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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出发，途径贵阳、南宁等地，抵
达新加坡，一条全长 4080公里的铁海联运
通道将中国制造向南经海运至新加坡及
全球，同时向西北连接川渝陕甘地区 ,通
过中欧班列通达中亚、欧洲。

这条名为“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
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上，广西北部湾港
成为海铁联运枢纽节点。“南向通道”开通
以来，广西频频在提升通关便利化、完善
物流基础设施等领域交出亮眼成绩单，国
际物流大通道地位日益显现。

丝路贸易更快、更便宜

“南向通道”联通前，重庆、四川等省
市常年依靠长江内河进行货物运输，每
到长江三峡船闸停航检修期，成百上千
的货船不得不排起长龙等待过闸，这一
等，少则十数天，多则半个月。运输道路
不通畅、耗时长等问题让不少货运商苦
不堪言，制约着川渝等西南地区开放发
展。

水路运输不畅通、耗时长等因素促使
西南地区迫切寻求全新的出海物流通
道。“广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陆
上线路是以前一直就有的，但却没有衔接
上，是分段运输的。‘南向通道’是首次全
通道打通。”广西商务厅南向通道工作组
成员来守林介绍称。

同时，兰渝铁路全线贯通缩短了数百
公里的运输距离，通过广西出海便成为甘
陕等西北各省更为便捷的通道。“甘肃种
出的苹果、重庆产的摩托车等将以性价比
更高的运输方式，直达东南亚市场。”来守
林说。

今年 9 月，“南向通道”北部湾港至重
庆海铁联运常态化集装箱班列在钦州港

东站首发，“南向通道”双向集装箱班列开
始常态化运行。截至 2017 年 12 月 24 日，
班列双向共开行 43 班，到发箱量 2158 标
箱，主要货品为粮食、塑料制品、汽车零配
件、化工品等。与过去长江航运（经上海
至新加坡）的江海联运通道相比，“南向通
道”运输距离缩短了 2150 公里，时间成本
节约 20天以上。

“除了运输时间缩短外，通关时间也
压缩了很多。以前广西各口岸平均通关
时间为 14 个小时，现在压缩到平均 0.7 小
时，也就是说平均通关时间大约 40 分
钟。”来守林表示，为了便利广西北部湾港
货物运输，广西近期将开展口岸降费减时
行动，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降低口岸通
关费用。

新通道连接东盟大市场

“南向通道”海上与东盟 9个国家相连
接，陆上与中南半岛 7 个国家相连接。广
西大力建设中国 -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
络，与东盟国家的 47个港口建立了海上运
输往来，广西北部湾港开通内外贸航线 43
条，其中外贸航线 29 条，基本实现了东南
亚地区全覆盖。

南宁市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
举办地，同时也是“南向通道”的综合枢纽
节点。由物流走廊带动经济走廊的发展，
汇聚各方加快中国-东盟经济深度融合，
助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建设。中国-
东盟博览会作为极佳合作交流平台，在

“南向通道”作为物流和贸易通道的“成
长”过程中，能发挥必要的支持作用。

中国、东盟和南亚人口总和超过 36
亿，约占全世界人口的 50%，衔接联通“一
带一路”的“南向通道”同时也蕴含着巨大

的市场潜力和合作机会。

开放包容的发展之“道”

“‘南向通道’是开放性通道，欢迎更
多中西部省份参与，并将积极协商推动中
南半岛以及海上各国参与。”广西商务厅
副厅长马继宪表示，“南向通道”将实现陆
海统筹、内外联动，带动中国-东盟港口城
市合作网络、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
设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更好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

2017 年 12 月 8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主
席陈武主持召开“南向通道”建设专题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中新互联
互通“南向通道”建设工作方案（2018-
2020 年）》及配套文件，要求 2018年集中力
量加快推进 39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完善

“南向通道”广西沿线基础设施，重点突破
10项瓶颈项目，进一步提升通道多式联运
水平。

目前通过“南向通道”运输的列车上
下行总体承载率已经超过 80%。随着通
道建设的推进和市场范围的拓展，预计
2020 年，通道的货源汇聚能力将进一步增
强。“南向通道”的建设将有力推动北部湾
港朝千万标箱大港的目标快步迈进，也将
为广西和中西部省区发展向海经济带来
巨大的空间。

据了解，下一步，广西将打造“两线三
班一平台”，建设“一体系三基地一中心”
以推进“南向通道”建设。

借助“南向通道”建设，国内沿线关检
部门加强合作，简化通关手续，开通“绿色
通道”，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机制；推进与
越南、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两国一检”试
点，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有效推进物流降本增效，营造产业
良好发展环境，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
发了《海南省加快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
实体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

《方案》要求，优化综合服务供给，提
升港口设施供给能力，加快大型化专业化
码头、深水航道和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快
物流枢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重要节点集
疏运体系建设，重点推进海口绕城美兰机
场至演丰高速公路、新海港区疏港货运快

速干道等项目；切实保障物流发展用地需
求；建立和完善城乡物流服务网络；创新
物流融资体制和机制。同时，降低企业运
营成本，落实国家物流领域相关税收政策，
加强物流领域收费监督检查；加强琼州海
峡滚装运输收费行为监管，积极与广东、广
西有关部门协调，加强对琼州海峡客货滚
装运输价格和港口收费行为监管，积极探
索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在客货滚装
运输支付和过磅方面的应用，降低车辆待
渡时间，提高轮渡效率。

除此之外，海南省将大力营造良好市

场环境，积极落实跨省大件运输许可全国
联网；探索在高速公路入口、重要交通干
道布设自动称重站点；依据法律法规，
2018 年 3 月份以前，向社会公布公路货运
处罚事项清单和处罚标准；加快落实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的应用；积极改
善跨境电子商务营商环境，逐步实现 24
小时通关制；鼓励大型货运企业与驾驶员
培训机构合作，开展相关驾驶资格培训；
落实快递领域工商登记“一照多址”制
度。

（邵长春）

本报讯 1 月 9 日，京东与法孚（Fives）集
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与后者达成价值约
（1 亿欧元）8 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项目，
聚焦于京东“亚洲一号”智能仓储设备的升
级。这意味着，京东物流将与全球优质的智
能设备厂商共同建设中国乃至世界先进的
物流系统，切实践行“短链、智慧、共生”的新
一代物流理论。

京东物流将在“亚洲一号”项目中采用
法孚集团成熟的技术，在输送系统及自动分
拣系统方面全面提升自动化程度，减少人员
投入、提升作业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有力
地支撑京东业务的高速发展，双方联合开发
的技术设备将应用于北京、昆山、西安等地
亚洲一号的建设中。

目前，京东物流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全
国十余个重点城市建成亚洲一号，并在去年

“6·18”和“11·11”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
京东物流与法孚共同建设的北京亚洲一号，
其分拣系统的处理能力可达 30000 件 /小时，
落成后，将大大缓解北京乃至华北地区高速
增长的电商订单的压力。

法孚集团是一家拥有 200 多年卓越历史
和专业技术的工业工程集团，历经三次科技
革命，其参与建设了亚历山大三世桥，1889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奥赛火车站和艾菲尔铁
塔升降机的金属框架，受法国政府委任，在
法国战略性的“未来工业”计划中担任领导

角 色 。 最 近 几 年 ，京 东 物 流 与 科 纳 普
（KNAPP）、西 门 子（SIEMENS）、范 德 兰 德
（Vanderlande）、瑞 仕 格（Swisslog）、大 福
（DAIFUKU）、精星、德马、和进等国内国际
优质物流设备厂商展开深入合作，不断加强
基于亚洲一号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研发和
应用，共同打造国内及全球领先的大型 B2C
智慧网络物流中心。

亚洲一号是京东自建的亚洲范围内建筑
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现代化智能物
流项目之一，通过在商品的立体化存储、拣
选、包装、输送、分拣等环节大规模应用自动
化设备、机器人、智能管理系统，来降低成本
和提升效率。同时，京东物流根据全国各个
区域的商品属性和分拣需求进行统筹规划
和布局，针对性地解决大、中、小件订单不均
衡，场景复杂的难题，实现物流综合处理能
力的有机匹配和全面提升。

随着智能技术的规模化运用，整个物流
行业都在向操作无人化、运营智能化和决策
智慧化的全面智慧物流体系发展。京东物
流希望与大家共同发展，共同推动整个行
业、社会共同进步。

未来，京东物流的这些技术、经验和其
在仓储分拣等物流领域的核心服务能力，将
全部开放给商家及物流领域的合作伙伴共
享，与行业内合作伙伴一起建立新一代物流
新标准，提高社会化的物流效率。 （新华）

本报讯 万海航运公布，将自 1月 24日新
增一条华东至西印的直航航线（China–India
Service VI, CI6 航线），将与中远海集运共同
经营此航线，扩大印度航线服务网络。

万海表示，此航线船舶配置为五艘 4250
TEU 船舶，由万海投入一艘船舶，中远海集运
投入四艘船舶共同营运，提供每周定期航班
的服务，航程周期为 35天，首航将于 1月 24日
由上海港出发。

万 海 指 出 ，
这次新增此华东
至印度直航航班将可搭配现行的服务网络，
提供往返于华东、华南、星马和印度之间的客
户更迅速且更为绵密之运输服务，满足客户
需求。

CI6 航线靠泊港口为 :上海–宁波–蛇口
–南沙–新加坡–孟买–皮帕瓦沃–槟城–
上海。 （宗和）

优化综合服务供给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海南加快促进物流实体经济发展

广西国际物流大通道地位日益显现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 庞慧敏 莫昕楠

万海新增华东至西印航线

打造智慧物流新标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网络，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京东物流联合法孚
共建分拣系统

京东的分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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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黄金水道“通经活络”带来的不仅
是物流成本的降低。

“衢江航道采用‘航电结合、以航为主、以电
养航’的整体开发模式，建成后不仅仅是繁忙的
运输通道，更是一条绿色交通走廊。”浙江省港
航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在该开发模式指导下，
浙江开工建设以红船豆枢纽及船闸工程为首的

一批航电枢纽及库区防护工
程。

据介绍，航电梯级枢纽
可壅高上游水位形成优良的
深水库区航道，也可以调节

下游流量，以满足枯水期下游航道通航水位，提
升航道等级，提高通航保证率。同时，利用梯级
形成的落差兼顾清洁能源的发电，凸显“航电结
合”的优势，综合利用水资源。

以衢州为例，目前建成的红船豆、安仁铺两
座电站，总装机容量 36 兆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14010万度。

钱塘江中上游航运开发接近尾声

““黄金水道黄金水道””再现荣光指日可待再现荣光指日可待
□ 全媒记者 陈俊杰 通讯员 李倩倩 项早伟 孙夏

1 月 9 日，记者从浙江兰溪市港航管理部门了解
到，作为浙中生态廊道建设三年行动重要内容之一，
兰江内河航道疏浚改造工程全面完工，这意味着兰江
上下游已具备通航 500 吨级船舶条件。

兰江内河航道建设突飞猛进的背景是钱塘江中上
游衢江航运开发，这项工程历经多年建设目前接近尾
声，意味着断航半个多世纪的钱塘江中上游航运将重
焕生机，具备通航能力。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
河，也是浙江省第一大河，
连接着京杭运河和杭甬运
河，因航运资源丰富，历史
上曾有繁华的水运，是连接
浙西、浙中地区的水上运输
大动脉，素有“黄金水道”
之美誉。但 20 世纪六十年
代后，由于上游兴建水电枢
纽、河道失疏等原因，钱塘
江的航运能力逐步萎缩。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
区域经济发展对水路交通
需求的迅速增长，复兴钱塘
江航运的呼声日益高涨。

以浙江金华兰溪协鑫
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为例，因
为承担着金华兰溪经济开
发区众多企业的供热任务，
该公司每月的用煤量达 3

万吨。“因为水运的不畅通，平常进煤
只能选择从温州港走公路运输到厂，
折合下来一吨煤的运费需要 70 到 100
块钱，货源的稳定性也得不到保障。
若是航道畅通，就可以直接从各大港
口走水路运煤到厂，在货源有保障的
同时，每吨还能节省 20 元左右的运
费。”该公司总经理杨龙表示。

为打通钱塘江航运的“经络”，2002
年，浙江启动了复兴钱塘江中上游航运项
目的前期工作，2011 年，红船豆枢纽及船
闸工程率先开工建设。自此，钱塘江中上
游水运复兴之路开启征程。

据介绍，钱塘江中上游水运复兴工程

包括富春江船闸改造，衢江金华段、衢州
段航运开发等工程。历经多年努力，2017
年 1 月，富春江船闸正式通航；2017 年 12
月，钱塘江中上游重要“经络”——衢江航
运开发工程顺利收尾，意味着钱塘江中上
游重新具备通航能力。

“根据初步测算，开
发后的钱塘江中上游航
道运输通过能力相当于
一条复线铁路或两条 4
车道高速公路，每年可
节约运费数亿元。”浙江
省港航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衢江恢复通航
后，船舶可经衢江、兰
江、富春江进入杭州湾，
并 进 入 浙 北 内 河 航 道
网，与京杭运河、杭申线
等干线航道联通，到达
上海、江苏等地，或进入
杭甬运河，抵达浙东南
绍兴、宁波等地，真正实
现通江达海的目标。

BB 打通“经络”效益显

CC 航电结合优势大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航道的治理，浙江还将
航道建设与绿色航道、美丽航道、美丽交通经济
走廊、沿江公路、临港沿江产业带及全域旅游发
展相融合，发掘钱塘江中上游衢江航运旅游的
潜力。

在衢州开化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钱江源水
湖码头正在加紧施工。“钱江源景美水好，码头
修建完成之后，将为来往的游客和当地老百姓

带来更多风景，更多便利。”
开化县港航管理所所长姜琦
介绍。

在衢州龙游年年红红木
小镇，原本主营红木家具的
年年红集团也凭借着临江而

建的厂区优势，于 2010 年组建年年红水上旅游
公司进军旅游行业。该公司总经理满江表示 :

“据测算，到 2018年我们红木小镇年客流量将达
到 200 万人次，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将达 6 亿
元，对未来，我们十分看好 !”

钱塘江中上游航运复兴提档加速，未来，千
里扬帆的胜景或将再现于这条“黄金水道”上。

DD 美丽经济有“绿意”

小溪滩船闸。孔凡俊男 摄

钱塘江夜景钱塘江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