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塑品牌形象 扩业务板块
质量是班列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为营造良好的品

牌形象，今年以来，在铁路计划异常紧张的背景下，合
肥中欧班列始终坚持满轴、满载、满负荷运行。 高货值
已成为合肥中欧班列的品牌形象，截至 2021年底单列
货值超千万美元达 23列，超 500万美元超 150列。

面对安徽自贸区建设新机遇， 合肥国际陆港项
目投入建设， 朝着海关+口岸+国际贸易+陆港型物
流枢纽“四位一体”发展。 围绕货运代理、国际贸易、
物流仓储、供应链金融等业务板块，加强全生态产业
链延伸。 特别是蜀山跨境电商 9610、跨境电商 B2B
与合肥中欧班列实现了完美结合，2021 年 6、7 月份
已先后开行出口专列到德国威廉港， 为合肥跨境电
商企业在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和稳定海外产业供应
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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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集拼集运 畅多联通道

自省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获
批以来，合肥国际陆港积极推进相
关建设工作，以加强公铁、铁海协

同联动为核心，通过“合肥中欧班
列”国际公铁联运业务、“合肥-舟
山港、上海芦潮港”铁海联运业务

等业务示范，创新 “中欧班列集拼
集运”“产业联动定制化精品班列”
“运贸一体化综合服务”模式，形成
服务于安徽制（智）造长三角—“一
带一路”国际走廊中欧班列集装箱
多式联运大通道。

为持续提高多式联运量，通过
集拼集运模式的运行解决中欧班
列“一站到底”模式下空箱闲置、运
输成本高的问题， 有效提高中欧班
列的发运频率。 合肥国际陆港以合
肥北站物流基地为枢纽， 加强铁海
联运和公铁联运短驳。 构建合肥与
宁波、上海东西互济的开放大通道，
加快“公路＋铁路＋海运”多式联运
综合物流运输体系建设， 主动与宁
波北仑港、上海芦潮港密切合作，保
障 “合肥—宁波北仑”“合肥－上海
芦潮”铁海联运班列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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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项目基地 联运输体系

为提升中欧班列综合功
能、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
促进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
加快国际供应链重构， 合肥
国际陆港项目于今年 10 月
26 日正式启动建设。 合肥国
际陆港项目紧邻中铁上海局
合肥北站物流基地， 分三期
建设，总投资约 99756 万元。
项目将坚持高点规划， 加快
高标准建设， 聚力打造国内
一流内陆港区； 坚持创新机
制，实行市场化运作，打造一
批中欧班列精品企业定制线
路，持续助推皖货皖运；坚持
优化服务，营造便利化环境，
推动中欧班列提升能力 、行
稳致远，为合肥加快实现“五
高”、聚力建设“七城”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合肥国际陆港项目建成
后，可开展贸易、仓储、报关、
集装箱租赁、 市内短驳等班
列附加业务， 实现自我造血
功能，形成对中欧班列集货、
分拨的高效支撑， 助力合肥
中 欧 班 列 发 运 频 率 提 升
10%。可同步联动合肥综合保
税区和蜀山跨境电商综试区
两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建
设开放平台间的集疏运体
系 ，打通内循环 ，拓展 “保税
仓储 ” “保税物流 ” “保税加
工”“跨境电商”等业务，打造
合肥中欧班列展示、 班列运

营一站式服务、 海关一站式
服务、国际贸易交易展示“四
个窗口”， 最终实现海关+口
岸+国际贸易+国家陆港型物
流枢纽“四位一体”发展。

11 月 29 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公布了2021 年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名单，由合肥国际内
陆港发展有限公司牵头申报
的合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以下简称 “合肥陆港枢纽”）
成功入选，成为长三角区域目
前首个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作为合肥国际陆港项目的重
要载体，合肥陆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将促进合肥加快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强化合
肥在长三角地区的物流中心
地位， 利于实现更大程度的
对外开放。

地居大湖名城， 驶出创
新高地。 回首过去征程，合肥
中欧班列从无到有， 从小到
大，联通欧亚，风雨兼程，走出
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合肥国
际陆港将继续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建
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中欧班列的战略通
道作用，以企业精品定制班列
为特色，突出长三角区域差异
化发展，推动合肥中欧班列高
质量发展， 助推打造内陆开
放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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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班列规模 拓线路网络

合肥中欧班列实行国际五定班
列，即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
在途时间稳定可控。开行规模从原先
三年不到 200 列到 2021 年开行达
668列， 开行频次从原先的每月 1~2
列到现在每周 12~15 列， 服务范围
从原先合肥、 安徽 5%、10%的本土
化率提升到现在的 30%、65%， 实现
了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
变。这些年来，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发
运已突破 2000 列，海铁联运发送超
13 万个标箱，实现进出口贸易额近
百亿美元。

近年来， 合肥中欧班列不断加

强对欧盟市场，中亚、西亚、西伯利亚
地区的覆盖，实现了二连浩特、阿拉
山口等五大口岸的全线贯通， 构建
了多线路、多口岸、强联动、高覆盖
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截止 2021 年
底， 已点对点直达德俄法等 15 个
国家，汉堡、赫尔辛基等 61 个国际
站点， 基本实现了对欧洲全覆盖。
特别是今年以来，新增 2 条常态化
运行的公共班列， 分别是合肥经二
连浩特至芬兰赫尔辛基、 合肥经满
洲里至俄罗斯沃尔西诺； 新增乌克
兰基辅、 捷克布拉格等 5个国家，26
个国际站点。

12 月 30 日下午， 一列满载安
徽本土货物的 “中老铁路 （合肥-
万象）国际货运列车 ”从合肥北站
鸣笛发车，将经由云南磨憨口岸出
境，最终驶达老挝万象。 这是中老
铁路贯通后安徽地区发出的首趟
国际货运列车，也是皖货输往东南
亚地区的快捷通道。 2021 年是中
老建交 60 周年， 此趟 “中老铁路
（合肥-万象）国际货运列车”的开
通，是合肥国际陆港抢抓RCEP 协
定政策机遇的有力举措，也是运营
网络首次延伸至东南亚地区的重
要标志。

提服务质量 保皖货皖运

随着全省“一盘棋”思想
的推广， 合肥国际陆港创新
“坐商变行商” 营销模式，坚
持 “立足合肥 、服务安徽 、辐
射长三角”的总体定位，先后
开辟合肥中欧班列 “+阜阳”
“+芜湖”“+宣城”“+黄山”等
城际定向班列， 服务范围已
覆盖全省 16 个地市 。 优化
“站到站”和“门到门”的全流
程 、保姆式 、定制化服务 ，共
累计开行“江淮号”“奇瑞号”
“美的号”“美菱号”等企业定
制专列 200 余列， 安徽企业
本土化率达 65%以上， 切实
服务本土企业走出去， 助推
“皖货皖运”。

特别是 2021 年，合肥国
际陆港联手地市创新模式 ，
打造“合肥中欧班列+黄山”，
让合肥中欧班列“陆上丝路”
与黄山绿茶强强联手， 为黄
山茶叶出口开辟了一条全新

的陆路物流通道， 将进一步
推动茶产业的出口与转型升
级，加速“万里茶道”融入“一
带一路”，开行独具安徽特色
的中欧班列。

2021 年以来， 受海运运
费急剧上涨影响， 安徽各地
市外贸进出口企业均受到不
同程度冲击，“一箱难求”“一
舱难求”“运费高居” 成为多
数企业痛点， 引起了各级政
府广泛关注。 在此情形下，合
肥中欧班列创新思维，充分发
挥中欧班列通道纽带作用，推
行“合肥中欧班列+”模式，加
强与各地级市交流合作，为越
来越多的“安徽制造”提供快
时效、低成本、高安全性的服
务，激发“圈群”效应和梯度辐
射， 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
逐步成为我省外贸企业进出
口愈加重要的通道之一。

伴随着阵阵悠长的汽笛声，12 月 31 日上午 9 点，一列满载 100 标箱安徽本土货物的中欧去程专列从合肥北站启程发车。 这趟班列将
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驶往德国威廉港，标志着合肥中欧班列以 668 列的成绩为 2021 年画上圆满句号，较去年全年发运数量净增 100 列，再
上新台阶。

作为安徽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合肥中欧班列自 2014 年开行以来，始终保持迅猛的发展势头。 2017 年底市委市政府重
组班列平台公司，成立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加快提升合肥中欧班列运营平台的协调运作和市场化运营能力。 合肥中欧班列以铁
路运输、国际货运为桥梁，做大开放通道，做优开放平台，做强开放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做精品线路，服务开放经济，塑造合肥特
色，奋力打造国家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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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肥肥中中欧欧班班列列助助力力构构建建内内陆陆开开放放经经济济新新格格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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