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2019 年第一缕曙光照亮北疆冰封的大地，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热潮荡涤满洲里口岸。新一
届满洲里市委、市政府班子审时度势，奋勇争先，紧跟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奋笔疾书口岸开放发展的新篇章。伴随着
大开发、大开放的铿锵脚步，满洲里口岸中欧班列带着诚意与希冀驶出国门，让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草原丝路点亮未来发
展的星空，神奇的口岸在“一带一路”上飞扬。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以来，满
洲里口岸担当不渝，新局再起，积
极推进中欧班列密集开行，使班
列行迹遍布东部沿海、环渤海、东
三省等 16 个省市区，将国内 30
多个城市和国外 40 多个城市联
系在一起，让中国梦与欧洲梦紧
密相连，书写了新时代改革开放
的壮丽答卷。

开拓陆路运输途径，将铁路运
输优势发挥至极致，是满洲里铁路
口岸的强项。2013年，满洲里口
岸、海关、边检等部门因势而谋，顺
势而动，多次奔赴苏州，与相关部
门共谋开行“苏满欧”中欧班列大
计。当年 9 月首发了“苏满欧”班
列，拉开了草原丝路建设序幕。

在“苏满欧”班列引领下，沿

着满洲里口岸“走出去，请进来”
的足迹，一列一列中欧班列从四
面八方汇集满洲里口岸，络绎不
绝地驶出国门。2017 年满洲里
口岸中欧班列线路达到 41条，全
年开行中欧班列 1302 列。2018
年满洲里口岸累积不辍，又引进
唐山曹妃甸港集团在满洲里口岸
建设曹妃甸内陆港，合作开通中
欧班列，打造多式联运项目。与
此同时，新开通了从锦州、宜昌、
石家庄等地始发的中欧班列，以
及“晋满欧”“厦满欧”“陕满欧”

“牡满欧”等返程班列，班列线路
达到 55 条，开行班列 1801 列，同
比增长 38.2%，中欧班列开行范
围进一步扩大。

开行始发中欧班列、提高班
列对口岸的贡献率、服务中小企

业进出口是满洲里口岸追梦丝
路、砥砺前行的又一新目标。满
洲里口岸始发中欧班列在满洲里
口岸集结组货，由满洲里注册公
司承运，在满洲里海关报关，由满
洲里车站制票，可谓名副其实的

“满洲里号”。
为了推动满洲里口岸始发和

到站中欧班列运营，市口岸委积极
与哈铁局外经公司、内蒙古交投集
团对接，由满洲里口岸集装箱班列
集散中心、内蒙古交投集团、哈铁
局外经贸公司三家合作，组建了满
洲里中欧班列运营平台公司，具体
操作开行从满洲里口岸至俄罗斯
去程和返程班列，承接自治区中欧
班列运营平台给予班列扶持政策
和班列补贴等业务。2017年9月
5日，首列满洲里至莫斯科中欧班

列“拔锚起航”。
为了推进满洲里口岸到发

中欧班列运行常态化，市口岸委
与俄罗斯安达列斯有限公司、伊
利托国际物流公司共同签署了

《满洲里口岸中欧班列回程（俄罗
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中国满洲
里）合作推进协议》。2018 年 3
月开行了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
克、布拉茨克、赤塔到站满洲里的
中欧班列线路。2018年，满洲里
口岸始发中欧班列线路 2 条，到
站中欧班列 3 条，到发中欧班列
174列，其中到站 147列，发送 27
列，增加了自治区的贸易额和地
方的税收，带动了满洲里口岸区
间短距物流等配套服务业的发
展，书写了守望相助、互信共赢的
动人诗行。

满洲里口岸于 1902 年随着
中东铁路通车而开通。历经世纪
风雨，走过百年沧桑，经过改革开
放的洗礼满洲里口岸浴火重生，
由一个籍籍无名的边陲小站化蛹
成蝶，变成熠熠生辉的黄金口岸，
成为中俄大通道的枢纽、欧亚物
流的节点，国家向北开放的桥头
堡。

风雨兼程百年路，初心不改
中国梦。改革开放 40年，特别是
沿边开放近 30年来，满洲里市经
济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建设日新
月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化，满洲里市着力口岸通关环境
改善和通关能力提升，对铁路口
岸和公路口岸进行扩建、续建，创

造了人乐其行，物畅其流的口岸
环境。

铁路口岸通过增容扩能，站
场规模、换运能力，跃居全国沿边
口岸之首。2002 年铁路口岸联
检大楼启用。海关、检验检疫、货
代公司、金融税务等 30余家单位
入驻办公，实现口岸通关一厅式
办公、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办结的
服务模式，使进出口货物报关、报
检手续办结时间大大缩短。自动
检测系统、电子通关系统、站区监
控系统使通关效率大为提高 。
2008 年拟投资百亿元启动的新
国际货场建设项目，使铁路口岸
站场布局、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口
岸年综合换装能力，从原来的

4000万吨，提升至8000万吨。
公路口岸是全国唯一实行

24 小时通关制度和允许俄罗斯
自 驾 游 进 出 境 的 公 路 口 岸 。
2009 年国内单体最大的公路口
岸 旅 检 通 关 大 楼 建 成 启 用 。
2017 年又完成公路口岸货检通
关大楼和南北大门货运通道建
设。两座宏伟大气的经典建筑相
互辉映，成为公路口岸的地标，提
升了公路口岸形象及功能。同时
在沿边口岸率先上线运行了国家
贸易“单一窗口”，使公路口岸通
过能力达到人员1000万人次，车
辆 100 万辆次，货场 1000 万吨，
位居全国沿边口岸第一位。

航空口岸 2009 年实现对外

开放，从而架起满洲里口岸“空中
走廊”。

汽车轰鸣，列车穿梭，飞机呼
啸。今天的草原丝路已不再是与
驼铃马帮相伴的古道漫漫。在人
们不经意间，一个公铁空为一体
的现代化国际口岸跃然在现。

历史的鸿篇巨制一旦开启，
每一页都是动人的新篇。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满洲里口岸建
设发展驶入快车道。2018 年口
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 3192.4 万
吨，比 1978 年的 30 万吨增长了
106 倍。满洲里口岸业已成为欧
亚大通道上口岸运量最大、通关
能力最强、通关环境最优的口岸，
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了活力。

砥砺奋进四十载 不忘初心历沧桑

中欧班列驶欧亚 万里丝路绽芳华

一眼望俄蒙，鸡鸣闻三国。
独特的地缘优势，促成中俄蒙经
济走廊的绵延。随着满洲里公
路口岸扩能升级工程落成，一个
全新的“中俄蒙口岸合作中心”
呼之欲出，将开展中俄蒙会展活
动，服务国际邮件和跨境电商，
为中俄蒙开展合作交流、商贸活
动搭建平台。

筑巢引凤，梅香蝶来。为尽
快完成公路口岸扩能升级后续工
程，满洲里市口岸委广为招商，诚
邀内蒙古交投集团和上海自贸区
联合发展公司加盟口岸建设。目
前，三方合作开发“满洲里口岸中
俄蒙口岸合作中心”会展功能，以
参股方式完成公路口岸海关监管
库房、查验场区以及中俄蒙口岸
合作中心收尾等工程，使口岸功
能更丰富，活力更奔放。

满洲里口岸谋在新处、干在
实处，为拓展中俄蒙贸易交流平
台，积极打通国际邮路，无偿提
供业务用房，支持满洲里国际邮
件交换站启用，并协调满洲里海
关、自治区邮政快递公司，确保
开展国际邮件业务常态化。

满洲里口岸农产品进出口
是中俄贸易的新亮点。满洲里
口岸主动协调俄方口岸相关部
门对进出口农产品优先办理通
关手续，实施便利通关措施，在
原有果菜出口绿色通道的基础
上，同步建设中俄口岸农产品快
速通关“绿色通道”，为农产品进
出口营造良好口岸通关环境，促
进了俄罗斯农产品进口。2018
年，满洲里口岸进口俄罗斯粮食
等农产品达 11.5 万吨，比上年增
长1倍。

经济走廊连俄蒙
合作平台求共赢

征程万里风正劲

口岸任重再扬帆

—
—

记新时代改革开放中的满洲里口岸

治国有偿，而立民为本。提
效降费就是满洲里口岸惠民之
举，也是优化口岸通关环境之
策。口岸相关部门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认真落实自治区口岸办
提效降费工作会议的安排部署
和杜联合书记的工作指示，针对
报检、报关、运输、仓储环节制定
切实可行措施，对部门涉及的收
费项目及通关时间做了进一步
的核查和压缩，体现了口岸以民
为本的发展理念和亲民爱民情
怀。

时间就是金钱。压缩通关
时间，提高通关效率就是有效地

降低通关成本。满洲里口岸联
检联运部门通力合作，以“单一
窗口”为依托，凭借网络技术、智
能管理和一条龙服务，竭力压缩
通关时间，使中欧班列进出境平
均通关时间缩短至 5 小时以内，
比 全 国 平 均 18 小 时 压 缩 了
72%，超额完成国家压缩班列整
体通关时间 1/3 的总体目标。

目前，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境
货物通关时间为 72.59 小时，比
全国平均通关时间 81.97 小时快
9.39 小时，相比去年同期压缩了
6.43 小时。出境货物通关时间
为 1.39 小时，比全国平均通关时

间 7.08 小时快 5.69 小时，比去年
同期整体压缩了 36.16 小时。满
洲里公路口岸进口货物从接车、
报关、报检、征税、放行基本在 1
小时以内，出口货物基本在半小
时以内，远低于全国平均通关时
间。

口岸联检联运部门加强协
调配合，不断改进创新监管查验
模式，简化进出口环节需要验核
的通关手续和单证。目前实现
铁路口岸所需单证 15 种，公路
口 岸 所 需 单 证 33 种 ，共 计 48
种。按照自治区口岸办要求，
2018 年 11 月 1 日前将进出口环

节需要验核的单证由 86 种减至
48 种，满洲里口岸提前达标。

降费减负旨在优化营商环
境，增强口岸辐射力。几年来，
满洲里口岸联检联运部门锲而
不舍，久久为功，取得可圈可点
的业绩。2017 年，口岸相关部
门对部门涉及收费项目进行核
查和压缩，进出口集装箱通关环
节 各 项 费 用 由 原 来 的 520 元/
箱 ，降 至 472 元/箱 ，下 降 了
9.2%。2018 年又在 2017 年的
基 础 上 下 降 了 18% ，降 至 387
元/箱，降到了极限，满洲里口岸
成为商旅温馨的港湾。

口岸环境再优化 提效降费惠商家

改革开放 40年春风化雨，滋
润了 2019 年明媚的春天。在这
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早春，充满生
机的满洲里口岸，站在时代新起
点，跋山涉水再出发。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新征程
要有新气象。满洲里市委书记
杜联合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
笃定前行，步稳致远，高举新时
代改革开放的旗帜，围绕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口岸深度
开放，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扩
大开放内涵与外延，戮力开辟口
岸改革开放新境界。

加大深度开放，力促口岸发
展。在新的一年里，满洲里口岸
积极与俄罗斯腹地、鄂木斯克等
城市相关部门、企业联系对接，
延伸口岸服务触角，通过联手开
行中欧班列，推动俄罗斯资源性
产品、农产品等进口，为国内出
口企业抢占俄罗斯市场助力。
口岸联检联运部门协调联动，为
外贸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提供
优质通关服务。通过优化通关
环境，加大口岸服务力度，争取
外贸大户来满洲里口岸过货。
支持企业在大宗货物进口的基
础上，增加口岸新货源。积极与
哈铁局外贸公司、铁路车站对
接，推动铁矿石、基础油等新品
类进口，确保进出口品类增加和
口岸运量增长。

扩大对外合作，加快口岸建
设。满洲里口岸以开放的胸襟
扩大对外合作，借助外脑，完善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项目，与国
内有实力的科技企业、科研院所
合作，及时解决“单一窗口”运行
中遇到的问题；与联检部门合
力，完善电子口岸应用系统，不

断丰富“单一窗口”内容，做好系
统维护和高效运行，打造全国一
流电子口岸，让群众分享通关便
利与高效的红利。同时，继续扩
大与内蒙古交投集团合作，以参
股方式、借助外力完成公路口岸
后续工程建设，并与内蒙古交投
集团对外贸易总公司、上海自贸
联发公司联合启动中俄蒙口岸
合作中心会展功能，为口岸发展
再注活力。

推进班列开行，再振丝路繁
华。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的
名片。2019年，满洲里口岸进一
步加强与内地口岸部门沟通对
接，在确保现有中欧班列良好运
行的基础上，增开经满洲里口岸
到俄罗斯和欧洲的班列线路，推
动返程中欧班列稳定开行；加大
国内出口货源组织力度，吸引国
内出口货源在满洲里口岸集结，
确保满洲里至俄罗斯的始发和
回程中欧班列频频开行，以飞驰
的速度划出炫目的曲线，勾画出
草原丝路绚丽的远景。

促进落地加工，繁荣口岸经
济。建设进口粮食中转加工基地
是口岸发展的新亮点。满洲里口
岸积极与中粮集团、内蒙古对外
贸易总公司合作对接，共同推进
口岸进口粮食中转加工基地建
设。该项目计划年中转、加工粮
食 30——50万吨，通过基地建设
带动俄罗斯粮食进口，推动“通道
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一张口岸深度开放的蓝图正在
徐徐铺开，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
满洲里口岸正从使命与责任中
走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好风
凭借力，扬帆再远航。

风起云天破巨浪
潮涌东方再起航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网络强
国绘入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
蓝图，为满洲里口岸建设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实现网络口岸勾
画了灿烂前景。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
是实现口岸信息化管理，便利通
关，建设智能口岸的创举，得到联
检联运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密切
配合。经过两年奋力攻坚，满洲
里口岸实现了简化流程，取消纸
面单证，卡口设备共享，数据信息
共享，网络接口开放，“单一窗口”
建设走在了全国口岸的前列。

2016 年 6 月 5 日，满洲里口
岸上线运行了进出口货物“一次
申报”系统。该系统依托内蒙古
电子口岸，实现企业通过一个窗
口，一次性向联检部门申报，联检
部门通过一个窗口，一次性反馈
办理结果，减少重复数据录入。
从此“重复申报，重复查验”现象
淡出了人们视线，通关速度提高
了30%。

2017 年 5 月，满洲里公路口
岸在全国率先上线运行了优化
2.0 版本的客车智能卡口系统和
进出境货车智能卡口系统，得到

了国家口岸办的肯定。客车智能
卡口系统实现了 6 份申请备案表
格电子传输同时审批和一键自动
核放，结束了客车司机持放行卡
游走通道各窗口，盖 5 次章，签 4
次字的历史，客车通关时间由半
个多小时缩短到不到 10 分钟。
货车智能卡口系统变原来各部门
纸质单证传递、串联放行模式为
数据并发互换、并联通关模式，取
消了延用多年的纸质单证，实现
了一次性共同放行，改变了货车
司机“一次通关四处跑”的状况，
使货车通关速度提高40%以上。

2017 年 7 月上旬，满洲里口
岸完成电子口岸指挥中心、中心
机房等设施建设，以及六大系统
全部上线运行，实现了口岸现场
无缝监管、网上通关，为口岸腾飞
插上了信息化的翅膀。

“单一窗口”建设永远在路
上。2018年以来，满洲里口岸以
终为始，驰而不息，加大“单一窗
口”推广培训，扩大应用范围，继
续开发完善，使之逐步融入大数
据、服务云，让人们看到网络技术
幻化成便民福利，成为口岸科技
进步，创新驱动的时代强音。

电子口岸添飞翼 网络信息传福音

改革开放中的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 赵振国 摄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满洲里市委书记杜联合

、市长许

爱莲调研满洲里口岸平行进口汽车情况

。
王化勇

摄

2019 年 1 月 3 日 星期四
版式策划：李晓菲
制图：李晓菲 5出彩

改革开放中的满洲里国际铁路口岸。 韩宗江 摄

支持促进中欧集装箱跨境班列形成规模，满洲里海关工作人
员对跨境班列进行检查。 王化勇 摄

□郭子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