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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章
物流

与上年相同，在2021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范围内不断反复，各国经济和社会活动受到了巨大冲击。
中国提出“动态清零”方针，继续采取“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防控措施。就经济活动本身而言，生产基地基本恢
复正常。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年实际GDP增长率为
8.1％，与日本（3.2％）、美国（5.7％）、德国（2.7％）等
在2020年的负增长之后迅速复苏的各国相比，增长率依
然较高。

另一方面，疫情蔓延及管制措施导致民众生活和生产
活动出现混乱，因机场和港口多次采取封闭管理，物流陷
入停滞的情况频频发生。迫于无奈，货主只好采取选择物
流替代路径或调整供应链本身等解决措施，不断摸索如何
优化物流。

经济环境

表１： 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及与主要国家和地
区进出口贸易统计（单位：亿美元） 

出口 进口 进出口总额

金额 同比
（％） 金额 同比

（％） 金额 同比
（％）

日本 1,938 35.8 2,398 37.1 4,336 36.6
美国 6,797 50.4 2,097 55.5 8,894 51.6
欧盟 6,131 56.8 3,592 38.9 9,722 49.7
东盟 5,701 48.6 4,632 53.9 10,333 50.9
非洲 1,739 52.3 1,224 68,3 2,963 58.5

世界合计 39,722 53.3 31,298 52.2 71,020 52.8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2021年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52.8％。无论是与中国停

工停产的2020年上半年相比，还是与复工复产的2020年中

期以后相比，在金额上，所有对象区域进出口均出现显著增

长。尤其是圣诞商战引爆例年贸易活动的10月以后，进出口

均呈现高度增长。

中美贸易摩擦方面，中美两国自2018年7月以来就追加

关税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涉，直至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

段协议，大部分的追加关税措施依然没有作出任何修改，关

税税率仍保持在25％，中国政府承诺的扩大大豆等原料的进

口在2021年也未能达到协商水平。如上所述，进出口总额本

身较2020年有所增长，但中美交易在2021年中仍未能摆脱

高额关税造成的影响。围绕数字和信息通信等前沿技术，包

括日本在内的，欧美等西方自由主义国家与中国摩擦不断，

以尖端半导体生产为中心，两大阵营在相关产品和零部件的

生产和采购供应链方面的动作也日渐突显。

自2022年1月1日起，东盟十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

国、日本、中国共15个国家于2020年11月签署的RCEP自由贸

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在中国等十个国

家率先生效。之后，该协定还自2月1日起对韩国生效，自3月

18日起对马来西亚生效。自2022年起，RCEP协定有望为该

地区贸易增长带来助力。

表２：2021年中国各类运输方式的货运量

货运量（单位：亿吨） 货物周转量
（单位：亿吨公里）

运输方式 重量 同比（％） 周转量 同比（％）
铁路 47.7 4.9 33,238 8.9
公路 391.4 14.2 69,088 14.8
水运 82.4 8.2 115,577 9.2
民航 0.07 8.2 278 15.8
合计 521.57 12.1 218,181 10.9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

物流形势
整个2021年，全球都在被迫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

物流混乱问题。

海上货物运输方面，据交通运输部统计，全国主要港口

2021年货物吞吐量为1,554,534万吨，同比增长6.8％。在各月

的同比增长率中，2月最高（26.1％）；之后缓缓下跌，9、10月

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1.9％、0.5％）。与

此相同，国际货运量达到469,376万吨，全年同比增长4.5％；

集装箱货运量全年达28,272万标箱，同比增长7.0％。

国际集装箱海运运输方面，尤其是中国出口，全年供

需状况持续吃紧，再加上2021年3月发生了苏伊士运河集

装箱船只触礁事故，导致全球定期集装箱日程出现延迟，

舱位紧张，推动集装箱海运运费不断飙升。SCFI（Shanghai-

Container-Freight-Index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显示，至欧

美的运费自4月以来基本上保持一路高涨势头，截至12月底，

至美国西海岸运费刷新历史新高，同比达到191％，与2019年

的比值达到469％。在大连、盐田（深圳）、舟山（宁波）等主

要港口，由于作业人员或者货物本身新冠核酸检测阳性原

因，港口封控，货物运营受到管制，随之而来的是作业进度

严重延迟，每次运输办理周期都大幅增加，或者是企业被迫

采取起用替代路径等应对措施。在海外，尤其是欧美的主要

港口，由于作业人员人手不足、母船延误进一步导致集装箱

滞留等恶性循环，受此影响港口作业大幅延迟几近常态化

的情况似乎贯穿了整个2021年。上述运输周期的拉长成为了

供应链的瓶颈，也阻碍了各国的经济恢复。

航空货运方面，尽管由于起落中国的多条国际航线继续

熔断，客机货舱（腹舱）的舱位利用受到制约，但人们利用

客机航班仅装运货物，不载客，货代和航空公司积极安排货

物包机航班等，舱位供应逐渐恢复。此外，由于船运日程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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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大量货物转为空运之故，国际航线空运货物量同比大幅

增加（增长19.6％）。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主要消费市

场即欧美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然旺盛不衰，再加上“宅家”

需求这一新的要素，从产地亚洲飞往欧美的航空货运也始

终保持较高的需求。从结果来看，中国出发的空运运费市场

尽管也多少有所波动，但整体来看，一直高于疫情前水平。

与此同时，与港口相同，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手不

足、货物集中，欧美主要机场货物运营停滞，尤其是进口货

物，各地的收发办理周期都有所延长。在中国，由于出现过

进口货物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案例，机场防疫管控加强，

一旦确认阳性，就会采取停止货物运营，停止接收来自特定

发货地机场进口货物等措施，导致在位于上海和大连等地的

主要机场，出现了大量货物滞留的情况。

-货车运输方面，尽管因零星出现的新冠疫情社区感染，

而受到了或大或小的区域封控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管控等

防控措施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因国内经济活动趋于正常，

汽车货物运输量2021年全年呈现旺势增长。据交通运输部

统计，2021年汽车货物运输量为3,913,889万吨，同比增长

14.2％。

2021年，尽管在2020年产生大量置换需求的货车环保

管控政策（淘汰国三标准货车）所造成的影响已暂时平息，

但以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为中心，环保管控愈加严格，政

府也在积极推动使用电动汽车（EV）代替小型商用车等货

运车。

铁路运输方面，2021年形势保持坚挺，据交通运输部

统计，全年货物运输总量为477,099万吨，同比增长4.9％。作

为一种运输方式，铁路运输已经在市场中逐渐站稳脚跟，同

时，它还将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环境友好型绿色物流应对

措施，成为货车的有力替代工具。并且，作为有助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非接触式稳定运输方式，铁路集装箱运输的

作用正在被重新定义。

作为“一带一路”政策的象征，往来于中国与欧洲之

间，堪称“陆上丝绸之路”的国际铁路运输路线“中欧班

列”一直以来给人以价格偏高的印象，但由于海运及空运舱

位“一位难求”运费飙升，这一印象有所削弱，自去年起实际

运输量始终呈现大幅增长。该统计还显示，中欧班列2021年

全年开行约1.5万列，运送集装箱146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22％和29％。运输路线亦稳步增加，新开行的西安-阿塞拜

疆、昆明-老挝（万象）等线路已开始运行。除此以外，各家

运营商还提供铁水联运服务，将大连等港口作为接驳港，使

来自海外的海运集装箱无缝衔接中欧班列。

另一方面，作为海运和空运的替代模式，随着知名度的

不断提高，中欧班列本身也出现了一柜难求、运费飙升等问

题，且由于边境新冠防疫原因，疫情防控措施严格杂乱，导

致中转地滞留天数大幅增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山口、

加里宁格勒等中转地最长滞留时间超过了10天）的情况时有

发生。作为中欧国际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得到更多货主

的认可，除了增加运量（运行班次和集装箱编组数量）以外，

实现中转地流畅迅速作业也是中欧班列面临的一个课题。

目前各领域都在积极致力于推进信息的数字化转型，

在贸易通关领域，包括贸易通关业务的无纸化、EDI化、贸

易关系行政部门之间的数据联动在内，通过“金关1期”和

“金关2期”项目分阶段实施的数字化转型正在与通关制度

改革同步向前推进。全国统一的“通关一体化”系统使各项

通关流程的业务效率得到了提升，在提速的同时进一步降低

了成本。-尽管现场操作层面依然存在应对差异的问题，但

过去因人为因素而导致的通关问题已逐渐得到解决。

保税货物通关方面，基于数据对货物进行收发核验的

“核注清单”系统已开始上线应用；进口货物申报方面，可

以先提货、后纳税（两周之内）的“两步申报制度”也已开始

在部分地区进行测试。贸易、通关、生产、消费与物流之间

数据联动有望在未来实现进一步的提速。

在2019年9月公布的国务院《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以及

交通运输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到

2035年建成“交通强国”的目标，并提出今后30年将以交通

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充以及各种运输方式的联动为重点，

建成新型运输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

出了交通运输发展主要指标：到2025年，铁路营业里程达

到16.5万公里（截至2020年已达14.6万公里，下同。），其中高

速铁路营业里程5万公里（3.8万公里）；高速公路建成里程19

万公里（16.1万公里）；全国民用运输机场数达到270个（241

个）；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5％；城市新能源

公交车辆占比达到72％（66.2％），等等。

2021年12月，国务院根据上述各项纲要和“十四五”规

划，制定并公布了《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其

中指出，今后的课题是，完善综合交通网络，推动货物运输

多元化、在交通中融合IT技术，追求交通安全保障、构建交

通产业供应链、普及绿色能源等等；并要求对应各项课题，

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扩充以“八纵八横”为主框架的高速

铁路网络，推动国内货车运输向水运和铁路运输转型（公转

铁、公转水），完善连接各种运输方式的综合货运枢纽，有

效利用中国独立开发的北斗GPS系统，开发并推进双层集装

箱运输和高铁货运产品等新技术。

＜建议＞
①-机场及港口的集装箱货运站吞吐的进出口货物，

依旧频繁遭遇存放场地建设不完善（污浊、漏雨
等）和定点企业粗暴分拣作业导致货物破损、海
关查验导致商品污损或遗失、查验后包装受损等
问题。另外，部分机场的货运设施，不仅接货区
域的搬入货物混杂，而且下雨时的受潮污损对策
也是一大课题。希望改善查验过程中货物装卸质
量，完善货物设施及周边的环境，同时积极放宽
对物流企业人员入场与在场的限制。

②-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随着疫苗和药品低温运输
需求的增长，机场冷藏（冷冻）仓库容量不足、相
关设施短缺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受此影响，冷藏
冷冻产品的国际托运被迫暂停，物流运输受到阻
碍。建议进一步扩充机场冷库设施，确保能够顺
利应对消毒等防疫强化措施。

③-随着通关一体化改革的推进，通关速度不断提
升，但是从全国来看，各地在执行上并未完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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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些地方的海关在规定发生变更时并不会提
前发布变更通知，这导致企业在规定实施当日或
已开始实施后才得知变更情况。对于规定变更等
重要通知，希望事先书面或在网上发布通知，并
确保通知内容易于理解。

④-有企业反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货车的
通行以及冷藏冷冻品的进口措施方面，各地方
政府分别制定了自己的管控规定，并要求其管辖
范围内的企业予以遵守，导致企业苦于应对。对
此，希望国家能够加以标准化，在全国作出统一
的规定。

⑤-许多情况下，化学品和危险品的进口通关需要花
费很长的时间。有时企业会出于商业机密考虑而
不能标明货品的详细成分，在这种情况下，货物
检查需要很长时间。对此，希望能够简化相关手
续流程并加以灵活应对。

⑥-每当机场和港口的作业人员被发现感染新冠病
毒后，政府便会采取临时关闭相关设施、隔离
作业人员（封控管理）、限制货物托运等极端措
施，从而导致进出口货物的物流严重停滞。这对
企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计划产生了严重的影
响。我们深知防疫措施的重要性，但物流也是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基础设施，希
望有关部门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同时，能够确保机
场和港口设施的正常运转。

⑦-在边境口岸采取的防疫措施中，会对进口货物进
行消毒（具体做法是向货物喷洒消毒液），但这
种操作往往会导致货物受潮。因此希望能够在
充分考虑货物包装形式和特性（精密机械产品
等）的基础上采取更加精准细致的防疫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