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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运输走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标志，并且理论家和整个领域的从

业人员（从物流师到政治科学家）都常用这个词。尽管为解决经济和

政治问题而增加交通运输互联互通的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正

是21世纪10年代国际运输走廊已成为学术界和决策者日益关注的

焦点。

国际运输走廊在欧亚大陆变得尤为重要。考虑到该地区许多国家

固有的大陆性，发展国际运输走廊已成为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力，成

为有效融入世界经济和价值链的一种方式。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

为欧亚大陆国际运输走廊的建设和实际投入提供了最重要的推动

力，2015年这证实了将欧亚一体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结合起来的愿

望。因此，正是成为国际运输走廊增加欧亚空间的连通性，经济增长

点以及空间本身“组装”在一起的旗舰。

铁路在欧亚国际运输走廊起着关键作用。由于交付的速度和可靠

性，铁路运输正在成为海上运输（速度优势）和航空运输（成本优

势）的竞争者，从而将货运量拉到大陆路线上。对此的其他激励措施

是欧亚国家对欧亚国际运输走廊长期发展的承诺以及商业合作。

尽管近年来交通运输朝着中国-欧洲-中国的方向快速增长，但出乎

许多专家的意料，保持这种动态仍需要采取许多步骤。首先，走廊的

稳定性和国民经济的利益取决于国际运输走廊与区域（国家）运输

和物流基础设施的互连程度。其次，有必要补充纬度（东-西）和子午

线（南-北）走廊。第三，货运量的增加将加剧各种路线之间的竞争，

主要是在东西走廊的中部和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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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技术的潜力，欧亚空间运输物流的战略建设以及减少制度

和交易壁垒的战术解决方案，将有助于东西向货物运输的进一步稳

定发展。但是，必须考虑来自替代路线的竞争，围绕既有路线已发展

的优势和某些替代路线的互补性制定战略。

这项工作是研究欧亚国际运输走廊的第一部分，致力于东西向的纬

度路线及其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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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运输走廊：利弊
国际运输走廊讨论中的关键概念是时间和空间。建立运输-物流走

廊是克服客观的物理，政治和经济限制（特别是欧亚空间固有的限

制）的方法之一。克服空间和压缩时间的工具是减少制度和交易障

碍，使用现代数字技术以及国际和国家机构以及工商界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运输走廊的本质是创造一种透明的可预测的环境。根

据其中一个定义，运输走廊是一组协议，旨在改变特定区域内流动

的速度和方向。根据联合国的定义，运输走廊也是一组规则，用于管

理沿特定路线的货物运输和过境，并由成员国签署的合同支持。对

运输连接性的投资降低了企业成本，产生了协同效应，并成为地区

发展的驱动力。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是为国际运输走廊提供实用内容

的关键因素。

国际运输走廊在欧亚大陆尤为重要，欧亚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大陆

诅咒”。因此，在所有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中，只有俄罗斯有出海通道

（里海不是这样），中亚各国家的首都都距大海1300多公里。由于

人口密度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低，集中效应有限和规模经济，经济

和地理位置对欧亚国家的发展提出了特殊的挑战。根据一些估计，

大陆性因素使该国的增长率降低了1.5https://ru.valdaiclub.com/

files/17984/％。因此，创建和扩展国际运输走廊是欧亚大陆国家对

大陆局势挑战自然而必然的反应。

同时，大陆性促使国家之间建立更强有力和更长期的协议。陆上运

输和物流链的重新定位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投资。这首先将国际运输

走廊成员国组织可理解的长期监管规则的问题放在首位。此外，运

输走廊越长，围绕它建立的经济联系就越稳定和牢固。这方面的一

个例子是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不仅是生产中心而且国家都围绕着

它建立。

https://www.files.ethz.ch/isn/19390/wp53.pdf
https://gfptt.org/node/65?page=1
https://ru.valdaiclub.com/files/17984/
https://ru.valdaiclub.com/files/1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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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和联盟而言，国际运输走廊是加入世界经济，运输和物流联

系，统一市场的一种方式。根据世界银行关于运输走廊的好处的文

献调查，有关该主题的出版物中有61％优先考虑将增长福利作为运

输走廊的最终结果。但是，加强运输走廊并提高其竞争力需要多样

化的方向和明显的影响，利于走廊沿线国家的实体经济。

在与运输走廊相关的主要问题中，文献提到了领土发展中的生态恶

化和不平衡。第一种情况，如上所述，建立运输走廊会导致温室气体

排放量增加和森林遭到破坏。第二个因素是发展的不对称性，这是

由于选择的方向拉动交通运输而损害他人的利益，以及国家及其行

政部门为通过其领土转移货物的权利而进行的自然斗争，因此获得

了大规模投资并创造了增长点。

与欧亚空间的项目有特殊联系时，经常会出现政治方面的问题以及

建立地缘政治构造的问题。在创建国际运输走廊时，政治或经济问

题的首要地位是政治科学家与运输和物流业从业者之间长期存在

的争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南北走廊的政治组成部分导致专

家进行频频辩论。但是，正是政治协议赋予规则必要的稳定性和可

预测性，例如在欧亚大陆中国-欧洲-中国的过境路线中。

货物流的重新定位和污水处理旨在解决州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

中国在增加通过大陆路线运输的货物流动并为货物运输提供补贴

方面的最重要动机是，现在是并且是西部和东北省在经济上一直落

后，协调内部发展。对于俄罗斯而言，将商品流拉到大陆的纬度路线

是一个使经济联系多样化，为远东吸引投资的机会，也是转向东方战

略部分。对于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这是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外国投资。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9212/WPS8302.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9212/WPS8302.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9212/WPS8302.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9212/WPS8302.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ru.valdaiclub.com/a/books/k-velikomu-okeanu-sbornik/
https://ru.valdaiclub.com/a/books/k-velikomu-okeanu-sbor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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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期利益，过境路线应有助于解决运输和物

流基础设施的内部问题， 经济的集装箱化，管理，建立区域间联系，

包括在欧亚经济联盟空间内。因此，过境物流问题应与区域间相互

作用，建立经济增长点以及改善监管和基础设施现代化联系起来。

过境是出口运输服务。也就是说，商品流动的重新定向导致某些地

区获得绝对利益，而其他地区却经常衰退的情况。许多拥有发达交

通走廊的国家从运输走廊中获得了大量财富。在荷兰，过境占服务

出口总额的40％。除了繁荣以外，运输走廊还促进了基础设施的更

新，其他运营商也使用了基础设施。

发展国际运输走廊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纬度和经度走廊相结合。这

里的结合点是伊朗，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穿过伊朗。这样的配对将有

可能将中国的货流与潜在的印度货流结合起来，刺激额外的投资并

促进建立区域间的联系。

因此，对于运输走廊的成功而言，仅仅吸引货运是不够的。国际运输

走廊需要水平和垂直整合：与其他纬度和经度路线以及与该路线相

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综合体。有必要强调的不仅是货物运输带来的

好处，而且还要强调该区域各国的相关竞争优势，欧亚空间的连通

性，内部发展和经济增长。为了克服国际运输走廊的负面影响，走廊

的创建和发展应与国际运输走廊的发展收益和对解决社会和环境

问题的贡献联系起来。

https://www.rbc.ru/opinions/economics/16/03/2017/58c8f3ac9a7947b319207735
https://www.rbc.ru/opinions/economics/16/03/2017/58c8f3ac9a7947b319207735
https://publications.hse.ru/mirror/pubs/share/folder/1uqmk13p2s/direct/7356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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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路线为东西向交通的主要
方向
由于该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从历史上看，在欧亚大陆的东西方

之间运输货物一直很困难。同时，长期以来的主要路线是历史悠久

的大陆丝绸之路，由于欧洲国家近代殖民地扩张，它失去了重要意

义。1916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完成，终点站是符拉迪沃斯托

克，数十年来，它成为货物运输的主要纬向。但是，这条线主要针对

国家运输，并与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往来联系在一起。

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平衡
十一欧元

82,42
113,45

136,42 144,01 148,27 164,73 170,36 169,7
197,6 209,9 198,3215,27

283,6 294,84 291,62 280,06
302,58

350,64 352,3
375,4 394,7

361,3
297,69

397,05
431,26 435,63 428,33

467,31
521 522

573 604,6
559,6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欧盟出口

欧盟进口

贸易平衡

贸易额

-132,85
-170,15 -158,42 -147,61 -131,79 -137,85

-180,28 -182,6 -177,8 -184,8
-163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活跃贸易以及中国向西部

地区发展的道路，再加上欧亚一体化的加速，自2014年5月29日签

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开始，这为加速东西走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加上铁路运输相对于空运（成本优势）和海上运输（速度优势）的优

势，这不仅为逐步增加铁路运输相对于其他运输方式的份额奠定

了基础，但同时也提出了东西方所有路线的竞争性，和谐发展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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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国-欧洲-中国方向的东部部分，有四条主要路线，其中三

条穿越西伯利亚跨境铁路（有不同的入境点）（瑙什基，扎拜卡尔斯

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条是欧亚大陆，穿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

白俄罗斯。欧亚路线是中欧之间铁路货物过境的主要路线，到2020

年上半年占91.15％，比2019年同期增长8.73％。这条路线是唯一一

条以其他路线为背景的路线，2020年上半年证明了朝中国-欧洲-中

国方向的货物运输量增加了57.15％。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路线的比重增加

82,42% 91,15%

9,42%
5,45%7,48% 3,28%

0,68% 0,13%
穿越远东的路线和多式联运走廊

通过瑙希基的路线

通过扎拜卡尔斯克的路线

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路线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夸跨大陆过境运输量的显着和稳定增长已成为吸引各国家和希望从

走廊的快速发展中受益的国家和公司的利益亮点。来自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铁路公司对发展欧亚路线的战略忠诚已促使

货运营业额实现两位数增长，在运营的五年中，该营业额在2020年

突破了100万TEU。随着先进发展方案的实施，到2025年底货物周转

量可能达到200万TEU。因此，作为欧亚经济联盟三个国家的铁路公

司的合作伙伴，为这条路线创建了一家特殊的货运公司，这使它成为

东西方走廊中最有希望，发展最快的公司。

https://index1520.com/upload/medialibrary/f34/_Drewry.pdf
https://utlc.com/upload/iblock/3ae/3ae87e585f5c0412d556e6e333df884a.pdf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67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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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预计会有竞争，但每条东部路线都有自己的货运基地。因此，

欧亚航线从中国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重庆，成都，四川，陕西，河南）

接收货物。来自蒙古和中国许多北部省份的货物经过瑙什基。通过

扎拜卡尔斯克——源自中国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的货物。穿

过远东和多式联运走廊的路线主要针对来自韩国和日本的货物。因

此，每条路线在地理和经济上都有其自身的利基。存在相对利益的

情况，即，一条路线的成功不会造成另一条路线的货运量下降。

欧亚路线上的运输量
千TEU

47

101

176

280

333 343

0

250

5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月–9月）

欧亚路线上的运输量（千TEU）

指数（欧亚路线上的运输量
（千TEU））

在欧亚走廊的长期风险因素中，首先可以注意到，一方面，从过境的

增长到过境的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贸易周转

率的溢出效应微弱， 欧盟和中国是另一方面。例如，欧亚经济联盟

国家几乎出口到中国的都是原材料（燃料（65％），木材（15％），矿

物原料等）。在这种情况下的溢出效应 受散货和液体货物优势的限

制，而不是技术上较复杂且具有适当基础设施的集装箱。

其次，尽管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国家为发展线性和集装箱基础

设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瓶颈仍然存在。然而，这可以归因于“增

长的苦恼”，因为在运输量突然增加期间，例如在大流行期间，该问

题最严重。

https://eabr.org/analytics/research-articles/tranzit-po-puti-/
https://eabr.org/analytics/research-articles/tranzit-po-p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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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和东盟国家坚持东西方走廊的发展将有助于将货物拉至

大陆路线。?这属于补贴运输，也属于遵守已达成的政治协议。

与东西走廊的东部，中部和西部部分的替代路线相比，保持路线发

展的动态将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保持竞争优势。从长远来看，拉

动过境运输出现的不对称现象加剧了竞争，而与中国和欧盟的欧亚

经济联盟贸易增长有限似乎是长期发展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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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走廊西段的替代路线?
说到东西方走廊的中部和西部，中欧之间日益增长的货运竞争日益

明显。首先，乌克兰在拦截通过白俄罗斯的部分交通方面正发挥越

来越积极的作用。2013年，通过该国的中转集装箱运输量达到了

32,000 TEU的峰值，此后，由于政治原因和与俄罗斯的冲突，运输量

开始下降。如果说2004年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占该国所有货物的比

例高达50％，则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3％，原因是俄罗斯对其运

输流量进行了调整。乌克兰遭受的总损失达13亿美元。

乌克兰希望继续享受其地理位置和良好优势，尽管需要翻新基础设

施，但这一次是为了获得东西方路线的过境份额。就可获得的利益而

言， 乌克兰是朝着中欧和南欧一些国家（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

利，意大利）流通的货物的天然大陆转运点。如果对于德国和波兰而

言，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穿越白俄罗斯的路线比其他路线

更可取，在选择穿越乌克兰的收货人的路线时，例如在斯洛伐克的

收货人，将距离减少520公里。

2020年9月METRANS（捷克共和国）和DBO /北京TransEurasia已

通过乌克兰（Dunajska Streda）（布拉迪斯拉发）路线开通定期交

通，货物从那里进一步分发到捷克共和国，奥地利和匈牙利。这条路

线需要11天，但随着发展，计划减少运输时间。

除了将战略重点放在通过乌克兰的路线具有较短距离优势的国家/

地区之外，还必须考虑到欧盟——乌克兰协会的整合因素（2014

年）。尽管付出了所有代价，乌克兰仍继续深化与欧盟的关系，尽管

迄今受到限制，但仍参与了欧盟的整合机制。因此，乌克兰希望重回

过境国地位以及与欧盟紧密一体化的愿望与欧盟在联盟和特定国

家层面实现货物流通多样化的愿望相符，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受益。

https://mtu.gov.ua/files/A%20look%20at%20Transit%20Transport%20in%20Ukraine-Draft-Final-Report.pdf
https://mtu.gov.ua/files/A%20look%20at%20Transit%20Transport%20in%20Ukraine-Draft-Final-Report.pdf
https://www.railfreight.com/railfreight/2020/09/25/xian-dobra-dunajska-streda-train-up-and-running/
https://www.railfreight.com/railfreight/2020/09/25/xian-dobra-dunajska-streda-train-up-and-running/
https://www.railfreight.com/railfreight/2020/09/25/xian-dobra-dunajska-streda-train-up-and-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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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机制之一是乌克兰通过了欧盟共同过境程序，这大大简化了

与欧盟接壤的海关程序。在欧盟内部过境程序中，可以将欧洲货物从

欧盟海关地区的一个地方通过欧盟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运输到另一

地方，而无需更改货物的海关状况。同时，该决定以及贸易规则和海

关程序统一，可以由欧盟采用，而无需在与欧盟一体化的框架内改

变该国的一体化地位（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

在2019年，为了实施共同过境程序，乌克兰议会决定以测试模式启

动欧盟的新计算机过境系统（NCTS），该系统已经在35个欧洲国家

运行。该系统意味着创建一个无纸化的单据流通，并简化海关程序。

此外，2018年，乌克兰和欧盟通过了统一运输和贸易规则的蓝图，确

定了合作伙伴在此问题上的长期战略。

鉴于所讨论路线的战略地位，奥地利对它的发展很感兴趣，因为它

是中欧铁路网的重要参与者。奥地利联邦铁路公司（ÖBB）表示，希

望对苏维埃时代以来存在的450公里长的宽轨段进行现代化改造，

该段从乔巴（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到科希策（斯洛伐克）。将来-建立

完善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维也纳走廊，将在15天的时间内交付货物，

并且在与中国接壤的地方改变一条轨道。根据初步计划，高速公路

的建设应在2030年代初完成。

对奥地利基础设施计划的明确障碍是对安全的威胁。窄口径和宽口

径之间的区别最初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决定的——使潜在敌人的货

物运输复杂化。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安全考虑，欧盟拒绝为在俄罗斯

境内修建穿越乌克兰走廊的项目提供资金。此外，在目前的政治环

境下，俄罗斯运输部和俄罗斯铁路公司对该项目最初的有利态度将

加深人们对欧洲人安全的担忧。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business/customs-procedures/what-is-customs-transit/common-union-transit_en
https://craneip.com/ukraine-adopted-a-law-on-a-common-transit-with-european-countries/
https://craneip.com/ukraine-adopted-a-law-on-a-common-transit-with-european-countries/
https://ukraine-eu.mfa.gov.ua/en/2633-relations/galuzeve-spivrobitnictvo/mitne-spivrobitnictvo
https://rg.ru/2018/02/21/rossijskaia-zheleznodorozhnaia-magistral-1520-protianetsia-do-avstrii.html
https://rg.ru/2018/02/21/rossijskaia-zheleznodorozhnaia-magistral-1520-protianetsia-do-avstrii.html
https://rg.ru/2018/02/21/rossijskaia-zheleznodorozhnaia-magistral-1520-protianetsia-do-avstri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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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欧洲和乌克兰外，中国还对发展通过乌克兰的路线感兴趣，以补

充现有路线。2020年7月，中国驻基辅大使对前往武汉基辅的首趟火

车表示欢迎，该列车的终点站?在乌克兰。此前，在2014年俄罗斯和

乌克兰关系恶化之前，以及2016年之后，中国宣布了对通过乌克兰

过境感兴趣，包括绕过俄罗斯穿越黑海和里海的路线。中国将继续

努力使路线多样化。但是，适当强调欧亚走廊的优势，因为它有通往

乌克兰的分支机构，而不是跨中里海的路线。

重要的是，由于乌克兰的规模和人口，不仅具有运输潜力，而且还可

以作为向中国运送货物的最终目的地和始发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

中国尤其是西部和中部地区而言，已建立的欧亚路线似乎是一个更

明显的选择，而这是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自苏

联时代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建立的贸易关系以及一般的基础设

施综合体，尽管2014年之后相互贸易额下降了两位数。

在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的运营控制下，转让乌克兰铁路

走廊可以进一步增加欧洲在乌克兰的利益。此事件的发展仍在议程

上，如果得到实施，将会使铁路网络和过境交通战略发展的重新定

位，有利于德国垄断。同时，据估计，这种转变可能会重新打开乌克

兰通过俄罗斯向中亚转运货物的通道。

即使考虑到所有计划，乌克兰铁路也面临危机。2017年的过境集装

箱运输量仅为7.37万TEU。铁路货运量稳步下降（从2007年的5.12亿

吨下降到2018年的3.226亿吨），而铁路运输约占该国货运量的55％

。同时，同期的轨道交通份额也从14％下降至6％。车厢的折旧率很

高，约为90％。因此，要将乌克兰转变为发达的交通枢纽，将需要大

量投资，以更新车队，线性基础设施并提高运营效率。

https://rg.ru/2018/02/21/rossijskaia-zheleznodorozhnaia-magistral-1520-protianetsia-do-avstrii.html
https://rg.ru/2018/02/21/rossijskaia-zheleznodorozhnaia-magistral-1520-protianetsia-do-avstrii.html
https://rg.ru/2018/02/21/rossijskaia-zheleznodorozhnaia-magistral-1520-protianetsia-do-avstrii.html
https://www.dw.com/ru/украина-отдаст-железные-дороги-в-управление-deutsche-bahn/a-52118968
https://www.dw.com/ru/украина-отдаст-железные-дороги-в-управление-deutsche-bahn/a-52118968
https://logirus.ru/news/transport/ekspert-_peredacha_ukrainskoy_zhd_v_upravlenie_germanii_normalizuet_rossiyskiy_tranzit.html
https://logirus.ru/news/transport/ekspert-_peredacha_ukrainskoy_zhd_v_upravlenie_germanii_normalizuet_rossiyskiy_tranzit.html
https://gudok.ru/content/freighttrans/1429027/
https://zet.in.ua/statistika-2/zheleznodorozhnye-perevozki-v-ukraine/
https://www.uz.gov.ua/files/file/Book%20UZ_18_eng%20(2).pdf
https://www.rzd-partner.ru/zhd-transport/comments/ukraina-poteryala-tranzit-po-moryu-na-ocheredi-zheleznaya-doroga/
https://www.rzd-partner.ru/zhd-transport/comments/ukraina-poteryala-tranzit-po-moryu-na-ocheredi-zheleznaya-doroga/
https://www.rzd-partner.ru/zhd-transport/comments/ukraina-poteryala-tranzit-po-moryu-na-ocheredi-zheleznaya-dor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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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处于这种状况，该国的战略地位也将迫使寻找替代品和摆脱当

前局势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支持发展通过乌克兰的直达

铁路——而不是绕过黑海和里海的替代路线，以及绕过白俄罗斯的

乌克兰北部。同时，有些火车甚至可以去往乌克兰，而不是进一步过

境，这对于沿欧亚路线发展跨洲运输而不是跨里海运输也很重要。

2020年1月和2020年2月，波兰PKP集团在西安-斯劳科（波兰）路线

上启动了前两列试行过境列车，该铁路使用的宽轨铁路最初用于将

原材料从乌克兰运输到波兰的钢厂。运输历时11天，行程达9,500公

里。公路具有与单轨换道相同的优势，但比白俄罗斯的路线略短，并

且完全用于货运。将来，计划将通讯点的地理范围扩展到四川省（成

都）。尽管这条路线才刚刚开始发展，但它与穿越白俄罗斯的更成功

和成熟的路线直接竞争将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时间，并且给托运人和

收货人带来的收益细分非常窄。

乌克兰发展为过境国的某些前景与纬度和经度路线的共轭有关，例

如从土耳其出发的一条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其出口经海上经乌克

兰运往北欧，产品是机械工程产品，运输设备。维京路线是立陶宛，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铁路的一个项目，已经沿这一方向运营，包括克莱

佩达，明斯克，基辅，敖德萨，伊斯坦布尔路线，以及穿越罗马尼亚

和保加利亚的纯铁路分支。?沿途运输时间为8-10天，2019年的货

https://www.railfreight.com/specials/2020/07/10/ukraine-as-a-final-destination-rather-than-transit-country-for-china/
https://www.railfreight.com/specials/2020/07/10/ukraine-as-a-final-destination-rather-than-transit-country-for-china/
https://www.railfreight.com/specials/2020/03/31/slawkow-ready-for-new-trains-from-china/
https://www.railfreight.com/specials/2020/03/31/slawkow-ready-for-new-trains-from-china/
https://mtu.gov.ua/files/A%20look%20at%20Transit%20Transport%20in%20Ukraine-Draft-Final-Report.pdf
https://mtu.gov.ua/files/A%20look%20at%20Transit%20Transport%20in%20Ukraine-Draft-Final-Report.pdf
http://cargo.litrail.lt/en/viking-train
https://www.rw.by/en/corporate/press_center/corporate_news/2020/03/working-meeting-belarus-lithu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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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量约为5万TEU。 “维京人定位为围绕欧洲的海路和穿越波兰的

道路的替代方案。重要的是要注意，子午线走廊的发展可能会受到

政治影响，正如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之间最近的外交冲突所表明的那

样。

最后，通过乌克兰的另一条替代路线是利用该国通往黑海和发达的

敖德萨港的通道。发展这条路线的主要受益者是乌克兰公司，例如

位于敖德萨的Global Ocean Link，从事从敖德萨到波兰和德国的

货物运输。

穿越乌克兰的海路是跨里海走廊的一部分，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在

俄罗斯对乌克兰商品过境施加限制之后，这条路线从敖德萨穿过黑

海到格鲁吉亚，再经过阿塞拜疆和里海到达哈萨克斯坦，于2016年

首次接受了测试。根据基辅的计算，俄罗斯的禁令给乌克兰造成了

2.977亿美元的利润损失。

初步分析显示，对于乌克兰来说，最有利可图的选择是连接东西走

廊的北部而不是中央（跨里海）路线。 这种连接是对现有路线的补

充，并有助于实现乌克兰向南欧和中欧部分国家过渡的竞争优势。

由于穿越格鲁吉亚的货物可以直接运往欧盟（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或南欧国家的港口，因此流入里海跨海走廊的现有海路需要跨越两

海并剥夺乌克兰的许多优势。从逻辑上讲，发展海事需要发展大陆

路线，尽管存在政治危机，但它并不是国家唯一的优先事项。

https://www.rw.by/en/corporate/press_center/corporate_news/2020/03/working-meeting-belarus-lithuania/
https://112.international/politics/lukashenka-threatens-to-shut-belarusian-baltic-transit-routes-who-will-suffer-most-54690.html
https://112.international/politics/lukashenka-threatens-to-shut-belarusian-baltic-transit-routes-who-will-suffer-most-54690.html
https://112.international/politics/lukashenka-threatens-to-shut-belarusian-baltic-transit-routes-who-will-suffer-most-54690.html
https://112.international/politics/lukashenka-threatens-to-shut-belarusian-baltic-transit-routes-who-will-suffer-most-54690.html
https://www.railfreight.com/railfreight/2020/06/16/ukraine-cannot-be-on-the-sidelines-of-the-new-silk-road/
https://www.railfreight.com/railfreight/2020/06/16/ukraine-cannot-be-on-the-sidelines-of-the-new-silk-road/
https://www.kyivpost.com/business/russia-blocks-ukraines-trade-corridors-focus-shifts-finding-modern-silk-road-rou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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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走廊中部地区的替代路线?
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也称为中央路线，旨在对已经建立的欧亚铁

路路线构成一定的竞争。该路线的基础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哈

萨克斯坦的铁路倡议，为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的发展设立联合协调

委员会，在2013年奠定了基础。2017年，该倡议得到了扩展：成立

了“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国际协会，其中包括里海航运公司（阿塞

拜疆）以及巴库和巴统贸易港口。这样就形成了项目利益相关者的

轮廓，并在铁路和海运承运人之间建立了联系。

与其他路线不同，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最初是一个项目，旨在实现

里海地区的运输和物流潜力，并增强各国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

之间的运输联系。因此，从2017年开始，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中转方向

和与货物周转的联系得到了发展。为了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除了协

会的创建者数量之外，还增加了常任理事和准成员，其中包括土耳

其铁路（TCDD运输）， 乌克兰铁路（乌克兰铁路运输总局）以及来

自中国，罗马尼亚和创建国的许多公司。

因此，建立走廊最初不仅基于过境机会和从中获得的收益，而且还

基于该地区的“集合”，增加连通性并吸引基础设施投资。要求组建

的合作伙伴增加对路线开发的承诺，并长期制定“游戏规则”，这与

建立国际运输走廊背后的主要思想——可预测性相符。

https://middlecorridor.com/ru
https://middlecorridor.com/ru/ob-assotsiatsii/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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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主要的国际运输走廊

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TMTM）和欧亚航线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是，走廊的货物流不仅集中在欧盟，而且集中在土耳其：海运到伊斯

坦布尔，以及铁路到小亚细亚。此外，鉴于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作

为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商在世界贸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除对沿途中

亚国家重要的过境部分外，该路线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其任务是开发

国家的出口潜力，尤其是在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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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里海走廊与TRACECA路线（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重合，

该路线由欧洲联盟发起，是建立运输部门合作的政府间平台。欧洲－

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的官方目标是为连接欧盟与高加索地区和中

亚国家的俄罗斯运输路线创建替代方案。尽管欧洲－高加索－亚洲运

输走廊计划继续发挥作用并设定任务直到2026年，以协调发展基础

设施，减少互动障碍，协调各国家监管运输部门和过境的方法，但跨

里海国际运输路线却与欧洲计划背道而驰。尽管如此，这两项倡议

的行动领域和发展道路都非常相似。

从上述路线分析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

相对于在中国和土耳其之间过境的其他航线（随着货物在地中海的

进一步分散）有明显的优势。其次，如果选择此向量为主要向量，则

该路线的潜在货物周转量将明显低于主要面向欧盟德国工业中心的

北部路线。因此，与备选路线相比，跨里海走廊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

不同的位置。

尽管如此，尽管进行了大量投资，建立合作组织，但尚未执行创建单

一运营商的计划，例如欧亚和北部航线上的计划。与北部路线不同，

跨里海路线将属于不同一体化协会的国家团结在一起。欧亚路线得

到了欧亚经济联盟的支持，该联盟寻求将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并

逐步降低运营商的交易和其他成本，例如，通过引入无纸化技术，降

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俄罗斯路线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以保留

其在东西向过境中的独特位置。 同时，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没有这

种优势，这增加了跨里海空间内协作和整合发展的交易成本。

http://www.traceca-org.org/fileadmin/fm-dam/pdfs/Appendix_3_Strategy_Master_plan_TRACECA_rus.pdf
http://www.traceca-org.org/fileadmin/fm-dam/pdfs/Appendix_3_Strategy_Master_plan_TRACECA_ru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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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开发欧亚铁路路线的情况下，据估计，欧亚铁路路线已成功

接管了中欧之间超过4％的货运量，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和欧洲－高

加索－亚洲运输走廊都设定了将一些货物拉到里海和格鲁吉亚的路

线上的目标。根据现有数据，2019年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上的集装

箱运输量为2.6万TEU，这比欧亚航线（33.3万TEU）少13倍。2020年

的总目标为3.5万TEU。-为了在此方向上取得质的突破，跨里海国际

运输路线安排了NomadExpress集装箱列车：

• 石河子（中国）-基什利（阿塞拜疆）——6天；

• 两列火车从连云港（中国）-伊斯坦布尔（土耳其）——18-19天；

• 三列火车从成都（中国）-伊斯坦布尔（土耳其）——17天；

• 切尔诺莫斯克（乌克兰）-多斯特克（哈萨克斯坦）——16天。

从北部路线拉动过境运输的主要障碍是与经济和地理位置有关的客

观情况。为了将货物沿着路线运送到欧洲，需要使用阿克陶和库里

克的哈萨克斯坦港口和阿拉特的阿塞拜疆港口穿越里海，这会造成

额外的时间和成本。此外，货物通过铁路运输通过格鲁吉亚到达土

耳其或通过海路到达黑海国家，随后运输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

因此，这条路线跨越了五个边界，至少跨过一条海，当直接前往欧盟

时，还要跨过第二条海——黑海和高加索山脉。如果欧亚路线的平

均过境时间（从阿腾科里或多斯特克的过境点到白俄罗斯与欧盟的

边界）少于6天，则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走廊从阿腾科里l站到巴统

/ 波季的保证旅行时间为7天，到伊斯坦布尔需要10天，到康斯坦萨

罗马尼亚港口需要9天，而经乌克兰到达波兰的斯拉夫科需要15天。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可以说，如果最终收货人位于

中欧国家，则东西方走廊北部路线的跨里海替代方案似乎没有竞争

力。

https://middlecorridor.com/ru/press-tsentr/novosti/129-pervye-v-novom-godu-zasedaniya-rabochej-gruppy-i-obshchego-sobraniya-mezhdunarodnoj-assotsiatsii-tmtm-sostoyalis-v-almaty
https://middlecorridor.com/ru/press-tsentr/novosti/129-pervye-v-novom-godu-zasedaniya-rabochej-gruppy-i-obshchego-sobraniya-mezhdunarodnoj-assotsiatsii-tmtm-sostoyalis-v-almaty
https://index1520.com/
https://middlecorridor.com/ru/marsh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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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项目已经实施，走廊的进一步发展仍需要在基础设施更新

方面进行投资。在2019年，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了固定

的支线交通。2018年阿塞拜疆在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彻底翻新之后，

在阿拉特建立了巴库国际海港综合体，并将其所有海事业务的中心

迁至那里。将来，港口的货物装卸潜力应增加到每年2500万吨。 土

耳其正努力成为主要的交通枢纽，对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

的发展和扩建进行了大量投资。在欧洲业务方面，奥地利铁路公司

（ÖBB铁路货运集团）对跨里海路线表现出兴趣，并签署了扩大向欧

洲过境运输量的协议。

还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就欧亚路线而言，欧亚经济联盟内部整合进

程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在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空间，来自土

耳其和阿塞拜疆的泛突厥主义既是对发展的刺激，也有务实的利

益。两国都是政治盟友，并且由于有可用资源，因此他们希望从各自

的职位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同时，政治潜台词明显体现在，例如，希

望从区域运输路线中“关闭”亚美尼亚，或将阿塞拜疆-纳希切万飞

地包括在内。一方面，政治动机是各国对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发展

作出承诺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与其他道路“相反”的走廊建设

使它们容易受到变化的政治环境的影响。

最后，应该指出，阿塞拜疆不仅寄希望于与中国和欧盟的过境联系，

而且对与南北走廊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寄予厚望。在该区域国家的货

运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特别是从集装箱化的角度（出口原材料的性

质，很少使用集装箱运输工业品），拉动过境运输变得至关重要。但

是，北欧（通过欧亚和穿越俄罗斯）的位置优势和竞争优势，刺激着

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沿线国家发展了子午线方向。

https://portnews.ru/news/294747/
https://portnews.ru/news/294747/
https://portnews.ru/news/275941/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g8cmJ2J3tAhVHiIsKHS3DA6QQFjABegQIAhAC&url=https%3A%2F%2Fwww.rbc.ru%2Fpolitics%2F12%2F11%2F2020%2F5fad07149a7947f689ccce79&usg=AOvVaw1cdWpHtIhQv8XAEq6Y-4Ls
https://azertag.az/ru/xeber/Bakinskii_port_kompanii_Avstrii_i_Niderlandov_podpisali_memorandum_o_rasshirenii_gruzoperevozok-1360009?__cf_chl_jschl_tk__=5ce82bc3f5ece71590f09eb23e664ffd0e8006a6-1606304602-0-AZGRzDIJ3eRFrVFrxJwW7bGbcWeUS3X245UwK1WSxQiUWlu1PD1C-KdImyYiWS4KT6e6ZAU_xxjKO2SkWPWVvqxVBbcdt9T_hncxAueFNbbnPuFx1j0zkC4nFeNLN4M9eNYKtXthV3yhtnQyUN-dW5Wq5hNDf12GfPl5qlfNCJHTwoj8GUs_GRK_tCM9rOd8FlAlBMyB_MTAc_rJJtJjGDTbUf2yPY1JJlpQxrT1NhAdJtSJV46qsIY8UsMvzRu5hfUFTODrlrTodadPZkIxWDXladt_Rz-GkNGH-LxbTuUOcwPf9gkVvJsKV36Eb8wwaz4wPt5s-vWpZ7pUn8iRujesqDgZOg8X93aWGGWC57ndn1dah7CuDt2E4BCLbwfM5WbhB2mmwmmYez8bnysrZFsVe1ZLguX0yVWEzdhEeLsDM0nhefL3CJoCMagH48AqOFbELE_STNnRCw49viZluGE
https://azertag.az/ru/xeber/Bakinskii_port_kompanii_Avstrii_i_Niderlandov_podpisali_memorandum_o_rasshirenii_gruzoperevozok-1360009?__cf_chl_jschl_tk__=5ce82bc3f5ece71590f09eb23e664ffd0e8006a6-1606304602-0-AZGRzDIJ3eRFrVFrxJwW7bGbcWeUS3X245UwK1WSxQiUWlu1PD1C-KdImyYiWS4KT6e6ZAU_xxjKO2SkWPWVvqxVBbcdt9T_hncxAueFNbbnPuFx1j0zkC4nFeNLN4M9eNYKtXthV3yhtnQyUN-dW5Wq5hNDf12GfPl5qlfNCJHTwoj8GUs_GRK_tCM9rOd8FlAlBMyB_MTAc_rJJtJjGDTbUf2yPY1JJlpQxrT1NhAdJtSJV46qsIY8UsMvzRu5hfUFTODrlrTodadPZkIxWDXladt_Rz-GkNGH-LxbTuUOcwPf9gkVvJsKV36Eb8wwaz4wPt5s-vWpZ7pUn8iRujesqDgZOg8X93aWGGWC57ndn1dah7CuDt2E4BCLbwfM5WbhB2mmwmmYez8bnysrZFsVe1ZLguX0yVWEzdhEeLsDM0nhefL3CJoCMagH48AqOFbELE_STNnRCw49viZluGE
https://www.rbc.ru/politics/12/11/2020/5fad07149a7947f689ccce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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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国际运输走廊是统一空间的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手段。同时，国际

运输走廊的目标不仅是开发过境或运输和物流潜力，而且是通过发

展过境所实现的协同效应和乘数效应，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

溢出效应，增加领土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或政治合理性。

对于欧亚空间来说，由于大陆形势的挑战，国际运输走廊至关重要。

同样，大陆性决定了铁路运输在欧亚空间“组装”中的关键作用。同

时，从理论上讲，巨大的潜力与纬度和经向国际运输走廊的共轭以

及交通走廊的发展与国家发展计划之间的相关性有关。为了实现可

持续性和对国际运输走廊发展的承诺，将过境目标与欧亚经济联盟

计划以及各国的国家发展优先事项联系起来很重要。

这项工作的目的是研究东西方走廊内的纬度路线，以欧盟和中国为

最终收货人。分析表明，在东部，西部和中部，走廊分为不同程度的

制度化路线。同时，在中国-欧盟-中国大陆过境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是

通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欧亚路线。

如果在东部，由于北部路线（欧亚航线和俄罗斯航线）都有不同的货

运基地并共存，因此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他们面临着替代路线带来

的压力。同时，最终的收货人追求多样化，以及旨在争取他们迅速发

展的欧亚过境的一部分的区域参与者，都刺激了替代路线的发展。

尽管存在挑战，但欧亚路线比其竞争对手具有客观优势。跨里海航

线由于其地理位置，对货运基地的限制以及基础设施中的“瓶颈”，

只能占据欧亚过境运输的一部分，这些运输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和黑

海地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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