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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朋友圈”建设国际物流枢纽

今年 4 月 12 日，一列满载着
LED显示屏、轮胎、机载配重件、装
饰材料、日用品等价值约150万美元
货物的列车从成都国际铁路港缓缓
驶出，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穿
越亚欧6国、行驶9800多公里。14
天后，列车驶抵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至此，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已开通
16条国际班列线路。

铁路港园区内的服务中心大厦

一楼大厅内，有一面墙是“蓉欧＋”通
道及网络布局图，记者看到，以成都
为始发点向南向西向北的开放通道
由灯光点缀串联起来，一路点亮亚欧
大陆版图。

目前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国外
端已连接16个节点城市，稳定运行公
共班列线路5条、定制班列线路11
条。公共班列线路包括中欧线、中俄
线和东盟国际海铁联运通道。定制

班列线路分别为成都至马拉、伊斯坦
布尔、明斯克、斯莫根、阿拉木图、布
拉格、维也纳；托木斯克至成都、塔什
干至成都、根特至成都、米兰至成都。

从成都出发的国内线路也不断
加密成网，目前已形成辐射上海、宁
波、广州、深圳、日照、钦州等沿海沿
边14个“蓉欧+”城市的快捷化、集
装化互联互通的班列通道，将货源辐
射范围拓展至长三角、珠三角、环渤

海等经济发达区域。
“中欧班列已全面构建起成都向

西至欧洲腹地和中亚各国，向北至俄
罗斯、向南至东盟各国的‘Y’字形国际
物流通道。”成都国际铁路港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一条“Y”字形的国际物流
通道已然成形，为四川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积极推
进国际物流及国际产能合作、国际贸
易协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多式联运“一单制”进出口提速增效

“一辆汽车从欧洲通过海运抵达
天津或上海港再到成都，加上运输环
节两端的中转、装卸、通关时间，整个
运输流通环节至少要花两个半月。
而现在，通过中欧班列运输仅需10
多天。”成都正业佶祥平行汽车销售
公司副总经理陈友富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过去他接到一个订单给顾客
承诺5个月可以提车，现在他敢承诺
一个月内提车。

除了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在物

流速度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制度层
面的创新升级。2017年4月1日，四
川自贸试验区挂牌，国务院印发的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
案》中就提及：“试点签发具备物权凭
证性质的多式联运提单，探索多式联
运‘一单制’。”

“在陆路国际贸易中，运单是否具
有物权效力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四
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军杰认为，陆路
国际贸易中参与货物运输的市场主体

很多，运单标准不统一，往往是按照路
程分段开具，运单不能作为提货时的唯
一凭证，不能证明企业对货物的所有
权，企业也无法通过质押获得融资。

一年多来，成都国际铁路港以多
式联运“一单制”改革为核心，探索建
立基于国际铁路多式联运的物流与
贸易规则，大大提高了货品进出口的
速度，也为企业减轻了资金运转和时
间成本上的压力。

“多式联运‘一单制’通过陆港运

营公司一张单一的提单就能满足客
户货物国际运输的全部需求。”成都
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多式联运部
经理陈然告诉记者，整个过程——从
接收货物开始，到运输过程中不同运
输方式的转换，再到跨境的关务等手
续，这些原本需由客户寻找不同代理
操作完成的事项，现在全部由陆港运
营公司统筹“接管”，由此，大大降低
了企业相关成本，实现跨境多式联运
的“门到门”运输。

从产品到产业 班列“拉动”新经济发展

“这里的东西物美价廉，我这次
准备买些玩具、红酒带回去。”法国的
红酒、德国的奶粉、荷兰的零食……
在青白江区“蓉欧荟”蓉欧快铁商品
空间体验店，琳琅满目的外国商品让
游客梁先生看花了眼。

“蓉欧荟”是青白江区全资国有
企业成都集装箱物流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投资创建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包括线下体验店、社区精品店和线上
购物网站。相比空运，铁路运输成本

大幅度降低，“蓉欧荟”的商品售价普
遍比实体店便宜10%至20%，市民
还可在网上选购产自欧洲等地的商
品。自去年11月试营业以来，该平
台月均销售额达50万元左右。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的沃尔沃工
厂，产自欧洲的零部件搭乘中欧班列
（蓉欧快铁）来到这里，被组装成整
车。中欧班列（蓉欧快铁）让货物运输
时间缩短至15天左右，而成都海关的

“信任通关”等创新改革措施，让通关

时间缩短了3天，货物平均进口时间
只需要10.5小时。联想、戴尔等企业
也将部分海运货物转到了蓉欧快铁
上。中欧班列（蓉欧快铁）与大型制造
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以物流为杠杆撬
动产能转移，增强本地产业的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创新升级。

通道畅，则贸易兴。2017年，四
川对欧盟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80亿
元，增长52.9%，中欧班列（蓉欧快铁）
和四川自贸试验区的组合，使成都国

际铁路港充分发挥出集聚效应，带动
了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经济的发展。

自2018年1月成都国际铁路港
全面启动跨境电商业务以来，已在全
国率先实现了中欧班列快件运输跨
境直邮货物，以及四川首批跨境电商
保税备货进口业务；依托“蓉欧+”国
际班列的开行，成功吸引了TCL、
LG、沃尔沃等一批适铁企业向园区内
转移，2017年实现产能转移125亿元
人民币。 （本报成都5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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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自贸试验区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开通16条国际线路

贸易新通道促产业大升级
■ 本报特派记者 梁君穷

梁振君林诗婷 刘笑非李冰

“中国-欧洲中心”如何打造
对外开放国际服务平台？
以加强对欧合作为支点
扩大全球“朋友圈”

■ 本报特派记者 林诗婷
梁振君 刘笑非 梁君穷 李冰

5月18日，600余名全球创新创业相
关领域学者、专家、行业领军人物汇聚于四
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中国-欧洲中心”，参
加一年一度的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
会上，国际风投俱乐部中国中心等重量级
项目签约落地，蓉城再度吸引世界目光。

“四川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过程
中，多举措‘引进来’‘走出去’，加强对欧贸
易、投资、技术合作，‘中国-欧洲中心’成
立1年多来，陆续举办了60余场国际文化
活动与高端会议，成为开展国际化合作一
个重要平台。”在成都高投云端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看来，“中国-欧洲中
心”取得如今的影响力，与四川积极推进对
外开放的努力息息相关。

对于四川而言，如何突破内陆地区的
区位瓶颈，提升经济开放水平，激发市场活
力，是自贸试验区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重点
工作。

据了解，“中国-欧洲中心”是国内首
个由地方搭建、得到欧盟官方认可和国家
部委大力支持的全面对欧创新合作平台。
四川借力该平台优势，建设国际交流通道，
积极加强对欧合作推介。自去年5月10
日启动以来，“中国-欧洲中心”已有来自
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家机构签约
落地，有力推动中欧在经济、科技、旅游等
领域开展互利合作。

“我们着力构建全方位的对欧合作交
流体系，‘中国-欧洲中心’设有音乐厅、剧
场及配套设施，以及欧洲文化教育中心、艺
术博览中心、欧洲国家展示馆、欧盟项目创
新中心（成都）、中欧技术交易中心、中英质
量创新与智慧技术研究院，并为欧洲的社
会机构、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提供办公场
所。”李佳说。

一西一东，借助创新合作平台，加快合
作步伐。日前，中国旅游研究院、欧中“一
带一路”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成都市旅游
局和欧盟项目创新中心（成都）还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各方将通过推动成立“中欧文
化和旅游企业联盟”、建立中欧旅游数据交
换机制等方式，开创中欧旅游合作新格局。

“2017年，成都与欧洲进出口贸易总
额为741.9亿元，增长59.8%；双向投资持
续增长，欧盟各国在成都投资企业435家，
到位资金约52.67亿美元，在成都落户的
欧洲国家世界500强企业达80家，中欧合
作日益紧密，经贸往来频繁。”四川省自贸
办相关责任人说，下一步，四川自贸试验区
将着手建立中国对欧开放合作平台，以全
面加强对欧合作为支点，推动国际产能合
作，扩大全球“朋友圈”。

（本报成都5月24日电）

5月17日上午，成都
市青白江区细雨飘飞，赶
去上班的年轻人步履匆
匆。成都国际铁路港园
区大门外，满载货品的大
卡车往来不绝；集装箱中
心站一派繁忙场景，巨大
的龙门吊将一个个集装
箱精准地吊装到即将远
行的班列上。

满载着电子产品、家
电产品、花木、果蔬的一
列列中欧班列（蓉欧快
铁）从这里启程，开往
国外 16个节点城市，书
写中国（四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简称四川自贸
试验区）建设进程中春天
的故事。

目前，中欧班列（蓉
欧快铁）正加速连通四川
与世界，增强四川面向泛
欧亚区域产能转移和对
外贸易的能力。以成都
为中心，定位于“贯通南
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
覆盖全球”的多式联运网
络，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促进从产品到产业的创
新升级。

成都双流利用航空枢纽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空港+”多式联运 做优临空产业
本报成都5月24日电 （记者

梁君穷 梁振君 林诗婷 刘笑非 李
冰）5月17日，中国（四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成都天府新区片区（双
流）（简称双流）政务服务大厅
内，乳黄色的大理石地板，橙色
的办事窗口，营造出温馨的政务
服务环境。虽在上班时间，记者
却没看到市民排长队办理业务的
场景。

2017年，位于双流内的全国第
四大航空枢纽——双流国际机场
航线总数增至323条，其中国际航
线 106 条，实现旅客吞吐量 4980
万人次，出入境旅客流量达到512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64万吨。

“别看政务服务大厅人不多，
但企业办理业务的数量却不少，
去年双流新增注册及换证企业达
2444家。”中国（四川）自由贸易
试验区成都天府新区片区（双
流）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自贸
试验区挂牌一年多来，双流围绕
机场做文章，全面降低物流成本，
开僻货运新航线，构筑航空经济
新体系。下一步，将围绕创新要
素供给和培育产业生态，重点发
展枢纽型航空产业、临空型经济
贸易、都市型现代服务3大产业，
高质量发展航空经济，高品质布
局空港商圈。

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

区、双流综保区和西航港经济开
发区 3 大板块的功能叠加，为双
流带来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
去年 7 月，顺丰集团宣布其大型
物流无人机总部基地项目落户
双流。一年多来，在双流内，四
川国际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建成
投入运营，中商飞、藏航基地等
15 个项目加快建设，香港经纬、
四川通航等 20 多个项目带来超
百亿元投资。

在四川省内，双流积极与成都
青白江铁路港片区、川南临港片区
协同联动，努力实现空港、铁路、水
运3条贸易通道的优势互补，提升
互联互通水平。在四川省外，双流

与深圳前海等沿海自贸试验区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推动内陆与沿海、空
港与水港的优势互补。

去年 9 月 12 日，一批从中国
香港入境的货物搭乘航班抵达双
流国际机场，并于13日通过高铁
抵达货主手中，全程历时约18小
时。这是成都铁路局联合中铁快
运、四川航空、四川机场集团、中
外运公司等多家企业，携手推出
多式联运产品后的首个“高铁+
航空”跨境物流订单。此外，中

欧班列（蓉欧快铁）从欧洲运回
来的货物也可以通过双流国际机
场的航线直发全国各地。

“着眼国际合作，打造服务全
川开放新平台，未来我们将深度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
建设，联动海南、广西、云南等区
域，推动内陆与沿海沿江沿边协同
开放。”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
区成都天府新区片区（双流）管委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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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四川自贸试验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出台支持自贸试验区外籍人士、

商务人员出入境“ 15项便利化措
施”，港澳团队旅游二次签注时间从

5个工作日压缩到2分钟

2017 年双流国际机场国

际航线达到 104条

成都国际铁路港国际班列开行

1012列，稳居全国开行班列城市首位

跨境旅客流量

突破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64万吨

泸州港开通直达日韩及中国台

湾、中国香港近洋航线

集装箱吞吐量超过55万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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