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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23个国家物流枢纽

天津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太原陆港型 （生产服务型） 国家物流枢纽

乌兰察布—二连浩特陆港型 （陆上边境口

岸型） 国家物流枢纽

营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上海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南京港口型 （生产服务型） 国家物流枢纽

金华 （义乌） 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赣州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临沂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郑州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宜昌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长沙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广州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南宁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重庆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成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西安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兰州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乌鲁木齐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宁波—舟山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厦门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青岛生产服务型 （港口型） 国家物流枢纽

深圳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为物流降成本提效率

何为“国家物流枢纽”？
据介绍，物流枢纽是集中实现货物集散、存储、分

拨、转运等多种功能的物流设施群和物流活动组织中
心，而国家物流枢纽则是物流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是
辐射区域更广、集聚效应更强、服务功能更优、运行效
率更高的综合性物流枢纽，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关键
节点、重要平台和骨干枢纽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物流业发展迅猛，南北各地已形成一
批枢纽。不过，要支撑物流业再上台阶，目前这些物流
枢纽还存在许多不足。

“90后”快递小哥小赵是浙江义乌人，在家乡从事物
流行业工作已有7年，日常工作就是揽件、发货，把义乌
小商品发往全国各地。“义乌是‘世界小商品之都’，这
里的商品物美价廉，靠进出口贸易吃饭的人非常多，在
街上走一圈，外国人比中国人还要多，物流业也特别发
达。”小赵介绍。不过，在小赵看来，义乌虽然已经是有
相当规模和国际知名度的物流枢纽，却始终存在物流基
础设施跟不上、效率有待提升的问题。“道路拥堵，环境
脏乱差，进货发货不是那么井井有条。”小赵说。

物流企业的感受更明显。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敬泉说，物流行业依然面临着“小散
乱差”的现状，运输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企业物流成本
居高不下。“物流行业供需两端存在着错位，造成了很大
浪费。”李敬泉说。

国家物流枢纽的规划和建设，正是为了化解这类矛
盾，提升物流业的整体效率。“国家物流枢纽是交通与产
业协同的催化剂、各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的黏合剂和物
流资源集约整合的加速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将分 3 个阶段实施，
2019—2020年为起步建设阶段，到2020年建设30个左右
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现代化运作水平较高、互联衔接紧
密的国家物流枢纽；2021—2025 年为加速建设阶段，到
2025年布局建设150个左右国家物流枢纽，2026—2035年
为综合提升阶段，基本形成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
国家物流枢纽网络。

23个物流枢纽首批入选

首批入选国家物流枢纽的23个地方引起广泛关注。
为什么是这 23个？有什么样的特点？国家发展改革

委经济贸易司负责人介绍：“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在区域、
类型分布上总体均衡。”

看区域分布——东部地区 10 个、中部地区 5 个、西
部地区 7 个、东北地区 1 个，23 个物流枢纽覆盖了中国
东、中、西部。半挂式卡车司机杨学伏多年来一直往来
于各地的物流枢纽，他发现，名单中有 12个枢纽位于中
西部，“中西部物流主要靠公路货运，国家重视中西部物
流枢纽建设，对司机群体来说是好事。”营口市民王先生
看到家乡作为名单上唯一的东北城市入选，倍感自豪。

“我们这里百年前就是东北的重要出海港口，比大连发展
得还要早，现在是‘北粮南运’集散地。这次入选，中
央和省里肯定会加大资金投入，对营口现有的路网基建
改造升级，这样普通市民的生活也会改善。”

看 类 型 分 布——23 个 枢 纽 涵 盖 了 陆 港 型 、 港 口
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
岸型 6 种类型。其中港口型和陆港型数量最多，分别有

9 个和 8 个。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中，既有天津、舟山
这样的海运港口，也有南京、重庆这样的内河航运港
口，陆港型国家枢纽则覆盖了中西部几个重要省会城
市。引人注意的是专门服务于生产、商贸的物流枢
纽。对于义乌入选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小赵非
常兴奋。在他看来，义乌是名单上唯一的县级行政区
域，作为全国知名小商品的批发集散中心，这次入选
将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也会让他这样的物
流行业从业者直接受益。

看枢纽自身禀赋——既有营口、临沂、赣州这样的
新兴城市，又有上海、深圳、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还
有二连浩特这样的陆上边境口岸。“二连浩特是首批入选
国家物流枢纽的唯一口岸城市，像之前比较热门的霍尔
果斯、凭祥等地这次还没有入选。”在内蒙古二连浩特、
满洲里等地从事中俄蒙边贸生意多年的北京人老许，看
到二连浩特这次入选，他敏锐地捕捉到新机遇的气息。

“蒙古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铁路是宽轨，火车进出国境要
在这里换轨，一方面增加了成本，另一方面也给地方发
展带来了机会。”老许介绍，他在本地除了从事边贸生
意，还经营仓储、运输等相关产业，期待“借着政策东
风，未来如果能在这里建设集装箱物流园，一定会产生
良好的经济效益。”

不仅是流转中心，还将成为商贸中心

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如何建？
记者了解到，名单出台后，首批入选的城市正摩拳

擦掌，准备大展身手。
以天津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为例，面向新定位，天

津提出在多方面发力，推动港口转型升级。具体包括，
以集装箱、商品汽车滚装和邮轮运输为重点，提升航运
中心功能，调整运输结构；以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
铁”为主攻方向，不断完善港口综合运输网络，积极推
进港内铁路设施建设，减少公路运输量，大幅提升铁路
运输比重；优化港城道路交通组织，逐步形成港城分
离、客货分线、廊道复合的疏港通道布局。天津确定的
目标是，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为抓手，使天津港到
2035年“成为繁荣创新、港城协调的世界一流国际枢纽
港和‘一带一路’航运资源配置中心，世界一流的智慧
港口、绿色港口”。

湖北物资流通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陈方健认为，在确
定23个国家物流枢纽的基础上，应当合理规划物流基础
设施的网络体系，建设具有多式联运功能、能支撑区域
经济发展的综合物流枢纽设施，提升现有物流基础设施
之间的配套性、兼容性，形成高效、顺畅、便捷的总和
物流运输网络。物流枢纽既着眼于本身功能健全、货物
集聚，还在于联通彼此，聚合成网。

而一线物流人员更看重成本能否实实在在降低。杨
学伏说，很多大型物流枢纽配套设施不足、收费高，“有
的设施很漂亮很高档，但司机们用不起。越是大型的物
流枢纽，越是要抢车位、抢卸货，进场、装卸货、拆挂
车，样样花钱多。”《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 提
出，要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甩挂运输，提高拖挂比 （即
牵引车与挂车数量之比），特别是“支持具备条件的国家
物流枢纽建立‘公共挂车池’，发展甩挂运输，试点开展
滚装运输。”杨学伏希望这一举措能够尽快落实，使自己
这样的长途挂车司机真正受益。

中国物流技术协会副会长王继祥指出，物流枢纽的
发展最忌讳枢纽中的各种“流”一流而过，不能浇灌当
地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使枢纽区域仅仅是货物流转中
心，而不是商贸中心、产业中心。“要通过大网络、大通
道、全链条和新模式，按照产业要素聚集、产业链培
育、产业体系服务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有序推动经济要
素在特定点上有目的地、可辐射地，最终可以形成规模
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聚集。”王继祥说。

到2020年中国将布局建设约30个国家物流枢纽——

物流枢纽，让货物跑得更顺畅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观）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召
开移动支付便民工程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指出，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取得显著成绩，但仍
存在一些痛点、难点问题。下一步，要始终坚守“支付为
民”，秉承开放、合作、创新、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便民
工程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一是
坚持党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继续将便民工程作为“一
把手工程”抓实、抓透；二是坚持合力共建，加强与相关
部门、地方政府和产业各方的协作，找准便民工程的“共
鸣区”和“合作点”；三是坚持普惠宗旨，着力服务民生
领域，不断提升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的移动支付服务
便利化水平；四是坚持底线思维，加强交易监测和风
险识别，对风险隐患早研判、早介入、早化解。

近年来，人民银行统筹协调商业银行、非银行支
付机构、中国银联等产业各方，组织开展移动支付便
民工程。经过两年的发展，便民工程范围已由 2017年
的 19个城市扩大至全国，并向县域及农村地区纵深发
展，人民群众的支付服务需求得到较好满足。目前，
银行业统一APP“云闪付”用户数已突破2.2亿，与各
银行、支付机构移动 APP 共同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
移动支付服务供给体系；移动支付商户超过 2100 万
户，支付环境日趋完善；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广泛渗透
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已覆盖29个城市地铁、96个
重点城市以及逾千个二级地市县区公交，支持 1656所
高校、200多个城市共2000余项公共事业缴费项目使用
移动支付，便民惠民水平明显提升。

移动支付便民工程扩大至全国

浙 江 义 乌 国
内公路港物流中
心今年正式启用
运行，成为全国单
体面积最大的物
流枢纽项目，设施
功能布局一流。

上图： 浙 江
义乌国内公路港
物流中心全景。

下图： 货 车
排队即将进场。

吕 斌摄
（人民视觉）

“江浙沪包邮”“生鲜次日
达”“跨省次日达”——今天，
中国快递运输的速度不断刷新。
这既是快递小哥“快马加鞭”跑
出来的，更有赖于背后发达的物
流网络。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
通运输部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
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确
认首批共23个物流枢纽入选国家
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同时明确到
2020年要布局建设30个左右国家
物流枢纽。

国家级物流枢纽将扮演什么
样的角色？会给生产生活带来哪
些改变？首批23个入选枢纽有什
么特点？

1999年12月1日，福建武夷山作为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
来，武夷山市本着“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科学规
划，适度开发，统一管理，成功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图为冬日的武夷山景区竹筏码头。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武夷泛舟入画来

链接

本报上海12月2日电（记者巨云鹏） 2日，在上海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三楼外国人办证业务受理大
厅，“外国人工作、居留单一窗口”正式挂牌启用。通
过窗口整合、业务流程再造，原本属于上海市公安局
与上海市科委 （市外国专家局） 的窗口业务成功整合
成“一窗受理、一并发证”的“外国人工作、居留单
一窗口”。

“单一窗口”启用后，符合A类工作许可证申请条
件的外籍人才可在“单一窗口”同步提交工作许可和
居留许可申请，上海市外国专家局和上海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协同审批通过后，申请人可在规定时间内
同时领取两个证件。

按原流程，外国人需先后至上海市外国专家局和

出入境管理局申请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审批时限分
别为 10 个工作日和 7 个工作日。现在由串联申请升级
至并联申请，且实施协同审批后，外籍人士只需7个工
作日即可完成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的申请流程。

启用当天，现场有不少外籍人士咨询了解这一最
新举措。据了解，下一步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科委

（市外国专家局） 将在全市出入境窗口完成工作许可
和居留许可受理窗口“一门式服务”的整合，以及工
作、居留网上预约平台的搭建启用，实现线上服务和
线下终端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为企业和群众办事

“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让来沪工作
的外籍人士享受到更加便利快捷、优质高效的办证
服务。

上海启用“外国人工作居留单一窗口”上海启用“外国人工作居留单一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