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媒：中国押注铁路发展 高铁将激发无限潜能(组图)

外媒称，谁控制了基础设施，谁就控制了当今世界。中国当局早在 20

年前就明白了这点，将赌注押在了铁路发展上。

据俄罗斯连塔网 3月 7日报道，如今中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落实规模和

速度可以称得上真正的铁路扩张了。中国不吝惜将钱花在国内外的交通基础设

施上—经济没它走不远。

近 20 年来中国建设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超过了日本和欧洲的总和。

中国高铁发展始于 2004 年通过的《中国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经过 10

年的建设，高铁网已覆盖中国 28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仅 2014 年就有约 5000 公里的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由此

达到 1.6 万公里，尽管根据高铁网发展规划，这一目标原定在 2020 年前完成。

报道说，高铁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中国当局对此并不吝惜。根据中

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2014 年铁路建设投资总额达到了 8000 亿元人民币。根

据专家计算，“十一五”期间国家向高铁建设投入约 1500 亿美元，而“十二

五”期间这一数字翻了数倍—达 4300 亿美元。这比奥地利或丹麦 2013 年的名

义 GDP 还多。

最关键的问题是铁路运输设备的制造。过去中国的火车由欧洲、北美和日

本制造，如今一切都由本地企业生产。中国成功将生产本地化，现已实现了对

外出口。

中国 15 年来的铁路变化堪称奇迹。中国速度—无论是高铁干线本身还是

修建干线的速度—都非同凡响。

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加之务实的国内政策和谨慎的外交—方法没有什么

特别，但如果得到正确使用，将能激发无限潜能。

另据彭博新闻社网站 3月 5日报道，2015 年，中国将投资 8000 多亿元建

设国内铁路，与去年的最终目标一致，并承诺加大铁路生产商的海外市场份额。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铁路制造商是政府优先推动出口

的七个领域之一。李克强说，除了推动备受瞩目的海外合约，今年还将新建国

内铁路 8000 多公里。

报道说，中国正在积极争取海外铁路建设项目，瞄准了非洲、东欧、拉美

和东南亚的新兴市场，同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推销令人瞩目的合约。



中国两大机车设备制造商已经宣布合并计划，旨在推动高铁技术的出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铁路运输设备是“中国制

造 2025”规划的重要内容，这是转变制造业和提升中国技术价值链的一项战略。

商务部官员 2月 5日指出，随着李克强在出访期间大力推销中国的铁路工

程技术和建设企业，2014 年中国企业参与境外铁路建设累计签订合同额达 247

亿美元。

资料图片：2015 年 1 月 1日，重庆开行的首趟至北京的高铁动车 G310 次从重庆火车北站

发出。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延伸阅读中日激战海外高铁市场 日媒：下一个战场在印度

参考消息网 3月 10 日报道

日媒称，如今，日本开始大举进军世界铁路市场。除了政府与民间联手向

印度等国推销新干线（高铁）之外，一些日本企业还成功地拿到了海外铁路项

目。安全性高和运行高效是日本高铁的强项，但中国等国企业发起了强劲攻势，

争夺世界铁路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

据日本《读卖新闻》3月 9日报道，2月 28 日，东日本铁路公司副社长深

泽祐二在新德里对约 200 名印度政府有关人士说：“我们可以削减新干线建成



后在维护和检修方面的中长期费用。”

日印两国政府正在联合就连接印度西部城市艾哈迈达巴德与孟买的高铁

项目（约 500 公里）引进新干线问题进行论证。印度政府将根据 7月底前提交

的报告作出判断。

连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高速铁路项目也预定于今年内进行国际招标。1

月下旬，新加坡政府一名部长对日本国土交通省副大臣西村明宏说，新加坡对

新干线十分信赖。西村说，新干线自运行以来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安全性十分

可靠。

上述两个高铁项目都是总投资超过 1万亿日元（约合 83 亿美元）的大型

项目。日本政府在 2013 年制定的经济增长战略中，提出了在 2020 年前使基础

设施出口增长两倍达到 30 万亿日元的目标。包括新干线在内的铁路出口是这

一战略的支柱之一。

日本之所以致力于出口铁路，是因为世界铁路市场正在扩大。据欧洲铁路

联盟说，世界铁路市场规模 2009 年至 2011 年大约是年均 18 万亿日元，到 2014

年至 2019 年将扩大到年均约 23 万亿日元。除了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在相

继建设高铁之外，发达国家也重新认识到了高铁的优势。

加拿大、法国和中国的企业在世界铁路市场占据重要地位。除了日立制作

所 2012 年 7 月承建英国高铁项目之外，卡塔尔的首条地铁项目（投资总额为

4000 亿日元）目前已内定由日立和三菱重工业等 5家日本企业联合承建。日本

为能更多地承建海外铁路项目，去年秋天设立了筹措资金的政府与民间基金

“海外交通与城市开发事业支援机构”。

在连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高铁项目中，日本企业的竞争对手是中国。中

国为了扩大经济影响力，将高铁出口列为国家战略。中国企业的强项是建设成

本低，仅为其他国家的 2/3。

包括连接艾哈迈达巴德与孟买的高铁在内，印度共有 7个连接主要城市的

高铁建设项目。中国也对印度的高铁项目很感兴趣，日中两国企业今后有可能

展开竞争。



日立生产的高铁列车 1月从日本神户港装船，预计 3月中旬到达英国。（美国雅虎新闻网）

延伸阅读初春旅游产品价格大跳水 高铁成老年人出游新宠



6 日到 8日，2015 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在广州举行，现场吸引了大批老年消费者。 中新

网汪洁 摄

中新网 3月 9日电(财经频道 汪洁)6 日到 8日，2015 广州国际旅游展览

会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中新网财经频道在现场了解到，由

于机票价格下降，旅游产品价格较春节期间大幅下降，周边境外游产品受到老

年消费者的欢迎。高铁游也成为一种新趋势。

旅游产品价格现大幅优惠 业内：主要因为机票价格跳水

据悉，本届展会有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780 家知名企业参展。6日，中新网

财经频道在展馆内看到，多个旅行社在展馆内展开促销大战，价格上有不少优

惠，不少打出最高立减 1600 元、现场报名最高优惠 10000 元、最高优惠 3300

元等标语，较春节期间价格大幅下降。

广东中旅的工作人员表示，主要原因是这个时候正好是过年之后，属于出

行和旅游的淡季，机票价格下降，能够比平时便宜几百元。加之旅行社和航空

公司有合作，能够拿到内部价格的机票，“去泰国的沙美岛 6天才花费 2500



元，因为这其中机票价格已经比春节期间下降了差不多一半，所以价格上优惠

不少。其他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也差不多，都有优惠。”

业内人士表示，不光是机票费用，酒店费也有普遍下调，加上春节过后旅

游团数量比春节期间减少，当地酒店、交通、餐费、景点等地接费用也间接下

调近 20%，所以旅行线路价格也下降了。

老年消费者热衷周边境外游 价格成主要考虑因素

旅交会吸引了大批老年消费者。中新网财经频道看到，在金马旅行社和康

辉旅行社前挤满了老年消费者，不少人当场签订合同。金马旅行社主打的是境

外游，韩国出境游价格在 3000 元左右，俄罗斯价格在 5000 元左右。72 岁的许

大爷表示想去俄罗斯旅游，“退休以后没事情做，想去没有去过的地方看看，

目前身体状况也还可以，想在展览会上挑一个合适的报名。”

62 岁的区女士表示想和几个朋友一起报团去韩国，“我们看到这个旅行社

去济州文化村 3000 多元的旅游产品，正在考虑要不要去，主要是想去国外看

看，这个价格也能接受。”

多名老年消费者表示，在选择旅游产品方面，最注重的是价格和舒适度。

一对 60 多岁的夫妇表示，他们是广州人，每年都要出游几次，都是境外游，

“我们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到性价比，当然是又便宜又舒服最好

了。”

旅游电商平台也注意到老年消费者市场的火爆，途牛旅游网的工作人员接

受中新网财经频道的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他们注意到广州旅游市场老年游客增

多的趋势，为了方便老年游客，照顾到老年游客不会上网的情况，途牛网开通

了线下的热线电话，“老人想旅游了在家里拨通电话，我们的客服就会在电话

里推荐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不用上网也可以方便快捷的订到旅游产品。”

多家旅行社推出高铁游 “坐着高铁去旅行”受到老年消费者欢迎

多家旅行社推出国内短途高铁旅游为主的旅游产品，有如“厦门鼓浪屿”

双动 3日游价格为 1080 元、长沙凤凰古城 1280 元 4 日游、黄果树动车 899 元

3 日游，张家界 1169 元高铁游等，吸引了大批的老年消费者围观。

旅游电商平台也推出高铁游，如途牛网推出“江西庐山-景德镇-婺源-三

清山 5天 1999 元高铁游”，“广州-南溪山 599 元高铁 4日游”等。

此外，中新网财经频道了解到，携程网也推出包括京沪、京广、成渝、宁

杭等多条高铁线路，如京沪线路沿途经过常州、南京、济南，从北京至上海耗

时在 5~6 小时。

3名平均年龄在 70 岁左右的大爷对中新网财经频道表示，他们想去贵阳游



玩，“我们想坐高铁去，坐高铁出去旅游舒服、速度快，路上的时间短，不折

腾。现在价格也比平时便宜不少。”

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高铁游以其方便、快捷受到越来越多的老年

消费者的欢迎，高铁游成为自驾游之外的一种新趋势。

广州市旅游局副局长谭爱英表示，为打好高铁旅游牌，加强广州市与贵广、

南广高铁沿线城市的泛珠区域合作，广州市旅游局与贵广、南广、京广、广深、

厦深、武广等高铁沿线城市旅游局对接，迄今为止，已与包含泛珠区域在内的

国内高铁沿线城市签订并执行了48个旅游合作协议，促进了高铁沿线旅游。(中

新网财经频道)

（2015-03-09 08:38:18）

延伸阅读贵州驶入“高铁时代” 未来五年每年建成一条高铁

中新社贵阳 3月 9日电题：贵州驶入“高铁时代” 未来五年每年建成一

条高铁

中新社记者 周音

2014 年 12 月 26 日贵广高铁建成通车，贵州省历史性地迈入“高铁时代”。

不过，这只是贵州高铁迈出的“第一步”。未来 5年，贵州省将每年建成一条

高速铁路。

按照国家和贵州省“十二五”铁路建设规划，到 2020 年，预计全省铁路

里程达到 4400 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铁路接近 2000 公里，基本建成适应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铁路网。

根据规划，2015—2020 年，贵州将每年建成一条高速铁路。2015 年建成

沪昆客专贵阳至长沙段，实现贵阳与长三角、京津冀的快速连接；2016 年建成

沪昆客专贵阳至昆明段，实现贵阳与滇中城市群的快速连接；2017 年建成重庆

至贵阳快速铁路，实现贵阳与成渝经济区及以北地区的快速连接；2018 年建成

安顺至六盘水高速铁路，形成贵阳至六盘水 2小时交通圈；2019 年建成成都至

贵阳客专，形成贵阳北上成渝、关中等经济区的快速双通道；2020 年建成贵阳

至南宁快速铁路，实现贵阳与北部湾的快速连接。届时，贵州不仅完成连接珠

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的目标，也成为西部交通的主要枢纽。

统计显示，2011—2014 年，贵州省累计完成铁路投资 1120 亿元(人民币，

下同)，是“十一五”的 4.5 倍，年均增长 31%。其中 2013 年完成 324 亿元，

2014 年完成 357 亿元。

交通是旅游的命脉。随着立体化、全域化交通体系形成，尤其是 2014 年

12 月 26 日，横跨贵州省贵阳、黔南、黔东南的贵广高铁的开通运营，极大缩



短了贵州与广东、广西的时空距离，大大降低了两广游客的旅行成本。数月以

来，贵广高铁线持续“一票难求”，引爆了贵州旅游市场。

春节期间，为了让更多的广东游客能到贵州深度旅游，贵州旅游部门申请

了两趟贵广高铁旅游专列，结果旅游专列“爆棚”。

贵阳中旅副总经理张志表示，随着贵广高铁开通，到贵州旅游的成本下降，

广东及香港、澳门游客大量涌入贵州，一天 10 趟根本无法满足旅游旺季的游

客需求。

多家贵州省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贵广高铁加开更多的班次，扩大

广东及香港、澳门市场。

贵州省旅游局市场开发处处长邹晓风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贵广

高铁开通以来，贵州省有组织接待旅游团队成 5倍以上大幅度增长，与往年同

期相比如“冰火两重天”。仅今年春节黄金周 7天(2 月 18 至 24 日)，全省接

待游客 1189.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24.2%。

继贵广高铁开通后，贵阳至广州铁路旅行时间由 20 小时降至 4小时。业

内人士称，该高铁线对于加快沿线产业转移、资源互通、城市群集聚，促进黔

桂粤三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泛珠三角区域深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邹晓风透露，2015 年 6 月，沪昆高铁贵阳至长沙段也将开通运营，贵阳至

长沙仅需 3小时；这就意味着贵州至长三角、环渤海区域的快进通道将全面打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