是以拥有丰富的境内外进
出口企业资源的货代公司为主。据李志武
介绍，他们已受理了20多家货代公司的业
务。在面向欧洲国家的货运业务方面，天津
中铁联集公司尽管已涉足白俄罗斯、波兰等
国，但目前仍以俄罗斯为主。
在中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每月固定有

4列中欧班列开往俄罗斯。“运往俄罗斯的
京津冀地区的产品以日用品、五金制品、汽
车零配件等为主。”李志武称。

发展迅猛

去年全国开行数已破1.5万列

孙立军现为中世运（天津）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简称天津中世运公司）负责
人。早在11年前，他就已在天津从事国际
货运代理业务。当时，他们将国内各大城市
始发并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的亚欧国际货
运列车称为“二连班列”。
如今，每列从天津始发的中欧班列通常

有54节车厢。但据孙立军回忆，他最早做

国际货运代理那会儿，一列班列要想凑够
33节车厢的货物开行还是比较困难的，而
且也不是按照固定时间发车。
然而，正是在亚欧国际货运列车多年

探索、发展的基础上，中欧班列近些年已成
为联通亚欧大陆，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贸易大通道。在国内，很早
就有开往欧洲城市的货运列车，但当时并
未常态化。2016年6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
月份。自该月起，中欧班列拥有了统一的
品牌和标识。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发

布的《中欧班列发展报告（2021）》显示，2013
年至2021年，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含往返）
分别为80列、308列、815列、1702列、3673
列、6363列、8225列、12406列、15183列。可
以看到，自统一品牌后，中欧班列发展十分
迅猛。仅就2017年来看，开行列数便已超
过前面4年的总和。
截至目前，经我国阿拉山口、霍尔果斯、

二连浩特、满洲里、绥芬河五大口岸出境的
西、中、东三条通道，构成了中欧班列的主要
运输轴线。
由二连浩特口岸出境的中欧班列运输

路线被称为中通道。而承运天津中世运公
司代理货物的中欧班列通常是从二连浩特
口岸出境。“从天津始发，中欧班列大概只需
要36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二连浩特口岸了。”
孙立军说。
眼下，天津中世运公司共有20多个人，

代理出口货物与过境货物并经中欧班列运
输的主要目的地包括俄罗斯、蒙古国以及中

亚五国等。其中，发往蒙古国的货物占比超
过50%。
“今年，我们每月通过中欧班列运输的

货物量大概有1000个20英尺标准集装箱。”
孙立军告诉记者，公司代理的货物中，汽车、
家具、建材等占比接近70%。
同孙立军一样，边疆也有多年国际货运

代理业务经验。目前，他供职于万嘉集运物
流（天津）有限公司。“与海运、空运等运输方
式相比，中欧班列的优势是时效快、运行稳
定，且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小。”边疆告诉记
者，他们公司通过中欧班列所服务的国内客
户主要来自华中与华南地区，货物品类则以
家具、建材、服装等为主。“与去年同期相比，
公司今年前8个月的业务量增长了20%左
右。”边疆说。

班列紧俏

“排队期”达到20天至25天

作为总部位于河北省的一家汽车厂商，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汽车）旗
下拥有哈弗、魏牌、欧拉、坦克及长城皮卡五
大整车品牌。在天津等地，这家公司均建有
生产基地。
2019年，长城汽车曾首次使用中欧班列

出口整车。“相比海运，中欧班列时效快、成
本低，比如2021年单箱运输成本较海运低约
20%至30%。”长城汽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公司去年通过中欧班列出口了9900个40
英尺标准集装箱的货物，主要包括汽车KD
（组装）散件和整车。而这当中，有接近10%

是通过天津始发的中欧班列出口的。
由于在俄罗斯建有工厂，长城汽车目前

通过中欧班列出口也主要面向俄罗斯。“通
过天津、西安、重庆等多地始发的中欧班列，
公司基本每天都有KD散件出口至俄罗
斯。”长城汽车相关负责人说。
借助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客户通常有两

种规格的集装箱可选择，包括20英尺标准
集装箱和40英尺标准集装箱。据业内人士
介绍，中欧班列的一节车厢可以装上2个20
英尺标准集装箱或者1个40英尺标准集装
箱。如果加上自身重量，单个40英尺标准
集装箱所装载的货物不应超过30吨。
“根据货源情况动态调整，从天津始发

的中欧班列目前基本保持每周9列至14列
的开行频率。”杨方周告诉记者，自首列至
今，天津累计开行中欧班列已超过3700列，
终点站为蒙古国乌兰巴托的最多，累计运出
货物超过40万个标准箱（20英尺）。
最近，天津华图汽车物流有限公司总经

理史运昇正在考虑通过中欧班列出口二手汽
车。“我们已在对接天津的一些货代公司。未
来，我们希望通过中欧班列将业务拓展至荷
兰、德国、波兰、俄罗斯等国。”史运昇说。
然而若要通过天津始发的中欧班列出

口货物，目前仍需排队等待。
杨方周告诉记者，新客户通常需要2周

左右的“准备期”，除了与中铁国际多式联运
有限公司签订运输协议，还要到新港站办理
受理手续，比如包括验箱、验票、填写装车表
等。由于目前业务量大且客户较多，“排队
期”达到20天至25天。

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李坤的手机
响了起来。“我有任务了，改天聊。”李坤匆
忙地结束了采访，开始准备他2个小时后
的货运出乘。
40多岁的李坤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

有限公司唐山机务段的一名司机。“我如今
在普通货运列车和中欧班列之间混着跑，
排班排上哪个就跑哪个。一个月要跑十七
八趟运输线路，其中能赶上四五趟中欧班
列。一般从天津南仓站开到山海关运转
场，中间不停车，这一趟要4个多小时。”李
坤说，他最近一次出乘中欧班列是在半个
月前。
李坤坦言，每次在出乘中欧班列的时候

都格外小心。“从南仓站到唐山东站这段路
还算平坦，从唐山东站到山海关运转场那段
就有些上下坡了。不仅如此，这段路还有一

些非封闭线路。开这段路的时候不仅要特
别小心、必须平稳运行，保证车厢里的货物
不受到损坏，还要把握好时间，不能晚点。”
据李坤介绍，他一般会提前2个小时接到中
欧班列的出乘任务。在这2个小时的准备
时间里，他首先要看看天气情况。如果刮大
风，他就会更加关注电力机车上的接触网是
否有塑料袋等异物；如果下雪，就要特别检
查一下列车上的沙箱存沙量，以防列车在行
驶过程中轱辘打滑空转。
天津南仓站是个较大的枢纽站，每天有

很多趟班列集结于此。“虽然列车车次的开
行时间相对固定，但我们出乘任务是按照排
班表走，赶上哪趟是哪趟，有时候赶上凌晨
3点从南仓站出发，早晨7点半左右开到山
海关。”李坤告诉记者，到了山海关，他就去
行车公寓休息一下，等待排班，然后再从山

海关出乘到唐山。“我一般在那边会等5个
小时。”李坤说。
正因如此，李坤的作息时间也不固定。

有时半夜走，有时早晨走。下班也没有固定
时间，有时候是凌晨2点，有时候是早晨5
点，有时候是下午3点。因此，他需要24小
时待命。“我们下班休息1天左右的时间，就
差不多该出车了。我一般会提前去行车公
寓等着分配任务。”李坤的家距离单位的行
车公寓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尽管路程
不是很远，但他却不常回家。
这些年，李坤没有停下过忙碌的脚

步。据他介绍，他们每周一、周二和周三都
有培训。培训内容有业务方面的知识和要
求，也有最新的政策传达。由于火车司机
能够参加培训的时间不固定，因此单位组
织了一周三次的培训，方便火车司机选

择。“我能开上中欧班列是很自豪和荣幸的
事，有一种带动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责任感
和参与感。”李坤说，“安全、正点、高效”是
每一位火车司机的从业基本准则，担当中
欧班列的每一位司机都会尽力去圆满完成
每一次出乘任务。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通过中欧班列运输的货物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内的出口货物，比如国内一些出口企
业或贸易商把货物运到天津再通过中欧班列出口；另一种
是过境货物，比如韩国、日本等国的货物途经天津，再从这
里运往其他国家。据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多式联运分公
司副总经理韩利介绍，目前他经手的中欧班列货运订单中，
国内出口的货物较多，货主大多集中在华北地区。
某跨国物流公司天津分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该公司通过中欧班列往来最为频繁的目的国是蒙古国。
“我们公司会有一些需要从国内出口的货物运输到蒙古

国，比如建材、电器、家具等。不过，公司过境货物占比高于
出口货物。”上述负责人对记者进一步表示，“公司过境货物主
要来自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货物品类主要是蒙古国
需要的一些工业产品和生产生活物资。比如，引入日韩的整
车及配件、生活日用品、食品等品类较多；从东南亚运送货物
时会倾向于粮食、作物油、白糖等；欧美方面则是机械设备、仪
器、汽车等品类较多。”
事实上，这一线路早已运营多年，各货代公司、物流公

司安排起来也会相对容易。按照该负责人多年的经验，返
程的列车只能零散发运。因此，列车回程前，一部分车厢会
在蒙古国装些当地货物；另外一部分车厢则先空箱上路，途
径内蒙古时再装载化工品、食品、汽车配件等货物回到天津
再转水路运输。“如此一来，‘重去重回’不仅能充分利用运
输资源，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进出口业务量增长。”他向
记者解释称，“重去重回”是物流运输行业的术语，指的是列
车不会满车去、空车回，而是来往皆载货，此举可以实现效
益最大化。

天津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海陆交汇点，是新亚欧
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东部起
点。一个个装满货物的集装箱从各个国家、地区出发，通过外
贸航线在天津港集结，再经过中欧班列发运至其他国家。多
年来，这样的海铁联运方式已成为天津口岸往来亚欧国家的
重要通道。
“我们通过三条路桥通道与四大路桥口岸顺畅连接，服务

辐射范围覆盖亚欧腹地。”据天津港集团物流经营中心多式联
运经理李巍介绍，经天津港发运中欧班列的目的地主要有蒙
古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的国家和地区。
2021年，“天津港中蒙俄经济走廊集装箱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还被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命名为“国家多式联运
示范工程”。
今年前8个月，天津港已完成中欧班列6.6万个标准箱

（20英尺）的运量，同比增长84.1%。
由于各个城市推出针对中欧班列的补贴力度较大，天津

口岸也会面临一些竞争的压力。有货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他曾咨询过其他城市的中欧班列。针对同一目的国，
天津口岸路程较短、价格优惠；而另一城市加上补贴后，价格
却与天津口岸相当。
然而，对于这一情况，李巍并不担心。在他看来，在与中

欧班列的海铁联运中，天津港的优势在于规模效应。“我们今
年大概每天至少要将200个标准箱的货物通过中欧班列发
运。”他表示，2021年，天津港累计通过中欧班列发运5.8万个
标准箱；而今年预计这个数字将达到7.5万至8万个标准箱。
“这一体量在沿海港口中仍处于领先位置。”他说。

此外，他认为，天津港还具有较强的服务优势。“我们对中
欧班列是非常重视的，多年来，针对中欧班列的服务也制定了
很多标准和要求。”李巍对记者表示，“正常情况下，天津港对
中欧班列的换装转运可以做到零延时。也就是说，对具备发
运条件的货物，我们能做到当日到港，当日就可以把货物装上
列车，即刻发走。”

如何让货物快速通关，通常是出口企业最在乎的一环。
通过中欧班列出口，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海关实行随到随报、即审即放的通关服务。在单据齐全

的情况下，企业办理海关通关业务无需等待。此外，企业可随
时预约通关，而我们将为其提供全程通关指导。”天津海关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针对中欧班列运输的进出口货物，他们
已实施通关模式自主选择、全面实施无纸申报、转关申报自动
核放等一系列便利措施，企业可自主选择海关通关一体化或
者传统的转关申报模式。“对于沿用传统转关模式的企业，我
们实施‘无纸申报+自动核放’的通关模式，企业不用向海关
递交纸质单证。海关通关系统将自动审放转关货物申报单的
电子信息，并自动传输至港口部门，这可以提升集疏港作业效
率。”该负责人称。
早在2017年，天津新港海关就已设立了中欧班列便捷通

道。记者获悉，目前天津新港海关综合业务三处多式联运业
务科有5人专门为中欧班列服务。“除了开设中欧班列窗口便
捷通道对企业提供报关指导，公布热线电话即时接听并解答
企业疑惑外，天津新港海关还设立了中欧班列企业微信群提
供24小时通关疑难问题解答服务等。”天津新港海关相关负
责人说。
中欧班列具有典型的多式联运特征。所谓多式联运，是

指由两种及以上的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完成的运
输过程。为保障中欧班列通关更便利、物流更顺畅，天津海关
主动对接港口、铁路相关部门，并与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内蒙
古二连浩特口岸和满洲里口岸等海关单位建立关际协同保障
制度，深化通关协作、监管一体化等关际协作。
由于天津始发的中欧班列承运的过境货物占比较高，天

津海关近些年实施的“港场直通”物流模式给相关企业带来极
大的便利性。据天津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港场直通”物
流模式下，货物从港口卸船至运达铁路堆场的时间被压缩至
3个小时以内。而在改革之前即未实现海铁运输方式无缝对
接时，串联作业用时需3天左右。

海铁联运

规模效应明显
前8个月同比增幅超八成

货物通关

设立便捷通道
24小时专人服务

一个月跑四五趟

开中欧班列有种自豪感

列车司机

数据来源：《中欧班列发展报告（2021）》 本版图片由天津新港海关、天津港提供

每周9至14列从天津始发

中欧班列 贸易“新丝路”
■ 本报记者 韩启 宁广靖 郝一萍

常态化开行的中欧班列，让亚欧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
泛受益。不仅如此，它还让我国双向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借助中欧班
列，以天津为代表的始发地城市也获得了开放发展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