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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行业报告

运输时间缩短一个月

亚欧直达线
修在家门口

“我上个月27日接到的指
示，当晚带人顶风冒雪地去集装
箱中心站一块裸露的空地铺人
造草坪，说是第二天有个小仪
式。不过什么仪式我还真是不清
楚。直到看到火车头上挂着红绸
子，顶着个国际班列的大牌子，
我才知道是开通了到欧洲的铁
路线。”青岛青禾人造草坪行政
副总刘迎建笑着说。

这个消息对于这家公司来
说，无疑是天上掉了个大馅饼。

“我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送走来
参观的西班牙客户后，水都没喝
一口接着就赶去了，迫不及待地
咨询集装箱铁路中心站领导相关
事宜。这不光是我们公司的福气，
相信也会让周边的外贸企业欢欣
鼓舞的。”刘迎建告诉记者。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你就
会明白他们为什么感觉幸福来
得如此之快。青禾的主要客户集
中在欧洲、澳美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一年单欧盟方向要发2000个
左右的货柜。在仓储区，装卸机
正在不停地往集装箱货车中搬
运着成捆的人造草坪。“之前需
要把集装箱拖去黄岛，光这个来
回的费用加上到达目的地港口
后的转运费用下不来1000万，这
一块今后可就省了。那个站离厂
子也就三四公里。”

另外，就是效率的问题。到
青岛港前湾港预订商船装货后，
然后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苏
伊士运河、地中海到达欧洲，“天
气好的时候需要45天，不好的话
50到60天，客户催着要也没办
法，而且船颠簸得厉害，草坪经
常被积压得打卷变形只能任其
损失。现在听说15天就能到，之
前连想都不敢想，交货期得到了
保证，资金回流也快，产品竞争
力进一步提升。”

“不光青禾，胶州的海尔生产
基地每年有2000-4000TEU冰箱
冰柜发往俄罗斯，还有位于胶州
的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七建设公
司，有大批的石油钻探设备面向
中亚等地区出口，潍柴的拖拉机
等机械目前也从这里往新疆以及
远东地区发货。”中铁联集青岛集

装箱中心站经理魏学伦告诉记
者。

巨大的价格优势将为企业
极大缩减生产成本。以胶州至乌
鲁木齐为例，运输一个标准集装
箱的铁路运价为9800块钱，而汽
车运输的成本不算空箱返程价
格在20000块钱以上。“对于走海
运，虽然价格与铁路差不多，但
有很多地区比如中亚等是无法
到达的，而且所需时间是铁路的
三倍以上。”

直通阿姆斯特丹

我省唯一铁路集装箱
中心站升格

站在胶州西外环铁路桥上，
两条铁轨从层层堆砌的集装箱中
延伸出来，很少有人知道，顺着这
条铁路走能直通到11000公里外
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港。这里便是
占地1811亩、总投资达5 . 25亿的
中铁联集青岛集装箱中心站。它
是铁道部确立的全国18个特大型
集装箱中心站之一，也是山东境
内唯一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我们站是继上海、昆明、重
庆等之后全国第七个建成运营
的集装箱中心站，目前已与全国
500多个铁路车站办理集装箱运
输业务。主要承接青岛老港区、
前湾港区以及烟台、威海、日照、
石岛等港口集装箱铁路车流的
储存和编组。初期的集装箱作业
能力每年56万TEU(标准集装
箱)，每天到发列车16列，远期能
达到108万TEU。”集装箱中心站
经理魏学伦表示。

据介绍，青岛集装箱中心站
自2010年8月30日开通运营以
来，开始以发送到达西安、成都
等国内城市的集装箱为主。2012
年6月，这一中心站获得了铁道
部和国际货协跨境运输资质。
2012年12月中旬，中心站经铁道
部批准，成为经新疆霍尔果斯通
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始发站之
一。这意味着青岛胶州将升格成
为一个新的欧亚大陆桥桥头堡。

铁道部为支持青岛集装箱
中心站至霍尔果斯国际班列开
展业务，对中心站运行路径进行
了调整，原经胶济、京沪、石德、
石太、太中银线运输，改经胶新
线、陇海线接入欧亚大陆桥。经
核算，铁路运输路径调整后，青

岛至霍尔果斯过境线国内段铁
路运费每标准箱降低1000元，为
国际班列的开行提供了强力支
撑和保障。

2012年12月28日11时26分，
随着胶州火车站站长李质的发
车指示信号，满载着小家电、饮
料等产品的济南铁路局首列国
际集装箱班列，从中心站专用线
缓缓启动，驶向目的地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这是山东
省境内首条国际集装箱货运班
列运输线路，是国内继连云港之
后的第二条国际集装箱货运班
列运输线。

辐射日韩东北亚

山东国际物流港

在胶州揭开面纱

“依托铁路青岛集装箱中心
站，我们胶州的物流园区经省政
府批准，也改名升级为山东国际
物流港，成为我省重点发展的物
流园区。目前，规划已经初步完
成，已经吸引了澳柯玛、丹麦NDi
轮胎等数十家大企业入驻。”山
东国际物流港管委会副主任刘
衍强告诉记者。

呼之欲出的山东国际物流
港位于胶济铁路以北，规划总面
积17 . 8平方公里。“可以说很少
有物流园像这里的交通如此发
达，紧靠青银高速、沈海高速、胶
州湾高速等，胶济铁路、胶黄铁
路、胶新铁路、蓝烟铁路在这边
交会，另外新青岛机场也确定落
户胶州，海陆空交通四通八达。”

刘衍强表示。
集装箱中心站经理魏学伦

告诉记者，现在不少日韩的企业
也已经把这里当做进军中亚和
欧洲的跳板。“他们的电子产品
先坐轮船到黄岛卸货，报关后在
胶州编组直接发到霍尔果斯，验
关后换火车头开上去往哈萨克
斯坦的铁路，当然，由于前苏联
国家铁轨轨距较宽，中途需要换
车底两次，然后15天就能到欧盟
国家。省钱也省时间。”

正是因为省钱、省时间，山
东国际物流港的辐射范围已经
从山东半岛，扩大到日韩及东北
亚经济圈。“下一步，我们争取将
日照港、烟台港、威海港、龙口港
发往国内、中亚、欧洲方向的集
装箱业务集中到这里，统一编组
发车。”魏学伦说道。

“为了拓展国际物流业务，
我们积极争取在园区设立占地
面积500亩的专业性保税功能
区，用于静态储存和加工。与此
同时，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在胶州设立了办事处；目前配
合国际班列的开通，我们正在
协调海关尽快在青岛中心站设
立 海 关 特 殊 监 管 区 和 办 事 机
构。”刘衍强副主任告诉记者。

另外，他建议省市有关部门
尽快出台优惠政策，为推动国际
班列业务迅速开展，参照天津、
宁波、连云港等地的政策，对周
边地区到这里的集装箱运输和
公路收费予以补贴和减免，以降
低青岛中心站运营成本，促其尽
快发挥出蓝色经济区物流枢纽
的核心带动作用。

要想经济回暖，

先要忍受高物价

对于很多走过2012年
的人来说，过去一年留给他
们最深的记忆，不是世界末
日，而是生活不易：工作越
来越难找，订单越来越难
收。让中国经济重回稳健增
长轨道，不只是国家，更是
每个人的愿望。

但在12日来济南参加山
东中小企业局论坛的国家行
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原国家发改委经济形势研究
室主任王小广看来，要想经
济回暖，先要CPI上涨。

“CPI现阶段不是偏高
而是偏低。”王小广告诉记
者，“按照创造就业岗位、保
证财政收入的需要，常有保

‘8’的说法，但一般GDP同
比增速在8%左右时，与此相
匹配，通胀在3%左右是合适
的；而2012年CPI全年增幅
在2 . 6%，有些低了，反而有
经济滞胀的风险。”

而对于CPI与宏观经济
的联系，王小广认为，“目前
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不是供给问题，比如粮食连
年增产，电器、服装产能过
剩；更多影响CPI和GDP的
是信贷和货币，眼下过分依
赖的增加投资和增加货币
供给，只能短期内抵消经济
增长下滑态势，并带来物价
上涨，但无法推动经济长期
持续增长。”

而且王小广认为，我们
反而应该注意CPI由涨转跌
背后的风险，“因为国内更
多的货币量增长和投资增
长，将带来后期更多的产能
过剩，在当前国内消费始终
无法真正启动、外部市场需
求又难以提振的双重不足
下，CPI一旦出现下行，正是
经 济 困 难 开 始 爆 发 的 表
现。”

与王小广看法一致，山
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所长张卫国，也向记者再次
强调了他“当前老百姓要有
忍受高物价心理准备”的建
议：“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处
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在欧
美债务危机久拖不决、日本
经济疲软以及包括中国在
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的通货膨胀以后，世界经
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更大。在
全球经济一体化下，中国经
济难以独善其身。没有5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国经济
是不可能回归常态的。”张
卫国说。

而想要回归常态，就要
通过转方式、调结构等经济
战略调整，来刺激经济增长，

“山东经济是我国经济的经
典缩影，理解山东就理解全
中国了。”张卫国说，“像全国
一样，山东经济发展正处于
工业化中后期、信息化融合
期、城市化加速期、市场化完
善期和国际化拓展期。一方
面经济结构及发展方式不甚
合理，一方面经济增长步入
结构创新优化型周期的态势
又开始显现。”

在这种对内大力促进
经济转变，而外部输入性通
胀因素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张卫国表示，“物价在高位
运行将成为一种常态，我们
要有忍受高物价时代的心
理准备。”

胶州发货坐火车15天可到荷兰

山东首条新亚欧大陆桥开跑
本报记者 杨传忠

（上接B01版）一声火车鸣笛，开启了山东的欧洲之门。2012年岁末，随着一列满载50个40英尺大集装箱的列车开出山东国际物流

港中铁联集青岛集装箱中心站，山东首条、也是国内继连云港之后的第二条国际集装箱货运班列运输线宣布开通。

“福地、福地，欧洲的大门就修在了工厂门口，这下一年能省上千万物流成本。”作为全球最大的人造草坪生产企业，，青

禾85%以上的产品都出口到欧洲、澳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前都走轮船，到德国汉堡得45天到50天，现在火车15天就

能到货，这简直是个奇迹。”青岛胶州成为新亚欧大陆桥桥头堡，沿着绵延11000公里的铁轨，山东的国际货运班列从此

可由霍尔果斯口岸联通中亚、直达荷兰阿姆斯特丹。

山东国际物流港中铁联集青岛集装箱中心站。本报记者 戴伟 摄

青岛集装箱国际站至荷兰国际班列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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