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第三届丝绸之路

博览会上了解到，2018年，

中欧班列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5年来，从古丝路起点西

安出发的“长安号”国际货运

班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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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背

后，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

下，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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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薛天

张骏贺

WORLD 天下

12E-mail:zhangyunchu@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吴婷 2018.5.16

本报社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716号B楼 邮政编码：200135 总机：021-68540066转各部门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520080003 浦东时报社南汇工作站：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北门大街58号 邮政编码：201300 电话：021-58000312 印刷：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钢铁驼队：
飞驰在中亚和欧洲

2013年 11月 28日，“长安号”国际货

运班列发车，从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向西

疾驰，经过6天时间，班列到达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2016 年 8 月 18 日，从西安出

发，经由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目的地

波兰华沙的首列“长安号”中欧班列开行。

“长安号”载货清单上的目的地不仅

限于中亚地区，还增加了欧洲腹地的多个

城市。“长安号”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德国汉

堡、匈牙利布达佩斯、芬兰科沃拉等欧洲

铁路枢纽城市。

2017年 11月 10日，“长安号”从北欧

芬兰科沃拉出发，途经四个国家，用 17天

时间走完9110公里全程，该线路也是北欧

地区首条往返中国的国际联运铁路线

路。如今，这趟班列实现了每周 1列往返

对开的常态化运营。

今年前两月，“长安号”出口贸易国大

幅增加，对芬兰等欧洲出口占据了主要地

位，班列出口贸易国从 17 个增加到 30

个。西安国际港务区港口局副局长白秦

滨介绍，“今年‘长安号’又开行了西安至

白俄罗斯、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线路。

目前，‘长安号’中亚、中欧班列运营线路

已达到8条。”

跨境贸易：
从品种单一到琳琅满目

“国货送出去、洋货拉进来”，梳理“长

安号”近年来的货物清单，出口的本地货

物量大大增长，市场品牌和知名度也得到

提升，进出口产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如今，出口货物从前几年的工程机

械、装饰装修材料等，品类逐步扩展到汽

车零配件、电子元器件以及一些高端制造

产品。”西安国际港务区陆港集团多式联

运公司总经理袁小军说。据西安海关统

计，“长安号”在今年第一季度出口机电产

品8860.3万美元，增长7.3倍，出口纺织品

6325.4万美元，增长15.4倍。

受扩大开放、增加进口的政策利好，

“长安号”进口的商品种类也日渐丰富。5
月 11日，满载着 1066吨 41柜集装箱的乌

兹别克斯坦绿豆搭乘“长安号”返程班列，

经过 4667公里的长途跋涉抵达西安。这

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绿豆首次通过中亚班

列整列进入我国内陆。

“出口和进口商品种类的进一步丰

富，也代表着中国和沿线国家在‘一带一

路’贸易往来中，初步找到了国内和中亚、

欧洲市场的需求和供给，让商贸对接更为

有效，并形成良性发展。”西北大学丝绸之

路研究院院长卢山冰说。

扩大开放：
从每周一班到全年千列

2015年 1月，西安小伙元朝辉成立了

从事面向中亚、俄罗斯跨境电商业务的

西安丝绸之路电子商务公司，并从 2017
年开始成为“长安号”的用户。目前，他

的公司已通过长安号累计发送货物

134.83 吨，商品种类涵盖鞋帽、五金、灯

具、电器等。

元朝辉说：“‘长安号’开行频次增多，

给跨境电商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并使得

货物品种不断多元化。我们通过‘长安

号+海外仓’的模式解决了对中亚、俄罗斯

跨境电商销售的最大痛点——物流的时

效及成本问题。配送周期从 30天缩短到

15天，可以覆盖整个中亚和俄罗斯地区。”

数据显示，“长安号”刚开通时，开行

频次只有一周一班。今年，西安国际港务

区以全年“长安号”开行千列为目标，仅在

前 4个月就开行了 290列，运送货物总重

30.35万吨。

班列频次的飞速增长，得益于“长安

号”运营模式的创新。过去，“长安号”只

有一家平台公司来运营。目前，西安国际

港务区以“一线一企运营”为思路，让不同

企业负责运营不同的线路。

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主任孙艺民

说：“‘一线一企运营’的思路，将‘长安号’

变为一个开放共赢的平台，各企业结合自

身优势形成合力，吸引更多货源，形成更

多的贸易往来。”

“‘长安号’开行5年来的变化，都反映

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交往的融

合度越来越高，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会持

续对外开放的决心。”原陕西省检验检疫

局局长徐华良说。

新华社西安5月15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晨 姚友明 薛天

正在西安举行的第三届丝绸之路国

际博览会上，一些与会者慕名来到西安西

郊的丝绸之路群雕参观，追忆2000多年前

张骞开启的“凿空之旅”。

透过丝博会这个窗口，记者发现，借

助“一带一路”倡议，陕西正加快与世界共

享开放创新成果，新时代的“凿空之旅”正

徐徐展开。

从“骆驼商旅”到“钢铁
驼队”：设施联通促进贸易
畅通

11日，伴着一声长笛，载有 1066吨乌

兹别克斯坦绿豆的货运班列抵达西安，为

中国人的餐桌带来浓郁的中亚风味。2013
年以来，陕西已开通西安至德国、波兰、匈

牙利、芬兰及中亚国家的 8条“长安号”国

际货运班列。“钢铁驼队”满载棉纱、板材、

机电产品每日往来不息。

“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

近 60条国际航线将西安与世界相连……

今天的丝绸之路，早已不再与驼铃和黄沙

为伴。立体交通网络的形成，大大缩短了

陕西与沿线国家间的时空距离。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马莉

莉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西北地

区的国际化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构建

了承东启西、连接南北、高效便捷的立体

大通道，内陆新型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在丝博会上，兰州广通新能源汽车公

司展区人头攒动。公司总经理杨健说，他

们的拳头产品电动公交车可在极端温度

下安全行驶，很受国外客商青睐。

“兰州有包括‘长安号’在内的多条国

际货运班列过境，产品15天就能到达德国

汉堡，成本大大降低。”杨健说，公司今年

预计向欧洲出口100辆公交车。

基础设施的联通让贸易往来更加畅

通。今年第一季度，“长安号”国际货运班

列货运量达 7.9万吨，超过 2017年全年总

量，出口贸易国从 24个增加到 30个，进口

贸易国从2个增加到6个。

从“文明交汇”到“互利
共赢”：“中国制造”让沿线
人民得实惠

丝绸之路自古便是文明交汇之路：东

方的丝绸、瓷器、铁器一路向西传播，西域

的石榴、胡椒、亚麻进入中国。

在张骞凿空西域2000多年后，产自其

故乡的“新舟”系列支线客运飞机已在津

巴布韦、尼泊尔、喀麦隆等 18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 300 条航线服务，累计运送旅客

1100余万人次。

英国诺丁汉市政厅行政长官柯睿恩

说，“中国制造 2025”广为人知。这次来西

安参加丝博会，就是为了吸引高科技企业

到诺丁汉投资，“分享中国的创新成果”。

中国电建西北院近年来在老挝、柬埔

寨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了超过 80
个建设项目，目前已有30余个完工。2017
年公司海外项目招聘当地员工 525名，为

所在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我们坚持每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经

济，让当地老百姓得到实惠。”中国电建西

北院党群工作部副主任李卫华说，在东南

亚与一些国家交流时，深切感受到当地老

百姓对“一带一路”的真诚欢迎。

“中国制造”的种子，也在异国他乡的

土地里生根发芽。初夏，哈萨克斯坦阿拉

木图州的中哈现代农业创新园内一派勃

勃生机，来自中国杨凌的土壤专家赵二龙

指导试种的 3 个玉米新品种。2015 年至

今，这个园区已开展 6大类 45个品种的种

植。

从“同道相益”到“民心
相通”：人文交往渐入佳境

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内，一尊彩绘

胡人文吏俑引人注目：典型的高鼻深眼形

象，却身着一身唐代官吏的服饰。史书记

载，盛唐时期各国商贾、学生云集长安，大

量外国人在朝为官，与唐人同道相益。

如今，“一带一路”沿线的人文交往再

掀热潮，游客数量的增长是最直观的佐

证。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副秘书

长拿督伊善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提供从

吉隆坡到北京、重庆、福州等中国城市的

50余个直飞航班。2017年马来西亚到访

中国人数达120万，230万中国人畅游马来

西亚。

“由于直飞航线增多，这几年从东南

亚、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来西安的商务

团、旅行团明显增多。”西安海外旅游有限

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波说。

科教合作方兴未艾。来自哈萨克斯

坦农业部农产品深加工研究院的青年学

者茱玛，是中国政府丝绸之路奖学金的获

得者。去年 9月，他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留学，专司油脂领域研究。“我今后是要

回国的，但会把在中国学到的东西造福于

哈萨克斯坦人民，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他说。

新华社西安5月15日电

2000多年前，中国先贤孟子就

提出这样一个道理，“独乐乐，与人

乐乐，孰乐？”“不若与人”“与少乐

乐，与众乐乐，孰乐？”“不若与众”。

而今，中国不断扩大开放，走的就是

一条“与人乐、与众乐”的正道。

为什么要“与人乐、与众乐”？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实践证

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

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

件下进行。

这表明，扩大开放是中国基于

自身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是

中国发展的“刚需”。

回望近代历史，中国曾经吃尽

封闭的苦头。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充分尝到开放的甜头。进入

新时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

中国开放之道，何以通达天

下？关键就在于，中国向来主张

“计利当计天下利”，坚守共商之

道、共建之道、共享之道，不打地缘

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

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更

重要的是，扩大开放，中国从来不

开空头支票。

这是“言必行、行必果”的承诺

与行动，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

通药品进口关税降为零；通过 5 年

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消外资

股比限制；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人身

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

51%，三年后不再设限……

独行快，众行远。从雁栖湖畔

的 APEC 峰会，到西子湖边的 G20

峰会，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到年底将举行的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一花独放不是

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以“普惠”

“共赢”为内核的中国理念和方案，

已经激起世人对全球化的新期待。

执大象，天下往。秉持互利共赢的

理念，中国加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

次、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必能

为世界发展与繁荣提供新动能。

相信世界广大志同道合的朋友

可以抓住机遇，共赢前行。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从塔什干出发、载有乌兹别克斯坦绿豆的中亚班列驶抵西安新筑车站。

2018年，中欧班列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5年来，从古丝路起点西安出发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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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背后，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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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庄敬平 摄

从“长安号”货运清单透视“五通”成绩单

开启新时代“凿空之旅”

陕西借“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与世界分享开放创新成果

道通天下
众行致远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