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杨
涛涛

胡胡
跃跃
平平

王王
忠忠
强强

等等

城城
市市
货货
运运
与与
城城
市市
健健
康康
发发
展展——

——

中中
国国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发发
展展
论论
坛坛

年年
第第

次次
研研
讨讨
会会

2018
2018

44

城市货运与城市健康发展城市货运与城市健康发展
———中国城市交通发展论坛—中国城市交通发展论坛20182018年第年第44次研讨会次研讨会

文章编号：1672-5328（2019）01-0109-12 中图分类号：U49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13/j.cn11-5141/u.2019.0116

109

摘要：中国城市交通发展论坛2018年第4次研讨会“城市货运与城市健康发展” 于2018年11月22

日在武汉市召开，本次会议由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承办。城市货运与城市健康发展是一个系

统而又复杂的问题，相比客运交通发展，货运交通也是城市交通发展中明显的薄弱和短板环节。就

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货运物流体系发展还存在着基础数据不全、设施布局不优、资源整合不

够、运营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如何促进城市货运物流设施的资源整合、形成合力，实现客运与货

运的健康协调发展，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本刊编选此次会议部分专家发言，供读者

交流讨论。

关键词：货物交通；物流业；物流园区；枢纽经济；多式联运；货运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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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porting by the Wuh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stitute, the 4th Chinese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Forum in 2018 entitled "Urban Freight Transportation and Healthy Urban De-

velopment" was held in Wuhan on November 22, 2018. Urban freight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healthy de-

velopment is always treated as a systematic and complex issu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as-

senger transportation, freight transportation is a relatively weak link in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aking an angle from present conditions, the urban freight logistics system suffers a host of issues, includ-

ing inadequate raw data, poor facility arrangement, insufficient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low operational ef-

ficiency. Against such a backdrop, how to facilitate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of urban freight logistics facili-

ties and harness the synergy so as to achieve a healthy freight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as well as coordi-

nating with development of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system evolves into a key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This publication selects and edits the statements made by some of the participating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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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现代物流体系构建和枢纽经济大都市现代物流体系构建和枢纽经济

区的发展区的发展———兼谈现代物流新技术与—兼谈现代物流新技术与

新业态的一些思考新业态的一些思考

物流对城市发展有多层面意义，是支撑

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可以

促进全球、全国、全域、全程的供应链和产

品链的重塑，促进产业创新升级和结构调

整，同时可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包括

企业的和百姓的，可以提高城市的枢纽经济

竞争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创新发展、转型发展

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

物流业将进入以技术、质量、效益和服务等

综合提升的发展新阶段。随着“一带一

路”、新型城镇化和大城市群国家战略的推

进实施，物流业也必须从全球、全国、全域

层面来谋篇布局和系统推进与发展。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物

流产业也需要从技术装备、物流业态、服务

模式、低碳环保等多方面进行创新革新。

交通运输部刚刚联合了国家几个部委和

铁路、民航、水运等大物流央企，在成都市

召开了一个多式联运的推进工作会。国务院

也陆续印发文件来推动这方面工作，但是由

于交通运输和物流产业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全

理顺，尤其是以优服务、降成本、减排放、

谋共赢为目标的市场化协同发展机制远未形

成，要推动多式联运这个现代物流业的牛鼻

子工作的突破和见效还是比较困难。

南京市的物流体系构建从 2005 年开始

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南京市提出要建

设五大中心，第一个中心就是要构建南京长

江国际航运物流中心。这个提法在全国来看

提出较早，遗憾的是并没有做太多实质性的

推动。直到2011年，江苏省交通厅运输与南

京市签署了共建南京长江国际航运物流中心

协议，随后组织编制《南京长江国际航运物

流中心总体规划》。虽然这个规划得到了市

政府批准，但协议和规划并没有得到交通运

输部、原铁道部的有力支持。南京市组建成

立了长江航运物流公司，试图来整合港口、

铁路及物流园区，但努力了几年，基本上还

是在原地踏步。2016年南京市委市政府又提

出要发展“五型经济”，把“枢纽型经济”

作为突出的第一抓手。毫无疑问，这个诉求

和愿望非常好。2016年组织编制《南京空港

枢纽经济规划》《南京海港枢纽经济规划》

和《南京高铁枢纽经济规划》。江苏和南京

省市两级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以

我为主、主动作为。目前龙潭港、西坝港已

具备12.5 m深水海港条件，两条疏港铁路已

经开工建设，南京市正在积极拓展中欧班列

业务。

武汉与南京类似都担当着国家中心城市

的使命，都在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沿江城

市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都有空

港、江港、海港和高铁，同样也都是国务院

确定的 21个物流基点城市。因此，在物流

业发展的愿景与目标上有着共同或相似的

追求。

南京市物流业发展正迎来难得的新机

遇：国家“一带一路”及长江经济带重大发

展战略，长江 12.5m深水航道贯通至南京，

铁水联运瓶颈消除。也应该看到物流业发展

的很多新需求：“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

创造和衍生出的大宗物资及装备物流、“一

带一路”全面推进带来的国际集装箱物流、

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爆炸式增长的电商物流以

及农产品、冷链物流、医药物流等需求进一

步提高，迫切要求建立更加完善、便捷、高

效、安全的物流体系。还应该看到现代物流

技术与支撑体系提升的新动力：交通运输、

信息、新能源等领域不断突破的新技术，物

流体系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相关指导意见

和扶持政策。同时，也必须正视现代物流发

展的新挑战：物流区域竞争、同质化竞争明

显；物流用地资源匮乏突显；用工、能耗等

经营成本持续上升。

南京市发展现代物流和枢纽经济也有很

多特殊性的优势。这些优势毫无疑问，在沿

江四大中心城市中，南京市最突出。因为它

的港口条件、航道条件、吃水条件，包括铁

空水的资源条件都非常好，而且又处在东部

经济发达地区。但是确实还有一些关键门

槛，这些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突破：江苏省

的行政力量比较强，市场力量比较弱；国有

力量比较强，民营力量比较弱；各个交通运

输方式自身都很强，相互间协同性很弱等。

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政府一厢情愿做了很多努

力，但是如果体制机制上不能有突破性的进

展，要在短期内实质性推动并取得明显实效

还是很难。

最后，现代物流研究与发展有几个核心

问题大家可以共同研究探讨：第一，如何充

分认知现代物流业发展中的政府、企业、市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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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这三股力量、三个角色、三者定位，如何

发挥各自作用，同时又形成合力、协同作

战？第二，在物流业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

多式联运问题，这涉及公路、铁路、水运、

航空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多个主管部门或

企业。这些不同方式、不同部门和企业，它

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这是一个绕不

过的难题。就像龙潭港，现在疏港铁路好不

容易开建，并不意味着多式联运就自动成功

实现，还得看是铁路企业主导还是港口企业

主导，还是别的企业主导。港口、物流企业

与上海铁路局之间、铁路与港口之间的利益

关系是什么，这里面有很多难题。第三是运

输业、物流业、制造业、流通业、服务业等

不同的业态之间又怎么来贯通、融通？这也

是一个核心问题。规划师在这个话题上的发

言权是非常有限的，可作为的空间也非常有

限。规划师能够有所作为之处，第一是留下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的可能性，做好规

划的预控；第二是对物流产业未来发展空间

留白留控，至于能不能发展，发展什么，如

何发展，能不能成为城市的主要产业，这些

问题首先是看市场，然后是靠政府。

另外，现在也值得去研究一些新的物流

技术与物流业态，例如地下物流、智慧物

流、共享物流、绿色低碳物流等，这些会对

规划师带来一些课题和挑战。例如城市轨道

交通一直是客运，是不是有可能某一天也会

产生货运或者提供配送服务？现在高铁也是

客运，以后有没有可能也实现货运？货物也

强调时间成本，也就是说除了客运高铁之

外，是不是还有货运高铁或者是客和货共运

的高铁？另外，城市地下管网，特别是综合

管网，有没有可能跟地下物流结合起来？现

在已经进入共享时代，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自

行车或三轮车到处跑，为城市管理带来了难

点和痛点，城市也很纠结，是否有可能利用

一些主要设施来打通一些环节，实现快递共

享或者共享快递呢？这些话题供大家共同思

考和研讨。

(杨涛)

武汉地区货运交通发展特征与规划思考武汉地区货运交通发展特征与规划思考

武汉地区一般分为两个层次，全域层次

是指武汉市与周边八个地市行政区域构成的

5.78万 km2武汉城市圈，城市层次是指武汉

市与周边八个城市密集地区构成的2.06万km2

武汉大都市区。武汉地区处于区域一体化发

展的成长期，随着武汉地区铁路网络建设的

逐步成型、电商物流基地区域格局的显现，

特别是鄂州货运机场的启动建设，货运物流

发展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

武汉地区货运物流发展特征武汉地区货运物流发展特征

武汉地区货运物流整体上属于“资源输

入型，产品输出型”地区。从时间维度看，

2014年以来武汉地区货运量趋于平稳，年均

增长仅1%~4%；从空间维度看，武汉大都市

区内81%的货运量集中在武汉市；从货运结构

看，2017年武汉地区水运、铁路分担比例略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年水运优势发挥突出

并稳步增长，铁路货运小幅下滑，但航空货运

增长缓慢潜力尚待挖掘。

相对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

虽然武汉城市圈人均、地均货运量小于前两

者，但产均货运量达到每亿元4.08万 t，远高

于长三角、珠三角，主要还是经济本身的基础

差距造成货运总量的差距。相对于中部地区的

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不管

在货运总量，还是人均、地均、产均货运量，

均居于中游地位；武汉城市圈的最大货运优势

是长江水运，24%的水运比例远高于二者(见

表1)。

武汉地区货运交通规划应对武汉地区货运交通规划应对

结合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分

析《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提出的武汉大都市区初步规划，到 2035年

常住人口规模将增长约30%，地区生产总值

将增长超 150%；在区域空间格局上，将依

托武鄂黄黄、汉孝、武仙、武咸四条城镇发

展轴带，形成“146”武汉大都市区空间结

构。为此，武汉地区货运物流规划应重点从

三个方面加以应对：

1）适应经济发展转型的货运物流业发

展需要，适当超前规划建设航空等高附加值

货运设施。

武汉地区产业结构正在逐步由“二三

一”向“三二一”发展，主导产业正在由

“中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

大宗货物运输需求比例降低，高附加值货运

需求比例正在增加。尽管目前航空货运有效

利用率(42%)不高，但对航空等高附加值货

运方式的需求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发展航

空货运，既是武汉地区产业发展的需要，又

是货运转型的需要。航空货运规划及建设也

是在积极响应这一需求：武汉天河机场已建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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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两条跑道，设施吞吐能力为 44万 t，并将

启动第三、第四跑道建设；鄂州机场已经启

动建设，规划2025年货运吞吐量为245万 t，

将成为全球第四个、亚洲第一个航空物流

枢纽。

2） 适应产业发展的差异化货运需求，

补齐大都市区外围局部地区货运物流设施

短板。

武汉地区各城市的发展正在由“一强众

弱”转向“一核多强”，制造业在大都市区

扩散形成四大产业集聚区，货运需求在大都

市区呈现“内降外升”的态势，武汉市则逐

步集中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从货运物

流设施的规划与建设情况来看，铁路与水运

设施在外围区域的建设稍显滞后。虽然铁路

规划实施率较高，“一环八向”的货运铁路

结构已经建成七个方向，但是优质的铁路运

输节点(如编组站、集装箱中心、铁路货场)

均集中在武汉市；武汉新港规划岸线实施率

不足30%，且以武汉、鄂州、黄冈三个城市

的实施率最高，优质港口资源主要集中在阳

逻港下游地区。对照武汉地区产业布局形成

的差异化货运物流需求，应适时加快外围区

域的货运设施建设，特别是补齐大都市区外

围西南地区货运物流设施短板，降低铁路、

水运等方式对武汉市的依赖程度，形成与产

业结构相匹配的货运设施体系。

3）实现物流园区在规划引导和市场需

求之间的平衡，加强物流园区与交通设施的

无缝衔接和多式联运，引领产业空间区域化

集聚。

物流园区的发展既需要规划引导，又面

临市场选择。当前，武汉地区不少物流园区

在规划布局上，既缺乏铁路支撑，又未充分

发挥水运优势；同时，一些物流园区在实际

建设运行上，由于短期效应的支配，造成与

周边产业园区的货运需求背离，形成物流园

区对产业园区货运支撑不够的困境。如武汉

市规划物流园区的实施率仅为 19.7%，新增

物流园区入驻面积不超过40%，实际产生效

益的面积不足20%。

实现物流园区布局在市场需求选择与规

划引导之间的平衡，重点在于加强货运物流

设施与产业布局的协调性，通过优化物流园

区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各类物流节点的功能

作用，来引领产业集聚、促进产业布局整

合。在此前提下，改变大多数物流园区规划

布局上的单一公路依赖，进一步加强物流园

区与铁路货场、水运港口等多元交通方式的

无缝快捷联系，构建完善的多式联运节点体

系。对于结合天河机场和鄂州机场布局的物

流园区，更要实现多式联运，特别是鄂州机

场完全有可能实现铁水公空全方式的联运。

(胡跃平)

国际城市铁路货运发展研究对上海的国际城市铁路货运发展研究对上海的

启迪启迪

对货运模式的几点认识。通过相关文献

的研究，货运模式的说法并不准确，货种、

运价、运输方式、径路并不是货运模式。货

运系统(Freight System)的说法可能比货运模

式更准确。货运系统与外在的运行环境

(Operation Circumstance)密切相关。货物在

运输过程中(Transportation)主要涉及运输方

式、主要的OD点、主要走廊和支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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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6年武汉地区与全国类似地区货运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freight transportation of Wuhan and cities with similar scope in 2016

类别

货运结构/
%

人均货运效率/(t·h-1)

地均货运效率/
(万 t·km-2)

产均货运效率/(万 t·亿
元地区生产总值-1)

铁路

公路

水运

航空

武汉
城市圈

8.52

67.43

24.04

0.02

26.15

1.42

4.08

长三角
城市群

1.43

54.05

44.39

0.12

31.28

2.35

2.82

珠三角
城市群

2.51

68.06

29.18

0.25

40.76

6.07

2.96

中原
城市群

4.78

93.33

1.88

0.02

18.76

1.51

4.92

长株潭
城市群

0.25

93.08

6.66

0.01

31.38

1.63

3.31

武汉

13.49

57.80

28.67

0.03

45.44

5.83

3.73

上海

0.52

44.04

55.01

0.44

36.65

13.99

3.15

广州

4.38

68.44

27.07

0.11

80.13

15.13

5.76

郑州

12.07

87.84

<0.01

0.09

25.84

3.37

3.10

长沙

0.31

93.14

6.53

0.02

48.09

3.11

3.93

注：表中数据为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计算，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地区、城市2017年统计年鉴。



杨杨
涛涛

胡胡
跃跃
平平

王王
忠忠
强强

等等

城城
市市
货货
运运
与与
城城
市市
健健
康康
发发
展展——

——

中中
国国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发发
展展
论论
坛坛

年年
第第

次次
研研
讨讨
会会

2018
2018

44

当地的(Local)运输设施特征、土地利用、环

境影响和生活质量促进了货运系统的形成，

货运系统还与国际贸易方式及规则、国内运

输市场管制及标准密切相关。本市的货运系

统与多种影响因素有关，并非一朝一夕、一

地一隅所左右。

国际城市铁路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近

100年，铁路货运发展由盛到衰，铁路货运

普遍受到公路的竞争，货运份额下降。美

国、英国、日本铁路私有化改革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典型的如美国的斯泰

格斯法案，政府解除了对铁路的大部分经济

管制，并通过立法保障铁路改革的顺利实

施。以铁路为骨干的多式联运是普遍的现

象。以港口集装箱海铁联运所占比例为例，

国际通常在20%左右，美国为40%，法国为

35%，印度为 25%，而中国集装箱海铁联运

比例大约只占了 2%左右。美国所有大型物

流运输企业都是不同形式的多式联运经营主

体，如美国 7家 I级铁路货运公司的多式联

运比例均超过总货运量的1/3，其中BNSF公

司接近 50%，CSX 公司则超过 40%。集装

箱、白货运输的比例逐渐提高。日本铁路货

运的集装箱占比由 1987 年的 25%上升至

2014年的71%。美国铁路货运的白货运输比

例约占40%。虽然铁路货运在竞争中处于劣

势地位，但提升铁路运输比例，重视铁路货

运是各国普遍现象。例如，美国采取多种措

施提高铁路运输能力，实施大客户战略，建

立货运电子商务平台，重视公司之间的协作。

欧盟 2000 年通过铁路改革一揽子方案 1.0

版，2003年通过铁路改革一揽子方案2.0版。

日本城市铁路货运发展模式。日本铁路

货运面临的挑战有：经济衰退、人口老龄化

和低出生率，货源动力不足；20世纪 90年

代即实施环保要求、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等

管理要求；消费者要求快速运达、降低运

费。1987年日本国铁私有化，划分6个铁路

客运公司，1 个铁路货运公司，负责全国

铁路货运；通过一个运输主体来协调整个

的运输市场和运输装备。以吨公里计算，

1985—1999 年公路货运占比基本为 50%以

上，并在逐步上升；海运占比45%左右并在

逐步下降，铁路占比 4%~5%，也在逐步下

降。铁路货运以集装箱为主，1985—1999年

以来从6 800万 t下降到3 950万 t。铁路集装

箱货物中以化学品、食品、纤维、农产品为

多，货车装载货物以石油、水泥为多；货物

流向由福冈、大阪、东京、仙台构成的运输

廊道。日本提升铁路货运的措施有：提高机

车牵引力和速度、增加货车载重能力、更新

场站设备、发展新型运输装备、发展多元集

装箱、建设货运管理信息系统。由日本货运

铁路公司经营(JR货物)铁路货运站，东京货

运枢纽(Tokyo Freight Terminal)位于品川区八

潮，羽田机场以北，大森以东，距离都心的

直线距离为10 km以内。1973年10月1日开

放。它是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站，通过东海

岛本线联系西日本地区。一些物流公司在该

车站运营专用物流设施，包括大和运输

(Yamato Transport)、佐川特快(Sagawa Express)、

日通特快(Nippon Express)和近铁世界快递

(Kintetsu World Express)等。

英国城市铁路货运发展模式。20 世纪

80年代英国铁路私有化。目前，英国有4家

主要的铁路货运公司，各自还分许多小的部

分。2013—2014 年相比 1986—1987 年英国

铁路货运下降16%；而吨公里增长38%，货

运增长主要是由于国际贸易和港口多式联

运；货运主要是煤、石油、建筑材料、食品

饮料、核瓶、钢铁、木材、废品垃圾和车

辆，其中煤的份额在下降，其他物品在上

升。伦敦铁路年货运量 2004—2012 年为

600~750万 t，以到达伦敦为主；伦敦公路年

货运量 1997—2005 年为 1.2~1.45 亿 t，伦敦

内部和进出伦敦相当；道路货运占88%，主

要为零售物品、网购物品、服务业、油品和

化学品、建筑材料、垃圾。伦敦货运发展的

总体目标是面向节能减排，转移20%的货运

到铁路运输。发展铁路货运有 6项措施：新

建 4个货场提高铁路货运吞吐能力；提升伦

敦范围内的铁路线路能力；提升伦敦以外的

铁路线路能力，包括分阶段改建 Felixstowe

至Nuneaton的线路；促进更有效率的使用铁

路网，例如使用更长的货车和支持它的设

施；促进货运枢纽发展的措施；旨在提升铁

路相对于公路货运竞争优势的措施，例如欧

洲铁路货运市场开放政策。伦敦市区的铁路

货运结合市域铁路网一起运营值得在市域铁

路网规划中关注。

美国城市铁路货运发展模式。以吨英里

计算，美国货物的40%由铁路运输，西部地

区铁路货运占65%，东北部地区占19%；纽

约市货运方式俱全，除铁路、公路外，还包

括驳船、海运，城市对外货运主要是城市垃

圾，由于法案及管理约束，布鲁克林和长岛 113



思辨与争鸣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7
N

o.1
January

2019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九九
年年

第第
十十
七七
卷卷

第第
一一
期期

用铁路运输垃圾，其余用驳船运输垃圾；

1972 年以来，纽约市一直都在实施各种措

施，包括重建货运场站，以提升铁路运输比

例。纽约有11个铁路货运场站，用途各有不

同；纽约港码头都有铁路线连接。纽约提升

铁路货运的主要举措：新建40 hm2卡车-铁路

联运场站；重建车站设施，增加铁路能力；建

设转载设施；建设港口疏港铁路，双层集装

箱班列通道；新建集装箱港口、铁路连接。

对上海的启示。上述国际城市都经历及

面临铁路份额下降的趋势，也无一例外都在

加强铁路货运设施，增加铁路货运比例；国

际城市都重视铁路货运，为铁路货运创造更

有利的市场竞争环境，减少公路货运份额、

减少空气污染、减少交通拥堵是主要目的。

铁路货运场站较少废弃，根据使用需求可以

转型，但货运职能不宜废除。上海铁路货运

需应城市所需，应市场所需，振兴铁路货

运，首要以充分发挥既有场站能力为宜，在

货运需求不明确的情况下，谨慎建设新场

站。货种结构将以煤为主转变到化学品、石

油、食品、网购消费品、汽车、集装箱及城

市消费品为主。海铁联运是上海铁路货运增

长的短板，上海铁路需提升海铁联运集装箱

运输。市域铁路可以考虑铁路货运，在部分

车站办理货运业务。此外，铁路自身需要变

革(市场准入、运价规则)；公路货运需要整

顿市场，道路交通运输需关注交通拥堵、为

市场难以解决的诸如货车停车、休息、分类

别货车通行路线及服务设施等提供解决方

案。物流涉及多个环节，各城市没有哪个部

门能够掌握全部，也没有哪个机构可以管理

全过程，更多的是需要协调，提升整体效率。

(王忠强)

深港跨境货运交通组织优化的思考深港跨境货运交通组织优化的思考

深港公路跨境货运在全国公路跨境货运

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极具深圳特色的一种货

运形态。深港跨境货运交通组织优化重点关

注两个方面：符合作业规律、贴合货运需求。

经过多年的发展，深港跨境货运已形成

了特有的作业规律和交通特征。

1）需求总量趋于稳定。自改革开放以

来，深港跨境货运交通需求迅速增长，2004年

达到峰值后缓慢下滑，从2009年至今，需求

总量逐渐趋于稳定，日均交通需求约2万辆。

2）深圳中转占比较高。深港跨境货车

有别于内地货车，其拥有深港两地牌照，车

辆使用成本高，货运企业多选择运货至深圳

中转，占比高达63.8%。

3）配套设施需求敏感。深港跨境货车

仅限港籍司机驾驶，且司机年龄多在 50岁

以上，对口岸配套设施，特别是餐饮、休憩

类配套的服务水平要求较高。

4）对城市交通影响显著。深港跨境货

运交通在全市货运交通占比近三成，且以中

重型货车、货柜车为主，占比近九成。同

时，深港跨境货运交通的晚高峰与城市交通

重叠，对城市交通有显著影响。

为降低跨境货运对城市交通的影响，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深圳市就已明确深港

跨境货运交通组织遵循“客货分离”和“东

进东出、西进西出”的总体原则。多年来，

全市持续推进了包括新增货运通道、新建东

西部口岸等一系列工作，初步实现了中心城

区主要道路的客货分离，逐渐完善了东西部

货运设施体系。然而，西部深圳湾口岸已建成

11年，实际通关货车数远低于预期。究其原

因，主要是由于现状西部的跨境货运通道、

口岸及配套设施体系仍未完善，新增设施无法

满足跨境货运高时效的运输要求，以致“西

进西出”货运交通组织格局至今未能形成。

针对这一问题，应在掌握跨境货运交通

运作机理的基础上，以提升全货运链时间效

率为目标，从设施优化、管理提升等方面制

定交通组织优化对策。

1）提高跨境货运交通运输效率。完善

深圳湾口岸外部货运通道体系，加强货运通

道与沿线片区的衔接。

2）提高跨境货运口岸作业效率。优化

深圳湾口岸运营时长以契合货运需求，提高

口岸查验效率，新增货代企业等服务机构，

完善口岸周边餐饮、停车等设施。

3）构建深港多级协同治理机制。从三

个层级推进协同治理：一是深港两地政府间

的协同，二是政府与货运企业间的协同，三

是政府和公众间的协同。

(田锋)

郑州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郑州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

发展航空货运对内陆对外开放和产业升发展航空货运对内陆对外开放和产业升

级作用显著级作用显著

自国家批准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以来，河南省坚持“以货为先、国际为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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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干为先”的发展战略，加快提升郑州

机场航空货运功能，航空货运业务量实现了

较快发展，在中部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突出

的竞争优势。2017 年郑州机场货运吞吐量

50万 t，国际和地区货运航线 27条，国际货

运量的占比73%。

郑州航空货运枢纽率先构筑了“空中丝

绸之路”，郑州市已经发展成为引领中部地

区开发开放的排头兵。2010—2017年，武汉

市 GDP 年 均 增 长 13.5% ， 领 先 于 郑 州

12.5% ，但郑州市进出口总值年均增速

41.8%，远超武汉市7.5%。2017年郑州市进

出口总值 596亿美元，是武汉市的两倍。从

机场来看，郑州机场已建成电子、肉类、活

牛、鲜果、食用水产品等口岸设施，海关进

出口货值达 590亿美元，占郑州市进出口总

值99%，而武汉机场海关进出口货值仅57亿

美元，占武汉市进出口总值的19%。

航空货运枢纽建设促进了产业升级，郑

州实现了以农业等传统产业主导的产业体系

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体系转型。2017年

航空港实验区地区生产总值 700亿元，八大

高技术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建成了世界级电

子信息先进制造业集群，手机产量 2.99 亿

部，约占全球产量的 1/7。商贸物流产业集

群规模化发展，汇聚了 170余家国内外货代

企业，实施了郑州-卢森堡双枢纽战略，形

成了国内卡车航班分拨体系。在国内率先实

施“9610”跨境电商模式，业务量超过8 000

万单，占全国跨境电商业务总量的1/3。

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发展的规划思路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发展的规划思路

和目标和目标

总体思路是始终坚持“效率为先”这个

关键成功因素，通过实施“四个着力”和

“四个打造”，最终实现“三个最佳”和“三

个更好”。“四个着力”，即着力夯实基础设

施保障体系和航空货运供给能力、强化多式

联运中心和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提升航空物

流服务水平、构建航空物流生态体系。“四

个打造”，即打造全球航空网络的重要节

点、全球航空物流的发展标杆、现代综合交

通枢纽的实践典范、建成通达全球的“空中

丝绸之路”。“三个最佳”，即综合效率最

高、综合流程最优、综合成本最低的贸易便

利化核心区域。“三个更好”，即发挥驱动区

域经济转型升级动力源作用、支撑形成内陆

地区开放高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战略定位是全

球航空货运枢纽、现代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航空物流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中部崛起的

新动力源。规划到 2035年，将建成以郑州

机场为平台，功能完善、特色鲜明、协同高

效的航空货运生态体系，成为辐射全球的国

际航空货运(综合)枢纽。郑州机场将形成 5

条跑道，实现货邮吞吐量500万 t，旅客吞吐

量 1亿人次，成为引领中部地区实现现代化

的强大动力源。

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战略实施路径和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战略实施路径和

战略重点战略重点

实施路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枢纽

建设起步期，到 2020年完成机场北货运区

建设，实现双跑道独立运行，解决当前货运

发展的容量瓶颈问题，加快完善有利于枢纽

发展的政策环境。第二阶段枢纽功能形成

期，到 2025年相继建成投用第三、四条跑

道，建成南货运区、T3航站楼、东交通中

心等设施，空铁联运高效运行，形成比较完

善的航空货运生态体系。第三阶段枢纽功能

完善期，到 2035年机场基础设施逐步形成

终端规模，以发展质量、运行效率和服务水

平为导向，全面建成辐射全球的航空网络和

空地联运一体化的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体系。

战略重点涉及提升能力、完善服务和强

化支撑三大领域的八项重点任务。在基础设

施方面，完善机场跑滑系统规划建设，推进

货运设施集中布局，提高货运设施集约、高

效和智慧发展。在空域和空管方面，按照满

足多跑道高效运行的需要，构建“八进八

出”的进离场航线格局，推进相关空管保障

能力建设。在运输服务方面，发挥郑州综合

交通区位优势，重点针对冷链、快件、供应

链、跨境电商等高附加值、高增长货运新兴

市场需求，构筑空地融合、专业高效、辐射

全国，联通全球的货运服务体系。在政策环

境方面，突出对货运航权开放、便利化通

关、多式联运等政策机制的设计。在航空经

济方面，充分发挥郑州机场平台功能，加快

打造跨境电商物流分拨中心、国际交易中

心、供应链管理中心和金融结算中心，建设

中国面向全球E国际贸易的桥头堡。

(胡华清)

东京都市圈货物流动调查的经验与借鉴东京都市圈货物流动调查的经验与借鉴

货运交通作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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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交通规划中的短板。

过去 30 多年在城镇化和机动化的背景下，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主要是围绕引导城市

客运健康发展而展开，不仅形成了系统性的

规划理论，也建立完善了居民出行调查体

系，为客运交通规划提供了定量研究基础。

相较之下，货运交通长期受重视程度不足、

基础薄弱、规划研究滞后于行业实践。面对

党的十八大以来物流业的飞速发展，货运规

划严重缺位，导致政府在设施投放和行业管

控中被动适应而难以做到主动引导，严重影

响了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健康发展，实际中

遇到了诸多问题。

造成规划“失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基

础数据缺乏。现有对货运交通发展规律的观

察仅能通过宏观统计或专项的、碎片化的数

据，如铁路公路运输量、货车GPS数据等，

对认清货运交通发展规律，进而支撑定量的

分析预测差距巨大。货运活动的主体是不同

产业类型的企业，要掌握货物流动的一手数

据，应面向货运需求的生成方组织更具针对性

的调查统计工作。目前中国尚未开展以企业

为对象的货运调查，仅北京等个别城市有初

步尝试，货运信息封闭在企业自身的闭环之

中，严重制约了货运交通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日本很早就开始了货运调查的工作，东

京都市圈货物流动调查的经验为中国开展城

市货运调查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概述概述

东京都市圈货物流动调查 (以下简称

“调查”)由东京都市圈交通规划协会执行，

该协会同时也执行着都市圈居民出行调查，

以便将客、货相结合，用更综合的视角来解

析都市圈交通发展面临的问题。其中，货物

流动调查始于 1972 年，每十年组织一次，

目前已开展到第 5次(2013年)。值得一提的

是，日本国土交通省同时还组织全国层面的

货物纯流动调查，用于支撑宏观货运政策的

顶层设计。

调查方法调查方法

1）基本概念。为便于理解，首先解释

货物纯流动量和总流动量的定义。货物纯流

动量是指不计运输过程中的转运，货物从发

货地到收货地的运输量，类似居民出行调查

中一次出行的概念；货物总流动量是计入货

物在不同设施、不同方式间转运的累计运输

量，类似居民出行链的概念。

2）调查范围。与居民出行有明显差异

(1日通勤通学范围)，货物流动与城市产业

活动密切相关，呈现为都市圈或更大范围组

织的区域性特征，因此城市货运调查的范围

应依据产业活动的空间组织范围划定。以东

京都市圈调查为例，调查范围涵盖了东京

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以及群马南

部、茨城中部、历木南部地区在内的东京都

市圈，较居民出行调查范围更大，原因是自

北关东高速公路以后，群马南部、茨城中

部、历木南部等地区的制造业与首都圈的物

流关联性显著加强，因此调查范围扩大到了

上述地区。

3）调查对象与抽样。东京都市圈货物

流动调查的主体是不同产业的“事业

所”——指有实际货物进出货需求的工厂、

店铺这类场所。

相对于居民出行调查基于家庭的均匀抽

样调查，货运调查对象在规模、货类、货运

发生量等方面内部差异巨大，因此对象的选

取更加复杂。为保障抽样的效率，调查对象

首先进行了产业类型上的选择。回顾东京都

市圈的 5次调查可以发现，前两次调查是面

向全行业展开的，从第 3次调查开始，剔除

了农业、矿业等货物流向比较稳定的产业；

同时，剔除了货物进出量较少的产业，如金

融业、公共服务业等。其次，相同产业内依

据货运密集程度进一步筛选调查对象。东京

都市圈货物流动调查将事业所界定为“物流

相关设施”和“物流非相关设施”两种形

态，“物流相关设施”一般指工厂、配送中

心、仓库等形态的事业所，其进货出货量

大、频繁，对此类事业所采取全样调查；店

铺和事务所等形态的则属于“物流非相关设

施”，考虑到此类事业所也存在一定的货物

进出需求，采取随机抽样方式。

4）调查体系。调查内容是以指导都市

圈货运规划和政策制定为出发点，面向都市

圈货运组织的全过程，紧扣货运交通发展的

焦点问题来设计，共分为主调查和补充调查

两部分。主调查以获取事业所(物流设施)的

基本特征、货物进货出货量、货物运输的

OD数据(纯流动OD量和总流动OD量)为核

心；补充调查是在主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具

体问题设置的补充性调查，包括企业问卷调

查、大企业意愿调查、大型货车行驶轨迹调

查和末端物流(城市配送物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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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由东京都市圈交通规划协会整

理并发布货物流动调查报告。目的是总结货

物流动特征与动向，基于货运交通视角探讨

城市规划及交通发展的课题和对策建议，例

如临海部、郊外部大型广域物流设施的用地

供应策略问题；构建供货车运行的交通网

络，兼顾运输效率和减少城市环境影响；与

城市运行一体化的配送物流发展策略；灾害

发生下的物流保障预案等。

实现客货交通的双轨并重、协调发展是

今后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打破货运

基础数据匮乏的壁垒，提高城市货运交通规

划与政策引导的精准度，应尽早将货运调查

纳入城市交通调查体系，形成定期的、规范

的货运调查统计制度，为城市货运交通规划

决策提供依据。

(赵莉)

关于北京市建设新物流体系的思考关于北京市建设新物流体系的思考

经过 20 多年的快速发展，物流业已成

为首都经济领域中需求最旺盛、发展最活跃

的产业之一。然而，北京市物流体系处于相

对原生态和低效自平衡的发展状态，发展质

量、环境和交通问题突出，难以满足服务

“四个中心”的城市发展要求。

摊大饼式的基础设施架构造成资源浪

费。从国际大城市发展规律看，综合性物流

园区 (物流、基地)、物流中心 (枢纽、货

场)、配送中心、末端网点四层级物流体系

比较符合北京情况。然而，除四个物流基地

外，其他各级物流设施规划的实现率不足

50%，大量集体用地自发成为物流节点，形

成摊大饼式的土地利用形态，导致物流运输

的扁平化特征明显，产生资源浪费，导致

2010—2017 年公路货运量下降 14%的情况

下，货车规模增长了52%。

先天不足的土地使用模式导致物流设施

低效蔓延。大量集体用地以租赁形式提供给

物流企业，削减了物流运营主体企业投资建

设的意愿。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单位

物流用地的物流总额近 15年翻了一倍(年均

增速达到5%)，但从容积率上来看，全市物

流设施容积率仅为 0.57，相比日本 2~3的容

积率仍然差距明显。

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物流体系加剧了拥

堵和环境问题。北京市位于全国公路网的核

心位置，2017年北京市货运量中公路运输比

例高达81%，全市物流用地也主要围绕高速

公路和快速路建设，引发了交通拥堵和环境

污染。污染物排放模型分析数据显示，北京

市夜间NOX排放强度为 6.4 t·h-1，比白天高

出 19%，主要是由于夜间货车流量较大，

0~6时的货车车公里数(VKT)占全天 24小时

的40%左右。

尽管北京市货物运输结构与以第三产业

为主的货运需求多样性强、时效性强、零散

性强的国际大城市呈现类似特征，但北京市

部分铁路适运货类仍有较大潜力。以商品车

为例，北京铁路运输比例仅为 5%，较全国

主要城市 20%的平均水平和国外典型城市

40%~60%的优秀水平具有明显差距。其主要

原因，一是由于铁路与生产企业空间分立，

实现大规模转运成本较高，以长安汽车为

例，与铁路站间 4 km的公路接驳导致铁路

运输较公路运输成本高出 300元·辆-1。二是

物资密集型工业或物流业在选址时未充分考

虑向铁路通道附近布局，导致铁路通道与商

贸需求未能融合发展。

物流相关资源分配不尽合理，优质企业

生存艰难。长期以来，相关管理部门在分配

物流企业发展所需的土地空间、道路通行等

资源方面，容易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较

少以质量和效率为原则向优质企业倾斜。以

运输环节为例，优质高效的专业运输企业业

务量占比不足 20%(按照国际经验该比例宜

在 80%以上)。其后果是获得资源的低端企

业“吃老本”，新兴的优质企业进不来。北

京货运城区通行证现状情况显示，全市营运

货车每百车持有率11张，但京东、顺丰平均

每百车 2张；从设施来看，高效集约多层仓

配一体设施难觅踪迹，平地大院的货运停车

场遍地开花。

基础资源匮乏，管理部门“盲人摸

象”。目前北京市物流体系处在大变革的关

键历史时期，亟须相关管理部门统一认识，

基于精准的定量分析合理配置相关资源。但

与客运相比，北京市物流数据基础薄弱，分

析体系有待完善，各部门掌握部分碎片化的

数据信息，基本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

未来北京市物流发展趋势主要包括：一

是全市总体物流需求的体量还会持续增长，

特别是生活性物流仍将保持较大体量，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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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物流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呈下降趋势；

二是区域集散功能疏解外移成必然，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使大型物流设施的跨行政区域

联动发展成为可能；三是未来物流用地的严

约束、物流设施的高成本和物流需求的高响

应需求将倒逼市场选择高效物流模式，高水

平优质企业需发挥骨干力量；四是空气质量

的刚性约束将为公铁融合发展和多式联运运

输模式提供巨大的动力和发展环境，多方式

的合理分工合作将成为运输环节主要特点；

五是“竞好驱次”的物流发展环境很难依靠

市场机制自发形成，政府需在物流体系转型

期发挥关键引导作用。

为充分把握外部政策环境驱动和内在发

展动力成熟为北京市物流体系重构提供的千

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应着力推动以下四方面

工作，以构建集约高效、结构合理、绿色环

保的北京新物流体系。一是重塑四层级的物

流设施体系。以规划为抓手，落实“大型综

合物流园区(物流基地)+物流中心+配送中

心”+“末端网点”的“3+1”城市物流节点

网络体系，通过总规、控规、详规等约束和

落实四级物流设施用地。二是打造公铁融合

发展的物流通道。以推进铁路枢纽通道与城

市产业带空间融合发展为抓手，打造产业和

铁路物流通道集聚融合，显著提升适合产业

铁路连通度。三是建立效率为导向的资源分

配规则。在大数据环境下建立以效率为导向

的资源分配机制，通过土地、资金和通行权

等相关资源优先向优质企业倾斜，鼓励优质

企业发展和效率持续提升，带动共同配送、

多式联运高效模式形成规模。四是构建基于

多源大数据融合的决策支撑体系。立足物流

规律，可实现货运发展分析和预测，支持物

流关键决策的系统性数据分析，为城市物流

体系的科学决策和精细化管理提供基础，解

决“盲人摸象”问题。

(刘莹)

武汉城市圈多式联运发展的任务与实践武汉城市圈多式联运发展的任务与实践

多式联运是按照多式联运合同，以至少

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将

货物从接管地点运至指定交付地点的货物运

输。多式联运经营人是指与托运人签订多式

联运合同并以承运人的身份对运输过程承担

全程责任的当事人，严格意义的多式联运是

一个经营人一票到底全程负责。多式联运的

本质是对物流资源的整合，宜水则水、宜陆

则陆，通过发挥多种运输方式的组合效率来

实现降本增效，它是一种高阶形态的运输

组织方式，是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具体

体现。

武汉城市圈是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战略的重要支点，是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根据《武汉城市圈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实施方

案》，开辟多式联运走廊和构建多式联运体

系，是综合试点试验的重点任务和改革措施

之一。

武汉城市圈发展多式联运具有较好的基

础。首先产业支撑有力，武汉城市圈不到湖

北省 1/3的面积，GDP占全省 60%，已形成

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

材、化工等产业集群，对多式联运有较强的

物流需求。其次是综合交通优势突出，铁路

网络干支衔接，水运资源通江达海，公路枢

纽高效便捷，航空优势蓄势待发。

武汉城市圈多式联运发展将按照武汉打

造国家物流中心、鄂州打造“中国孟菲斯”

的战略目标，通过搭建武汉城市圈多式联运

体系，带动宜荆荆、襄十随联动发展，共同

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形成串联

成渝城市群、长三角，融合“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的多式联运战略纽带。重点是打

造两个核心：将武汉打造成为全国铁水联运

中心，鄂州打造成为国际航空货运中心。依

托黄石和黄冈两个支点，通过便捷的铁路、

水运站场，融入沿长江物流大通道、京广

(九)物流大通道。开展三大业务：以武汉阳

逻港、黄石港为主，重点发展集装箱铁水联

运业务；武汉天河机场、鄂州顺丰机场重点

发展陆空联运业务；以天门、仙桃、潜江地

区作为武汉阳逻港、黄石港喂给，重点发展

“江海直达”水水联运业务。形成四个体

系：沿长江铁水联运体系、沿汉江铁水联运

体系、陆空联运体系和公铁联运体系。

如何构建这样一个体系，要从通道、枢

纽、组织模式、运营主体、信息化等几个方

面加强。一是加快构建城市圈多式联运主通

道。提升武汉至上海江海直达和内河运输航

线质量，拓展中欧班列(武汉)通达节点和货

源地，完善联运枢纽的集疏运体系，打造便

捷、高效的对外开放大通道。二是构建核心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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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联运枢纽。优化联运枢纽功能布局，打

造联运核心枢纽，以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

中心为重点，加快推进武汉、黄石等港口群

建设，新增部分铁路场站集装箱办理功能。

三是推广先进运输组织模式。推广散改集、

驼背运输、双层集装箱运输、零担铁公空联

运等多个方面试点示范工程。开通武汉、鄂

州至武汉城市圈主要城市的干线运输卡车航

班；探索建立武汉城市圈“挂车池”，在城

市圈各城市之间开展挂车租赁、挂车互换等

业务。四是提升多式联运装备现代化水平。

推广国际标准集装箱、航空集装箱、托盘等

标准化装载单元应用，推广智能化、自动化

码头建设，推广公铁两用挂车、AGV无人

集卡车的应用，支持港口空轨智能集装箱系

统与装备的研发应用等技术创新。五是培育

多式联运企业主体。积极培育本地多式联运

经营人，与外部协同合作参与联运业务，搭

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孵化平台。六是推动多

式联运信息化建设。在整合不同运输方式信

息(车、船、货)、海关、检验检疫等通关信

息的基础上，建立面向客户的城市圈多式联

运公共信息平台。

目前武汉(依托阳逻港)和黄石(依托黄石

新港)的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在稳步推进。武

汉市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的总体设想是一线串

珠、两路贯通、三位一体，通过铁路专用线

连接三个枢纽站场，实现铁路班列与水运班

轮的无缝衔接，衔接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

路”，实现基础设施、运营主体、信息管理

三个一体化。运营主体是长江新丝路国际物

流(武汉)有限公司，通过流程再造和创新货

运组织，形成多条示范线路，提供“一单

制、全程负责”的“门到门”多式联运服

务。截至2018年9月，铁水联运一期联运量

突破 2.5万标箱，其中上海—武汉—川渝线

路运量占比达到70%，主要缓解三峡船闸通

行压力和枯水期中上游通航能力受限问题；

上海—武汉—陕西、新疆线路运量占比约

20%，主要运送食用油、石材等物资，并开

通了铁水联运一期至十堰以及其他点对点

班列。

黄石市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的总体设想是

一个中心、三条主线、一港双园、港园一

体，以黄石棋盘洲港区为多式联运的中心，

打造一条“港到门”铁水联运线路、一条

“港到门”公水联运网络甩挂线路、一条

“港到站”长距离铁水联运线路。运营主体

是由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息

互通、调度统一、库场共享、设备共用的一

体化运作，形成港区与铁路物流园、港口物

流园的联动发展。截至2018年9月，已开通

成都、重庆、河南到黄石的铁水联运班列，

累计开行 47列(联运箱量 2 340标箱)，黄石

新港至上海外高桥港、洋山港始发班轮 116

趟(运输集装箱6 913标箱)。

武汉城市圈多式联运实践成果喜人，未

来将继续按照任务要求，进一步完善通道和

枢纽，积极培育运营主体，打造国家多式联

运中心和示范区。

(王军丽)

城市货运与城市健康发展理念上的五城市货运与城市健康发展理念上的五

点共识点共识

城市货运与城市健康发展城市货运与城市健康发展，，应该两者兼顾应该两者兼顾

城市货运是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保障城市生产生活高效运转，

促进城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关键因

素。就当前发展来看，不合理、不科学的城

市货运发展给城市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包括对城市客运交通的干扰、造成的交通拥

堵和交通安全问题、交通噪声等环境污染问

题等。

需要科学统筹、融合兼顾两者的创新发

展，才能改善现有矛盾和问题，实现城市货

运与城市健康发展的双赢。一方面既要改变

城市自身的发展，也要改革创新货运物流企

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既要适应城市客运交通

需求的变化，也要适应城市货运交通的发展

需求和特征，处理好客运与货运协调发展的

问题。

成本问题是贯彻货运物流发展规划全过成本问题是贯彻货运物流发展规划全过

程的核心问题程的核心问题

无论是货运物流园区、货运物流场站设

施的布局和选点，货运物流的短驳和多式联

运，还是货运物流的交通组织与管控、相关

配套设施和服务，关键在于货运物流运输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综合成本，需要围绕成本的

精确计算才能做好每一个环节的货运物流设

施建设和发展等相关工作。

科学谋划和应对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给科学谋划和应对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给

货运物流体系带来的新特征和新趋势货运物流体系带来的新特征和新趋势

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信息技术的日新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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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异，各种工程建设和交通运输新技术的日

益成熟，将给城市的货运物流体系发展带来

更多的可能性和新的发展特征及趋势。例如

货运物流的末端服务，原来是自己去商店购

买，现在是足不出户，吃、住、用的任何物

品都可以直接送到家庭；随着相关技术的不

断优化发展，货运物流的转运方式、通关效

率等都将创新和变革。适应这些货运物流新

技术的创新发展，我们应做好科学的谋划和

积极的应对。

技术基础数据的来源和获取技术基础数据的来源和获取，，也是工作也是工作

的关键的关键

货运物流技术基础数据的来源和获取是

一个特殊的矛盾，从数据的范围来看，既有

城市的，又有跨行政管辖范围区域性的、都

市圈的；从数据的出处来看，既有政府部门

的，又有货运物流相关企业的；从数据类型

来看，既有静态的，又有动态的。总体来

说，当前货运物流技术基础数据来源和获取

还是存在诸多问题和壁垒，我们应该立足有

解决问题和破除壁垒的决心和信心，即使做

不到也应该明确拿出意见，提出方案努力践行。

需要适应需要适应““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实等国家战略实

施施，，谋划好新型货运物流枢纽发展模式谋划好新型货运物流枢纽发展模式

中欧铁路的开通、今后的中孟缅走廊

等，实际上改变了内陆货运物流运输体系，

这就是内陆港体系。所谓内陆港体系，就是

把边境的“三关一检”拿进来，在内陆城市

就可以实现“过关”，这个体系会对“封

关”城市自身，以及周边城市和地区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倡议实

施建立内陆港体系，将极大地促进内陆城市

群发展，并对区域货运物流体系的发展带来

更多创新和变革的要求。例如重庆、武汉、

南京、上海这四个城市原来是长江水运的关

键点，如果建立长江经济带水运体系，如何

搞联运？实际上，就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货

运物流枢纽发展模式，城市应该主动提前谋

划好，为他提供什么，做好什么准备。

(汪光焘)

(上接第108页)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王静，刘剑锋，马毅林，等. 北京市轨道交

通车站客流时空分布特征 [J]. 城市交通，

2013，11(6)：18-27.

Wang Jing, Liu Jianfeng, Ma Yilin, et al. Tem-

poral and Spatial Passenger Flow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t Rail Transit Stations in Bei-

jing[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13, 11

(6): 18-27.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城市轨

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R]. 北京：中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5.

[3] Cardozo O D, García-Palomares J C, Gutiérrez

J.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

gression to the Direct Forecasting of Transit

Ridership at Station-Level[J]. Applied Geogra-

phy, 2012, 34: 548-558.

[4] Jun Myung-Jin, Choi Keechoo, Jeong Ji-Eun,

et al. Land Use Characteristics of Subway

Catchment Area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Sub-

way Ridership in Seoul[J]. Journal of Trans-

port Geography, 2015(48): 30-40.

[5] Sohn Keemin, Shim Hyunjin. Factors Generat-

ing Boardings at Metro Stations in the Seoul

Metropolitan Area[J]. Cities, 2010, 27(5):

358-368.

[6] Zhao Jinbao, Deng Wei, Song Yan, et al. What

Influences Metro Station Ridership in China?

Insights from Nanjing[J]. Cities, 2013, 35:

114-124.

[7] 王淑伟，孙立山，郝思源，等. 基于精细化

用地的轨道客流直接估计模型[J]. 交通运输

系统工程与信息，2015，15(3)：37-43.

Wang Shuwei, Sun Lishan, Hao Siyuan, et al.

Station Level Transit Ridership Direct Estima-

tion Model Based on Precise Land Use[J].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Engineer-

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 15(3):

37-43.

[8] 孙瑞山，吴迪.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民航安

全组织因素实验研究[J].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18，18(4)：379-384.

Sun Ruishan, Wu Di. Experimental Investiga-

tion on the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f Civil

Aviation Safety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

ing, 2018, 18(4): 379-384.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