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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二期（总第25期）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22 年 0 7 月 1 5 日

�月��日下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辛国斌率国务院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
专项督查第二督查组调研江苏（苏州）国际
铁路物流中心。

辛国斌一行实地察看江苏（苏州）国际
铁路物流中心建设运营情况，认真听取苏州
中欧班列运行、水公铁空多式联运发展、疫
情防控及物流保供保畅等情况介绍。辛国斌
充分肯定新城投资公司在保障物流畅通、促
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要

国务院“两稳一保”第二督查组
调研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求继续统筹做好货运物流疫情防控，强化江
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水公铁空多式
联运枢纽功能，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作为当
前的首要任务，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循环
畅通，为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提供有力支撑。

江苏省副省长胡广杰，江苏省政府办公
厅副主任王文斌，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唐
晓东，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主任
吴琦等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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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陈春明一行调研江苏（苏州）国际铁
路物流中心。新城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建斌陪同调研。

陈春明充分肯定新城投资公司在城
市建设、运营、服务和以江苏（苏州）国际
铁路物流中心项目为枢纽载体的现代物
流业取得的成绩。他强调，新城投资公司
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强化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
中心枢纽功能，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陈春明
调研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南京海关关长、党委书记吴海平
调研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月� �日下午，南京海关关长、党委
书记吴海平一行调研江苏（苏州）国际铁
路物流中心，并慰问海关监管区现场工作
人员。新城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
建斌陪同调研。

在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现
场，吴海平听取了项目建设运营、上港集
团ICT（苏州）项目建设运营及苏州中欧
班列运行等情况介绍并强调，保障重点区
域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是当前重点工
作，新城投资公司要充分发挥国际铁路物
流中心多式联运优势和物流枢纽综合效
应，着力推动外贸领域保通保畅，全力保
障货运物流运输畅通，持续优化口岸通关

环境，助力激发外贸市场主体活力。
南京海关总工程师胡克宏、办公室主

任高建明、办公室副主任徐俊，苏州海关
副关长刘卫言、办公室主任陈明，苏州海
关驻虎丘办事处主任顾福根等参加调研。

主体责任，做到疫情防控和中心工作同向
推进；要持续深化改革增强企业发展活
力，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契机，最
大限度激发企业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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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盛红明
带队考察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苏州新迪绿色物流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月 �日上午，由苏州新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下属苏州新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苏
州新迪绿色物流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市国资
委党委书记、主任陈春明，相城区望亭镇副
镇长肖磊，新城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建斌，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戴雅萍等出席揭牌仪式。

苏州新迪绿色物流有限公司定位为物
流仓储的绿色节能方案提供商。

�月��日下午，吴江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盛红明率吴江区委国企调研组考察江
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新城投资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建斌陪同考察。

盛红明对新城投资公司推进以江苏（苏
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为枢纽载体的现代物
流服务体系建设、服务苏州及长三角区域企
业、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方面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长三角（盛泽）现
代供应链产业园项目作为全市国资国企
“�+��”项目合作机制中实体投资量最大的
项目，吴江区将与新城投资公司紧密合作，
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把项目打造成标准
化、规模化、智能化的物流仓储新标杆、一体
化合作的新样板。



架起立体物流通道
保障物流供应链安全、畅通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城投资公司积极发挥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

中心水公铁多式联运通道及仓储、配送等资源优势，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物流供应链安

全、畅通。

出台优惠政策
下属江苏白洋湾口岸运营有限公司延

长疫情期间集装箱免费堆存期，从�月��日
起，不论空箱重箱，免费堆存期从�天调整
为��天，切实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打通物流运输通道
下属苏州新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利用

铁路零散计划和支线船舶推出水、铁提空
发重业务，为企业提供无接触提空箱方案，
全力保障苏州物流企业的空箱需求。同时，

积极对接太仓港，利用上海洋山港与太仓港
的“沪太通”模式，以及新开通的沪通城际
铁路，进一步打通上海洋山港经太仓港的
返苏通道。

化解“滞港”难题
充分发挥多式联运业务优势保供保

畅，协助上港集团为苏州��家企业提供疏
港方案和服务，协助上海机场及航空公司
为苏州���多家企业解决航空物流需求。充
分利用海铁联运、河海直达业务优势及与

太仓港的联动，有效解决苏州企业的空箱需
求。上半年，苏州海铁联运共发运�����标
箱，同比增长�� .��%；河海直达航线共发
运� � �航次、� � � � �标箱，分别同比增长
��%、��%。

发挥专业消杀优势
下属专业熏蒸消杀公司苏州市新雨熏蒸

消毒服务有限公司积极开展进口货物消杀工
作，承接中欧班列进口集装箱表面二次消杀业
务，全力筑牢苏州及长三角地区货物安全屏障。

开展陆空联运创新业务
与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在实现苏沪间通关便利化的前提下，前置
航空货运服务，创新推出陆空联运业务，苏
州企业航空货物在白洋湾海关监管区完成
海关查验后，集中闭环运抵上海机场，实现
苏沪间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极
大提高上海机场的集疏运效率和苏州企业

的物流效率，同时降低了苏州企业物流成本
和疫情风险。自�月��日正式开展以来，至�
月��日已完成货物进出口����票、�万件、
����吨，日均��单、���件、��吨。

�月��日，与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合作，
完成苏州与苏南硕放国际机场间首单陆空
联运业务。

保障跨区域物流通道畅通
发挥物流业务及仓储配送优势，先后

调集各类货运车辆��余车次，分别将苏州
市区相关物资通过冷链方式运往昆山地

区，并将常州、常熟、太仓等地的相关物资
运抵苏州市区，保障苏州及周边地区物资
供应及物流畅通。

4



5

新城投资公司聚焦服务“一带一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自贸区发展，高点定位推进江

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和上港集团ICT（苏州）项目建设运营，高水平打造水公铁空多

式联运枢纽载体，高质量运行苏州中欧班列，全力推动苏州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国际

供应链、产业链，服务苏州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推动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建设
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畅通

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加速推进配套设施工程建设

中港池预计今年�月底土建竣工，并
于下半年完成设备调试并投入试运营。

南港池已完成初步设计方案以及施
工图审查，正在推进概算编制等前期工
作，并与资规部门积极沟通协调推进港池
地块取得工作。

码头工程

联检服务中心

� � � �年� �月开工，�� � �年� �月竣工
并通过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五方预验收，�月完成规划验收工作，预计
今年第三季度完成综合验收并投入使用。

专业仓库

� � � �年��月开工。今年�月�日，项目
裙房屋面顺利封顶，主楼已完成��%土建
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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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周建
华调研长三角（盛泽）现代供应链产业园项
目并召开项目码头工程推进协调会议。周
建华强调，市、区各相关单位要加强沟通协
调，紧盯工程建设关键节点，统筹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共同推进码头工
程前期审批及建设工作，努力打造京杭大
运河沿线智能化码头样板。

市交通局副局长周建华调研
长三角（盛泽）现代供应链产业园

苏州中欧班列持续稳定运行
克服国际形势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影响，开通运行苏州至老挝万象、意大利米
兰等新国际货运线路，稳定开行跨境电商
专列、自贸区专列、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专
列等特色班列。今年上半年，苏州中欧班列
开行进出口班列�� �折算列、搭载�� � � �
标箱，同比增长�.�%，货重�� .��万吨，同
比增长��.��%。

长三角（盛泽）现代供应链产业园
项目进场试桩

项目于 � � � � 年 � � 月 奠基，总投资
�� . �亿元，以仓储及现代化集装箱综合码
头为核心，建设约��万平方米现代化仓库
及配套设施。�月 � �日，项目开始施工试
桩，已先后完成附着物拆除、现场垃圾清运
等前期工作，规划设计报批。

汉唐���TEU河海直达“汉唐无锡”号
试航成功、“汉唐常州”号成功上水
�月 �日，上海汉唐航运有限公司（上

海汉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苏州新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上港集团长江港口物流有
限公司合资）建造的�� �TEU河海直达集
装箱船“汉唐无锡”号试航成功，�月��日，
其姊妹船“汉唐常州”轮顺利上水。“汉唐
无锡”轮、“汉唐常州”轮总长�� . � �米、船
宽�� . � �米、型深�.��米，设计航速��节。
交付后将助力新城投资公司拓展水水联运
业务，进一步推动内河集装箱业务发展。

望亭物流仓储项目�号、�号仓库
主体结构工程通过验收

望亭高标准物流仓储项目于����年�
月项目开工，总投资� . � �亿元，规划总建
筑面积�.�万㎡，功能定位为丙一类高标准
仓储。�月��日，项目�号、�号仓库主体结
构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并获评“�� � �年下
半年省级建筑施工标准化星级工地”。



�月�日下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督查
室副主任宋双率队赴江苏（苏州）国际铁
路物流中心开展交通运输综合督查和安全
生产大检查，并强调要继续深入推进安全
生产强化年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地，保障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将江苏（苏
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打造成水公铁空多
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和区域性货物快速通关
的集散高地，为稳住经济大盘、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新城投资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高草原汇报有关
情况。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督查
现代物流业务安全生产工作

�月 �日，市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徐海东一行调研长三角（盛泽）现代供应
链产业园。徐海东要求要积极谋划项目建
设和产业发展，围绕构建区域现代物流产
业新热点，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力争打造集现代化仓库、堆场、集装箱码
头、内河航运等多项功能、多种业态于一体
的现代供应链产业园。

市发改委副主任徐海东调研
长三角（盛泽）现代供应链产业园

相城区副区长邢鹏到访新城投资公司

�月� �日，相城区副区长邢鹏一行到
访新城投资公司。新城投资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陈建斌与邢鹏一行座谈交流。
邢鹏表示，新城投资公司望亭仓储物流项
目的建设运营，将进一步促进望亭现代物
流产业发展。他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
合作，积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
合力提升望亭国际物流园功能提升、产业
升级，加强与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
心的对接联动，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为苏
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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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空物流有限公司
考察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月�日下午，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空

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永虎一行考察江
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并交流洽谈。

新城投资公司亮相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物流节

�月��日至�月�日，第十七届中国国
际物流节暨第二十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
博览会·�� � �亚洲物流双年展在厦门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新城投资公司携新成物流
集团、新欧陆公司、口岸运营公司、新丝路
公司等相关企业参展，全面展示公司现代
物流板块业务开展情况。借助会展平台，新
城投资公司同来自国铁南昌局集团、河南
机场集团、中铁快运、象屿易联等多家企业
开展交流洽谈，并与赣州国际陆港等单位
达成合作意向。

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考察
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月�日，无锡市交通运输局蔡羽、无
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市场部部长蒋浩新等
一行考察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蔡羽表示，新城投资公司与苏南机场集团
发挥各自优势在空运物流领域开展合作，
将进一步拓展两地间物流通道，提升区域
物流服务质量，并希望双方深化沟通对接，
加速建立工作机制，完善多维度合作方案，
共同推动航空物流合作走深走实，为苏
州、无锡两地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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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全国首个海铁联运集装箱码头—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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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海铁联运集装箱码头正式启用

他山之石

全球首创的“U”形工艺方案及技术方案，充分解决码头堆场端部作业工艺方案能耗
高、投资成本高、设备利用不均衡、装卸点少的问题，具有高效、经济、效率扩展性强等特点。

全球首创U形工艺

外集卡通过三段式闸口可直达堆场目标贝位作业，完成抓放箱后可沿“U”形道路出
闸。IGV沿着车道可实现从海侧到堆场之间的作业。U形布局装卸点多，出箱灵活，增加轨
道吊设备可显著提高堆场作业效率，扩展性强。

装卸点多更高效

实现外集卡与IGV交通分流、物理隔离、互不干扰，既实现了同一堆场可同时兼顾陆侧
及海侧集疏运作业，又保证了自动化作业的安全性。

交通分流更安全

采用低速轨道吊，设备成本、堆场建设投资、设备能耗、设备损耗降低超过��%。码头
堆场后方毗邻铁路中心站，通过开发海铁联运自动化系统，打通铁路及港口的信息壁垒，实
现海运、铁路运输方式之间信息交换共享，提高联运一体化服务能力，实现海铁联运无缝
衔接。

经济性强更能“省”



更多“黑科技”
自动化双小车岸桥技术创新。双小车接力作业比传统自动化单小车岸桥效率提升��%

以上，同时，双小车岸桥进行了轻量化设计，在岸边装卸工艺上，将轨后IGV车道数量从�条
压缩到�车道，从而缩短了岸桥后伸距，降低了整体自重。

自动化轨道吊技术创新。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创新应用基于新型装卸工艺的自动化双
悬臂轨道吊，可分别兼顾一侧悬臂下人工集卡及另一侧悬臂下自动化车辆的自动化装卸作
业。同时为了保证对外集卡的自动化作业，配备了齐全的安全防护系统包括集卡防吊起保
护系统、箱锁未解检测系统、后集卡作业等待提示系统、集卡闯红灯监测系统等。这些安全
子系统有效地保障了整个作业环节的安全可控，实现效率与安全双提升。

智能引导运输车（IGV）技术创新。创新应用�轮�轴底盘形式的IGV，最大轮压与普通
外集卡相当，无需增加土建投资；搭载自主研发全国首创的柔性智动充电机器人，真正实现
IGV的自动充电，充电��分钟可实现作业�小时，具有“充电不离场，快充长续航”的特点。
同时项目创新设计新型车辆定位磁钉布局方案，在大幅降低磁钉密度，进一步减少投资的
前提下，将定位精度控制在��毫米内。

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海东，市委常委、副市长唐晓东，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刘建堂，
副市长施嘉泓，副秘书长金晓虎、蒋华、张焱

送：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建设工作推进小组、口岸申报工作小组

通联：苏州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姑苏区友新路���号）   电话：6822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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