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旱码头托起大物流
——赤峰全力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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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那 通讯员 肖璐 蒙慧林

触摸历史。赤峰曾是一座历史悠久的
商贸重地，素有“北方旱码头”之称。

考察地理。翻开中国地图，赤峰地处
中国“雄鸡”中部，是沟通中原与塞外、华北
与东北的咽喉。

打量交通。从赤峰取道锡林郭勒盟北
进蒙古国，行程约 800 公里；东出沈阳，行
程约 500 公里；西南向北京，行程约 400 公
里；东南下锦州、秦皇岛港口只 200 多公
里。

审视机遇。赤峰作为“一带一路”向北
开放、通往俄蒙的重要节点城市，已经成功
列入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城市。

当前，三省通衢的赤峰，正在传承“京
畿门户”“北方旱码头”的历史基因，全力打
造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古老“码头”遇新机

赤峰地处东北和华北的结合部，是两
个经济区之间承上启下的“扁担”，距北京、
天津、沈阳等中心城市均在 400 公里左右，
自古就有“京畿门户”“旱码头”之称。

赤峰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商贸重地。旧
时有句家喻户晓的民谣说：“拉不败的哈
达，填不满的八沟”，“拉不败的哈达”指的
就是赤峰，可见当年商品之丰盛、贸易之繁
荣。

据资料记载，早在清朝时期赤峰就是
古北口外第一繁富之区，康熙年间的乌兰
哈达更以九街三市的城市规模远近闻名，
是清廷通往蒙古东部的商贸重镇。

紧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步
伐，赤峰商贸物流行业飞速发展——

从计划经济的“一枝独秀”到市场经济
的“百花齐放”，市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有啥买啥”到“买啥有啥”，赤峰人
民的消费体验悄然发生了改变；

从“窗口购买”到“一键购遍全球”，电
子商务实现了“万物互联”；

从传统陆运到铁路、航空、公路多式联
运，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赤峰特色的商贸
物流业发展崛起之路，为全市经济加速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018 年 12 月 24 日，传来一则振奋人
心的消息——

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
《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公布商

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名单，内
蒙古自治区只有两个城市入选，赤峰市赫
然在列。

“国家物流枢纽”，拥有这个头衔意味
着什么？

一个城市的物流背后，往往是制造、商
贸、人才、金融资源的汇合。它会撬动巨大
的资金流、人流，还有随之而来的商贸、消
费和税收。可以说，一个城市一旦获得“国
家物流枢纽”的定位，将在铁路、公路、港口
和航空网络中占得先机。

赤峰成功入选，再次证明其商贸物流
业在内蒙古乃至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
地位，标志着赤峰的商贸物流业迎来崭新
一页。

因势利导造“码头”

物畅其流，货通天下，是经济发展繁荣
的标志。

3 年来，赤峰市在建设商贸服务型国家
物流枢纽承载城市的道路上突飞猛进——

全市陆海空一体运输体系基本形成，
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已建成高等级公路里
程居自治区首位；

全市普通铁路正在提升改造，赤峰至
京沈高铁全面开通，玉龙机场全面扩建，通
用机场全面布局，已开通赤峰至北京、天
津、上海、深圳、广州等 19 个通航城市；

内蒙古首家保税物流中心坐落赤峰，
赤满欧国际班列、赤峰国际物流港——天
津港海铁联运班列开通运行；

赤峰作为内蒙古第一人口大市，400
多万的人口规模既奠定了消费基础，也形
成了强大的物流支撑；

赤峰市 GDP 总量稳居蒙东地区首位
⋯⋯

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赤峰
市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推动商贸物流事业
实现长足发展，实现量的积累，商贸物流市
场体系建设同步实现新提升。

现今，赤峰现代物流业持续快速发展，
社会化、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大幅
提升，电商物流、保税物流、陆港物流、冷链
物流、金融物流等新兴业态蓬勃兴起，赤峰
市商贸物流业已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
道。

从“买遍全球”到“卖向世界”——
2019 年 12 月，国务院批复设立中国

（赤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2020 年 1 月，商务部等六部委批准赤
峰市成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城市；

赤峰保税物流中心自主搭建“赤峰全
球购”跨境电商平台，居民消费实现再升
级，通过便捷的通关、快速的物流、简易的
支付，享受全球众多的商品，实现“足不出
户，购遍全球”。

买卖好，更要配送快。
在红山区绿色食品产业园区，赤峰宝

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供应链末端惠民服务
项目正在抢工建设，项目建成后，不仅能提
供“集中采、集中配、就近采、就近配”的生
鲜批量供应，还会通过电商平台将农村地
区分散种植、养殖和生产的产品对接专业
市场，从而提升便民惠民服务水平。

赤峰主动作为，传统消费持续升级，新
型消费较快发展。

——大东北酒店用品市场、中国·赤峰
亚琦国际物流商贸园、新华步行街升级改
造等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松山万达综
合体、维多利摩尔城、昭乌达老街等重点商
贸项目开业运营，全市消费环境不断优化。

——全年指导 64 家企业开展 1021 次
各类主题的促消费活动，实现销售额 24 亿
元。

——重点指导会展中心举办两届汽车
博览会，成交额累计实现 5.03 亿元。

——做好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复核工作，引导农村牧区电子商
务市场化运营。

——培育直播电商，开展网上年货节、
双品网购节、消费帮扶、直播互助等活动，
销售额累计超 8000 万元。

——强化直播电商基地建设，红山区
蒙东网红基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入
驻专业机构 4 家，累计开展直播 220 余次，
销售本地产品超亿元；巴林右旗直播电商
基地带动产业链就业创业 5000 余人，年销
售额 1.3 亿元。阿旗利隆米业、红山区食乐
康、松山区国民食品、敖汉旗沙漠之花等企
业通过电商年销售额均达到亿元以上，打
破了多年在亿元以下徘徊不前的状况。

商贸物流业已成为赤峰支柱产业之
一，商贸物流业发展蓄势待发，空间巨大。

2021 年 1-11 月，全市实现电子商务
交易额 366.99 亿元，同比增长 14.8%；实现
网络零售额 52.96 亿元，同比增长 23.2%。

依托物流兴“码头”

建设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具体要如何建设，建设怎样的承载城
市，成为今后一个时期赤峰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必答题。

岁物丰成，踵事增华。赤峰市委书记
万超岐在市第八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提出
目标和方向：围绕建设商贸服务型国家物
流枢纽承载城市，系统布局中心城区专业
市场群，建设国家物流枢纽，打造区域性商
贸物流中心；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建好国家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国家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试点城市。

赤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生效友说，
赤峰市将坚定不移地将商贸物流产业发展
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重塑城市
竞争优势的关键举措。借助邻近环渤海港

口群的优势，持续深化东北陆海新通道建
设战略，不断扩大“锡赤朝锦”等地在政策
及规划制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港口与腹
地互动、智库合作等方面的协同效应。

用足用好政策，踔厉奋发。下一步，赤
峰市将精准把握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力
争到 2025 年，通过存量整合和补齐短板，
全面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互联互通、
智慧共享、绿色安全的商贸服务型国家物
流枢纽承载城市。

——推动商贸服务业实现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对外贸易水平大幅提升，全市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6.5%左右。

——建设 1 个国家级物流枢纽、4 个自
治区级物流枢纽，全市物流业增加值达到
150 亿元以上，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
高至 7%左右。

——推动传统商贸服务业转型升级，
全力推进新华、桥北、万达、帝豪、永业等城
市商圈建设，探索新零售业态，发展夜间经
济，丰富商业业态；大力发展专业市场，全
市年成交额超过 10 亿元的专业市场力争
达到 10 个；创新培育电商平台，推动直播、
短视频制作产业成为赤峰市重要新兴产
业。

——提升外贸发展水平，完善赤峰保
税物流中心功能，力争赤满欧班列集装箱
堆放能力达到 2400 箱/年，到发班列 60 列
以上；加快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力争
实现跨境电商年交易额占全市进出口总值
的 10%以上；推进赤峰综合保税区申建工
作。

——推动现代物流业创新发展，大力
发展商贸物流园区，培育壮大物流企业，力
争实现全市 3A 级以上物流企业达到 10
家。

——实施物流标准化建设，应用新技
术、新装备，加快仓储智能化改造。

——提升冷链物流水平，推动冷链物
流仓储基地建设，不断扩大冷链物流覆盖
面。

——建设便捷高效的物流通道，持续
加大铁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构建绿色、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

——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配送体系，
完善农村牧区快递服务网络，提高行政村
快递服务覆盖率。

百舸争流勇为先，厚积薄发勤为本。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赤峰市必将借建

设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的东
风，围绕京津冀、链接东北、覆盖周边，系统
布局中心城区专业市场群，拉长、做强产业
链条，全面提升行业效率效益水平，力促商
贸物流业成长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性支柱产业，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综合
竞争力，在新征程上谱写商贸物流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chifengshi

丰富的仓储管理体系。

赤峰保税物流中心。

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收货作业。

赤峰—北京高铁赤峰—北京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