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工作简报
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18年第6期（总第十二期） 2018年12月31日

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新城投资公司与哈铁合作试运营的
中欧班列（苏州—多斯特克—杜伊斯堡）首发

   苏州再添“一带一路”
国际铁路物流新通道

作为苏州积极参与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的重要成果，2018年12月3日，
由新城投资公司与哈萨克斯坦铁路国有
股份公司合作试运行的中欧班列（苏州—
多斯特克—杜伊斯堡），在江苏（苏州）国
际铁路物流中心举行首发仪式，意味着苏
州成为全国可以同时运营“ 苏满欧 ”、 

“ 苏新欧 ”东西两条中欧班列的城市。该
班列从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始
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径哈萨克斯坦

多斯特克，终点到达德国杜伊斯堡港，全
程预计 16 天。

哈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副总裁
库拉克夫·叶然，省交通运输厅运管局副
局长陶绪林，市政府副市长杨知评，市政
府副秘书长、市口岸办主任韩卫，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集装箱货运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德国杜伊斯堡港
口股份公司、新加坡新中联集团等相关负
责人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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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上海局集团与苏州市政府举行会谈
深化共建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苏州市政府就进一步
深化共建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项目进行会谈。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赵丽建，苏州市副市长杨知
评，上海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多式联运分会
会长刘建堂，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口岸办
主任韩卫等出席会谈。

赵丽建对路地双方一期合作共建成
果给予高度肯定，他表示，上海局集团将
继续支持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双方下一步
要围绕打造一级物流基地、强化铁水联运

布局方案、完善港池整体规划和设计方
案、进一步探讨路地合作模式等重点工作
展开积极、高效的沟通协商，共同努力把
项目打造成为长三角经济圈运量大、多式
联运效率高的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杨知评表示苏州将继续加强与路局
的沟通联系，进一步发挥双方优势，强化
物流枢纽功能，将项目打造成长三角经济
圈运量大、多式联运效率高的国际铁路物
流中心。

王翔常务副市长会见赵丽建副总经
理一行。

2018 年 12 月 5—6 日，由上海市
交通运输行业协会主办的第三届长三
角多式联运发展国际论坛在苏州举办。

中国铁路总公司货运部主任赵峻、
苏州市副市长杨知评、上海市交通运输
行业协会会长任纪善、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丽建、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上海市

交通运输行业协会会长多式联运分会
会长刘建堂等出席论坛并致辞。

新城投资公司董事长陈建斌作了
题为“ 致力于打造长三角经济圈多式
联运效率高的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的
专题演讲，详细介绍了江苏（苏州）国
际铁路物流中心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情
况。

第三届长三角多式联运发展国际论坛在苏举行
新城投资公司董事长陈建斌作专题演讲



· 3 ·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鸿声一行调研新城投资公司

      2018年11月2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鸿声率领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预算工委负

责人等现场考察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建设情况，并赴新城投资公司开展座谈。王鸿声

对新城投资公司自组建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今后工作作了指导：要充

分发挥三新城优势，加强完善三新城后续基础设

施建设；要紧紧把握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

战略这一历史机遇，统筹利用多方资源，建设好、

运营好国际铁路物流中心项目，打造属于苏州自

己的一流物流企业。

苏州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红一行调研新城投资公司
    2018年12月6日，苏州港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吴红一行调研新城投资公司，新城投

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建斌就口岸项目

的建设运营工作进行了介绍并表示省国企带

领市国企共同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双方就中

欧班列支线线路开发、港区建设和运营、新型

物流集装箱运营、多式联运基地建设和开发

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并表示要加强双

方合作推动苏州“ 一带一路 ”建设。

德铁货运中国总经理Frank-Schulze访问新城投资公司

     2018 年 12 月 18 日，德铁货运中国
总经理 Frank·Schulze 访问新城投资公司并
现场考察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项目。
公司董事长陈建斌向客人详细介绍了口岸项
目目前的建设和运营情况，特别是铁路国际专
用线及 12 月 3 日首发的“ 苏新欧 ”中欧班列
运行情况。Frank·Schulze 则表示，德铁货运中
国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希望通过优质的合作
伙伴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促进中德两国经贸
往来。在随后的座谈中，双方就中欧班列运行、
往返货源组织及双向投资等内容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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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岸项目建设

市人大代表调研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2018年12月 7日，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苏州行政学院院长刘文洪带领的市人大代表姑

苏团第三小组，就“铁路与苏州社会经济发展”

开展调研，并现场考察了江苏（苏州）国际铁路

物流中心建设情况。代表们对国际铁路物流中

心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

价，并一致认为国际铁路物流中心不仅要成为

江苏省、苏州市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

平台，更要为为苏州高起点接轨上海、高度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3. 口岸市政道路工程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12月12日，项目施工许可证已获得；
项目质监安监已完成交底工作；
目前正推进道路雨水、污水、路基施工。

2. 口岸监管中心
    已取得施工许可证

12月3日已取得工程施工许可证；
信息化建设合同已签订完成；
工程保险招标文件已完成；
已获得土建消防审查批复。

1. 口岸综合服务中心
    加速推进各项工作

静压桩机、引孔机拼安装、检测完

成，方桩完成 80% 工程量；

高压杆线迁移已完成；

幕墙已报审图中心审核；

已获得土建消防审查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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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口岸联检服务大楼
    大力推进前期审批

12 月 11 日，联检服务大楼方案设
计通过审查；

12 月 14 日， 项目进入公示阶段；
项目可研已获审查批复。

5. 口岸项目地块征收
   推进西郭桥浜以南征收工作

西郭桥浜以南虎丘实业、杭鑫混凝
土、华光建材、利环油脂、恒远物业、东方
客运、华联瑞恩混凝土已完成拆除；

大和针织、贝斯特化工、物资再生及
苏协报废拆解公司、第五药厂等企业目前
正在进行搬迁准备工作。

 他 山 之 石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28 日，江

苏白洋湾口岸运营有限公司参加由

中国港口协会组织召开的“2018 中国港

航现代化发展研讨会 ”，详细听取了中国

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趋势和特点以及新时代

形势下未来港口发展的新要求，并就港口

业协调发展趋势和完善建设国际铁路物流

中心项目配套港口等进行了多方交流。

     作为国际物流和供应链的必经节
点，港口一直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阵

地。从信息港到数字港，再到现今的智慧港
口建设，我国港口已进入关键的数字化转型
时期。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以下简称“ 新
华三”）将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与港口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出智慧港口解
决方案，以推动港口与供应链上下游互联互
通，提升港口信息服务与业务创新能力，助
力港口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

   2018 年 12 月 28 日，江苏白洋

     湾口岸运营有限公司赴太仓港务

集团，就“ 日韩台海运货物通过中欧班

列过境的操作模式 ”的可行性及方案

进行探讨，双方后续还将加强海关关务

的协调工作，确保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

将海运过境货物能够顺畅、有效地与中

欧班列衔接。

   2018 年 11 月 27 日，江苏白洋
湾口岸运营有限公司、新城投资公

司投资发展部会同国发创投参观调研上
海发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嘉和一仓，
该企业是国内早期介入电子商务仓配的
企业，已核心自主研发 OMS、WMS、TMS、
CMP 实现企业供应链的数据交换和系统
集成。考察组一行就智能配网体系、供应
链金融体系、仓储行业第三方物流运营
模式及各体系协同合作配套服务等业务
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学习。

二、口岸项目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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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翔，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多式联运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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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沈志栋、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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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港口物联网方案：新华三智慧港口物联网方案，以绿州物联管理平台为核心，
能实现从终端层、操作系统、传输层、平台层到应用层的一体化交付。终端层采用生态合
作模式，由新华三提供模组、内切传感器终端，传感合作伙伴则提供丰富的传感器设备；
NB-IoT传输平台，可用于远距离数据传输；本地、云端、混合三种组网方式，满足多元需
求，可实现数据分类存储；绿洲平台提供基础设备管理功能与基础应用，亦能实现多业
务平台的对接与第三方智慧应用的接入，从而全面满足智慧港口对设备设施检测、能耗
管理、资产管理以及与港口业务相关的集装箱空气温湿度、通风度数据收集与上传等的
物联网应用需求。

智慧港口互联互通解决方案：实现港区环境、设备、设施、各业务部门与业务系统
之间的互联互通，是强化港口信息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功能和应用服务的重要基础。新华
三互联互通方案，通过包括数据中心、园区网 /骨干网、局域网、LTE、无线网络在内的整
体网络架构设计与交付，帮助港务集团、分公司与码头实现数据与系统的互联互通。其
中，新华三还专为港口智能理货系统开发了高速稳定的无线回传解决方案，帮助港口完
成理货数据的自动采集、智能识别处理、信息共享等，在革新传统业务流程的同时，大幅
提升了港口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智慧港口云计算解决方案：新华三可为港口行业云提供从基础硬件、虚拟化到
IaaS平台、PaaS平台和SaaS应用的端到端解决方案，涵盖云管理、云运营、云运维、云安
全与场景化应用等。超融合技术助力下的一体化交付，能解决港口业务系统运维复杂、
存在扩容瓶颈、机房空间不足等问题，实现了投资成本与运维成本优化、资源按需自动
分配、运维自动化简易化等，有助于港口将精力投入到核心业务之中，聚焦技术驱动下
的业务创新转型。

智慧港口大数据方案：作为将物联网、互联互通、云平台等方案形成协同效应并提
升港口管理运营智能化程度的核心方案，新华三智慧港口大数据方案覆盖数据接入、存
储、处理、分析以及大数据共享与应用的全流程。包括货物流动数据、航行靠泊数据、货
主交易数据、货代数据、海关检疫数据、生产厂商数据在内的海量数据通过数据总线接
入大数据中心后，完成数据的存储、处理、计算、分析、开发等步骤，再经由服务总线成为
可资共享、发布、可视化展现与应用开发的大数据资源，作为宝贵的数据资产，直接驱动
港口的业务应用创新与科学决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