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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不断加快，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这些趋势也意味着有必要
发展由铁路带动的综合物流中心（ILCs）。虽然中国在过去几年形成了数百个物流产业集群，但
符合国际标准、由铁路和多式联运带动的综合物流中心却不多见。在北美，公共部门与地产开发
商等私营企业开展密切的长期合作对发展其综合物流中心的集中网络是非常有效的，该网络对推
动北美的跨洲及其它货物运输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模式在中国也可以取得成功。
综合物流中心（ILCs）是由多式联运、物流、
轻型组装、制造业和配套服务业等有效衔接
的集群，它在北美和西欧的物流网络中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运输距离的角度来看，
美国的物流体系与中国最为相似。在铁路多
式联运网络的支持下，美国的综合物流中心
使“迷你陆桥”（即跨洲）运输和其它国内
和国际长途集装箱运输变得十分便捷。1 托运
人和物流服务商因此可以更高效地经营更长
的供应链，克服运输距离长、涉及多种运输
方式和多个货物转运点带来的复杂性。但综
合物流中心的作用远不止是降低企业的物流
成本。北美的综合物流中心已成为地方政府
和州政府用来创造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
强区域竞争力和减少城市拥堵的战略工具；
另外还有关键的一条是，政府在这些物流中
心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公私合营模式让
有限的公共部门资本支出发挥更大作用。

以平均每年 24%的速度增长，大约是同期中国
整体经济增速的 2.5 倍。据报道，截至 2012
年 6 月，全国共有 754 个物流园，其中大约
一半已投入运营，三分之一在建，其余处于
规划和设计阶段。但据行业杂志报道，很多
园区缺乏好的物流服务商，公用事业（供水、
供电、排污）和电讯服务等基础设施不足，
使它们难以良好地发挥作用。2 物流园的数量
之多，使人对园区筹建过程中的经济、财务
和技术评估产生了怀疑（据报道，在同一辐
射区域内存在多个且可能功能重叠的园区的
情况并不少见）。物流设施的碎片化导致难
以实现集聚经济效应，而集聚经济效应是物
流园区，尤其是综合物流中心最重要的一项
优势。正如 Chen and Lee (2013)所指出的：
“中国的很多物流园区建设仓促，没有进行
充分论证，也没有任何明确目标......对中国现
有物流园区的价值需要重新加以评估。”

虽然物流产业园近年来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
地激增，但真正的综合物流中心却不多见；
实际上，当前物流产业园可能已供应过剩，
而这会损害综合物流中心在中国的发展潜力。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CFLP）统计，按照
对物流园的松散定义，2006—2012 年，中国
规划中、在建以及已全面运行的物流园数量

本文认为，发展规划科学、经济合理、财务
可行、谨慎运营并有铁路多式联运支持的综
合物流中心网络，将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
这种网络可以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快速崛
起的中西部省份的发展。本文将首先对综合
物流中心进行定义，将它与类似的物流术语
加以区别；然后将分析综合物流中心带来的
集聚经济效应；接下来将介绍北美两个成功
的综合物流中心（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附近的
“中心点”联运中心和德克萨斯州沃斯堡附
近的“德克萨斯联盟”）的发展经验以及对

1

“铁路多式联运”指集装箱货物从起点到终点的运输
过程中包括一段铁路运输的运输方式。美国的铁路多式
联运网络包括用来在全国运输（通常是远距离，如 700
英里以上）集装箱货物（集装箱或拖车）的铁路、铁路
机车、场站以及货物处理设备。

2

Ge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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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启示；最后将讨论北美经验对中
国的借鉴。
主要定义
物流是一个充满技术性术语的学科，这些术
语往往模糊了关键信息而对决策并不能提供
分析价值；关于集装箱物流活动聚集的术语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物流村、物流园、物流
集群、物流平台、物流中心、旱港、陆港、
内陆集装箱仓储（ICD）、集装箱货运站（CFS）
以及整合/分货中心等都是指在某个具体地点
多种物流活动的聚集。这些说法之间可能有
一些技术上的区别，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
些区别意义不大。从制定政策的角度来看，
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指的是将具有互补性的物
流活动组织在同一地点，便于其相互协作，
从而创造价值。因此，各种物流集群之间的
关键差别是它们在多种运输方式的连通性、
物流服务的基础设施和“上层设施”（suprastructure）以及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如信息
技术）等维度上的“同地化”程度（即“聚
集”程度）。在本文中，综合物流中心（ILC）
应被理解为 高度而全面 同地化的集装箱物流
活动聚集。
由多式联运带来的便捷连通对任何物流业集
群都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北美成功的综合
物流中心都是围绕一个或更多的铁路多式联
运中心站而建设，可以进入全国和地区性的
公路网，附近还有一个或多个机场（距离远
近有所不同）。在这里，多式联运的“便捷
连通”指必须避免或尽可能降低公路和铁路
的拥堵，这样才能使综合物流中心具有吸引
力。因此，成功的综合物流中心往往都位于
郊区，这样一方面离大的城市群比较近，有
大的货流量，同时又可以避开大城市交通干
道的拥堵。
由多式联运带来的连通创造了良好的物流生
态系统，使综合物流中心可以集成化地——换
言之，综合性地——将多种服务和物流解决方
案汇集到一起。这里所说的“多种服务和物
流解决方案”包括：自有资产卡车货运、空

2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运和铁路运输服务；3 货运代理和其他无自有
资产交通服务；特定货主专用和多货主联合
租用的仓储和配送设施；拼箱/拆箱设施和集
装箱货运站；轻型制造业和其他工业设施；
金融业、保险业和管理人员的办公空间；集
装箱储存、修理和报废设施；底盘车堆场以
及其他配套服务。
为何物流业的聚集会创造价值
大量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文献阐述了产业集群
带来的优势（如硅谷的软件业）；4 物流业集
群也是一样。Sheffi (2013)指出，物流业集群
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创造价值5：（a）与运输有
关的经营优势；（b）企业间以共享资产形式
开展的协作。Sheffi 表示，通过物流集群来聚
合运输活动可产生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密
度经济和频率经济：
a.
进出物流业集群的货物在流向上具有
平衡性，降低了运输成本，从而产生了 范围
经济 。非集群化、零散的物流操作通常去程
和返程的货流量不平衡，承运商返程载货量
低甚至空驶的频率较高，带来的收入很少甚
至无收入，因此降低了运营效率。而随着物
流集群中的企业数量增多和集群密度的提高，
集群实现多方向物流的潜力增大，范围经济
效应便会随之加强。
b.
物流产业集群相对于非集群化操作来
说处理的货运量更大，从而产生 规模经济 。
货运量增加可以提高满载率，便于使用大型
运输工具（如更大的拖车、火车、船舶等），
以及提高点到点直接运输的使用率。所有这
3

“自有资产”的运输服务是由自己拥有（或租赁）卡
车、飞机或铁路等货运资产的公司提供的服务。与之形
成对比的是“无自有资产”运输服务，由一般不拥有
（或租赁）运输资产的企业提供，这些企业充当托运人
和承运商的中间人。在北美，非自有资产物流服务商
（如货物代理和卡车经纪）在供应链的日常运作中发挥
着关键的战略性作用。
4
参见 Porter (1998)。
5
本文中所说的“价值”既用来指公司层面的 企业价值
（通常以资本回报率等指标衡量），也用来指地方、区
域和国家层面的 经济价值 （通常用经济内部收益率衡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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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有助于降低运输服务的单位成本（包括
环境外部因素在内）。这可能还有助于托运
人降低库存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总的物流
成本。

合物流中心（ILCs）与其它物流集群的主要区
别，因为后者可能在交通基础设施或服务方
面缺乏某些关键要素（如不通铁路）。

c.
由于多个货物发运企业相距很近，降
低了最初和最后一公里的整合物流（如零担
货运服务）成本，从而形成密度经济。6

综合物流中心的建设开发实践

d.
频率经济 和密度经济一样，也是来自
整合物流（或零担货物）业务。由于很多货
物发运企业形成了集群，因此更便于通过货
物整合来达到特定运输单位（如一个远洋集
装箱）的运力，提高运输频率。这样避免了
单个公司必须等到自己达到特定运量才能发
运的情况，可以将供应链周期缩短好几天。
物流集群使企业可以分担有形资产和人力资
源等高价值资源的固定成本，这是它的第五
个优势。这也可称为“同地经济”
（Economies of Co-location）。例如，当多个
承运商或第三方物流服务商（3PLs）位于同一
地点时，物流集群可以将运力（如空运运力）
在它们之间进行优化配置。如果一个承运商
有富余运力，就可以将其提供给同一地点需
要运力的其他承运商，而如果没有这种集群，
富余运力就会被白白浪费。同样，集群也有
助于劳动力资源的共享——如合格的仓储管
理和货物装卸人员。这种共享可以通过职业
中介机构来实现，由它们作为各物流服务商
之间的中间人；也可以由物流服务商自己来
组织。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可以更充分地利
用资源，提高资本回报率，创造价值。

埃尔伍德-朱利埃特“中心点”联运中心（CIC）
和德克萨斯联盟（AT）是北美两个重要的综
合物流中心。它们都具备上文列出的综合物
流中心的特点：它们分别是围绕 BNSF 和“太
平洋联盟”这两个一级铁路公司的铁路多式
联运中心而建成；7 它们都可以方便地进入东
西向和南北向的主要高速公路；它们都靠近
大型机场（就 AT 而言，物流中心本身就有一
个机场）；它们都高密度地容纳了各种仓储、
配送、制造业和服务业设施；它们都位于郊
区，既靠近有大量货运需求的腹地，又具备
良好的区域和全国连通性；它们也都在铁路
多式联运、长距离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铁路多式联运和长距离供应链在过去
15 年对美国经济的日常运行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到 2012 年，CIC 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内
陆港，并在全国包括海港在内的各类港口中
排第三位（仅次于洛杉矶/长滩港和纽约/新泽
西港），年吞吐量为 310 万 TEU，吞吐能力可
达 600 万 TEU。而 AT 是北美第一个综合物流
中心，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现在被视为
“美国内陆港鼻祖”。8 它是一个经总体规划
建成的总面积 6800 公顷的物流中心，到 2012
年底，其约有 300 万平米的混合用途地产开
发。实际上，当 BNSF 铁路公司建设 CIC 多式
联运中心时，就是以 AT 为原型。

上面所提到的各种优势在一定规模下得以实
现并且随着物流集群规模的扩大而更加突出，
因此，集成化（即综合性）程度更高的物流
集群——如综合物流中心（ILCs）——也更有
利于提高运营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这是综

CIC 和 AT 除了在服务和营运上非常相似以外，
两个综合物流在中心的规划和发展过程也都
遵循了使其最终取得成功的方式。它们的开
发过程包含了以下几个关键要素：9

6

7

整合物流（如低于一辆卡车或一个集装箱运量的零担
货运）指的是将分属多个托运人的货物整合为一个运输
单元，如一辆卡车或一个集装箱，而不是将每个运输单
元专门分配给一个托运人。如果多个货物发运企业（如
制造业企业）位于同一地点，就可以降低提供这种整合
服务的成本，因为这有助于提高运量运力比，而且上门
取货和送货到门这类“最后一公里”服务也更为便利。

北美的一级铁路是按营业额计最大的铁路公司，目前
共有七家铁路公司被归为一级。
8
Jones Lang LaSalle (2011)。
9
这部分内容大量参考了 Envision Freight (2011) 和 Steele
et al. (2011)。读者可通过这两份文献了解 CIC 和 AT 开发
建设的详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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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它们都是“公私合营”模式（PPP）。
CIC 和 AT 都是由一个公共机构和一个私营地
产开发商联合提出项目构想和规划。投入运
行后，物流中心的日常管理是开发商的责任，
而公共机构则负责服务交付的监管和进一步
开发计划的审批。例如，在 CIC，伊利诺伊州
政府于 1995 年成立了朱利埃特阿森纳开发局
（JADA），为现在的物流中心所占地块进行
开发规划。JADA 为这一地块的开发制定了战
略计划，并将土地出售给私人开发商——先是
卖给一家名为“运输开发集团”的公司，这
家公司后来又转卖给 CenterPoint 公司，也就
是现在 CIC 的开发商和业主。AT 中心则是由
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和私营地产商 Hillwood 公司共同筹建。地产
公司的专业化技术、市场导向以及为股东创
造价值的使命当时是、现在也依然是推动这
两个中心取得成功的主要动力。这些特点是
公共机构所缺乏的，而它们有助于降低过度
建设多余设施的风险，并防止按照“挑选赢
家”的方式进行决策。而另一方面，公共部
门对推动这两个物流中心融入周边社区及工
业和城市架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b.
它们的开发都需要多个公共机构之间
的协作以及与当地社区的协商。据估计，CIC
的开发商 CenterPoint 公司在项目开发过程中
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 50 个机构有直接协
商合作，其中包括与有关方面就以下事项达
成协议：（a）拆除地块上的原有建筑；（b）
捐赠土地，以减少物流中心对附近居民区和
环境保护区的影响；（c）指定对地块实行
“灵活的土地用途分区”，使制造业和配送
活动都可入驻；（d）向 CenterPoint 公司就土
地开发提供税收激励。CIC 的开发规划及审批
总共花了约五年时间。

这两个中心的 PPP 结构使政府可以用
较少的公共资金来拉动大量的私营部门资金。
c.

比 如 ， 在 AT 项 目 的 早 期 规 划 和 建 设 阶 段
（1986-1989 年），公共部门投入了 1.6 亿美
元；Hillwood 公司则出资购买土地，进行项目
设计和准备，并负责了市场营销和招商活动。
但到了 1989 至 1995 年，随着租户（承运商
和物流服务商）的入驻，私营实体所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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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达到 12.5 亿美元，远远高于公共部门的
早期投入。AT 中心自项目启动到 2012 年底的
累计投资为 77 亿美元，其中公共部门的投资
只占 5.4%。

建设这些中心有多重目标，公共部门
的目标与私营部门的目标同等重要，而且二
者之间具有高度互补性。例如，就 CIC 来说，
d.

伊利诺伊州政府成立 JADA，明确提出了创造
私营部门就业和增加税收的目标。而就 AT 而
言，联邦航空管理局希望通过在这里建立一
个以货运为主的通用航空机场来缓解附近的
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拥堵，而沃斯堡市
则希望借此推动本地和区域性的经济增长。

公共部门初期投入的资本与私营部门
的长期投资相比来说规模很小，但公共部门
初期的资本支出对项目早期开发十分关键。
e.

在 CIC 的规划阶段，项目获得了伊利诺伊州商
务和社区事务局（DCCA）的资金，用于重建
项目地块的供水和排污系统。DCCA 还和伊利
诺伊州交通局（IDOT）一起为改善该地块的
连接路提供了资金。而在 AT 物流中心，德克
萨斯州政府提供了 3000 万美元用于州级公路
的改善；沃斯堡市政府提供了 4500 万美元用
于改善本地公路和基础设施（供水、排污、
天然气、供电）；联邦航空管理局则为联盟
机场的建设出资 8500 万美元。事实证明，这
些基础设施的及时建设和协调发展对这两个
中心的顺利开发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促进它
们的多种交通方式连通、增强它们提供可靠
物流服务的能力也至关重要。

政府的监管是保证这两个中心有效运
作的重要因素。 综合物流中心内驻有各种自
f.

有资产承运商（如一级铁路公司）和无自有
资产物流服务商（如全球货物代理和其它第
三方物流商）。毫无疑问，物流中心增加货
运量和物流活动的能力主要来自这些企业的
高水准、专业化运营。但政府在背后也发挥
了关键作用。例如在 CIC，JADA 制定了一份运
输计划，来缓解物流中心内部及周边地区的
交通拥堵。这份计划最初于 2004 年制定，后
于 2010 年进行了更新。它将诸多本地利益相
关者汇聚到“JADA 研究监督委员会”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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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政策的制定。该计划提出了为缓解拥
堵而需要建设的交通项目清单，并呼吁成立
一个公共机构来推动和协调这些项目的实施。
g.
这两个中心最终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
影响。根据 Hillwood 公司的报告，10 AT 物流
中心从项目启动到 2012 年底，已经创造了
430 亿美元商业销售额，并缴纳了逾 10 亿美
元地产税。仅 2012 年一年，该中心的销售额
就达 30 亿美元，纳税 2200 万美元，直接雇
用 3.5 万人。而 CIC 从项目启动到 2012 年已
经有 20 亿美元投资，其中约 90%都由私营部
门提供；到 2012 年已建成 100 万平米工业设
施。11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交通运输网
络与北美最为接近，这意味着那些使综合物
流中心在北美取得成功的原则也适用于中国。
由于东部大城市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再加上
政府政策的明确引导，中国的经济活动正在
逐步从东部沿海向西部省份转移，这将推动
长距离供应链的产生，而这些供应链将越来
越需要由铁路带动的综合物流中心来支持，
并减少对目前最普遍的单一运输方式或以单
一商品为主的物流园区的依赖。
中国铁路总公司（CRC）下属负责铁路多式联
运的企业中铁联集（CRIntermodal） 12 在发展
由铁路连通的物流中心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中铁联集宣布了在全国建设 18 个联运中心站
的计划。目前已有 9 个中心站投入运营，分
别位于上海、重庆、成都、武汉、西安、青
岛、大连、郑州和昆明这几个关键的物流市
场。所有这些中心站都具有综合物流中心的
某些特点。例如，重庆已经吸引了富士康、
惠普等跨国制造企业的大量投资，中铁联集
重庆中心站建有 850 米长的货物装卸线，可
实现整列班列的到发，它的位置也战略性地
10

AllianceTexas (2013)。
CenterPoint Properties (2013)。
12
中铁联集是由以下公司形成的合资企业：中国铁路总
公司下属的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公司；香港新创建集团；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CIMC）；香港明福国际有
限公司；德国铁路公司的子公司 DBM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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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在几个物流园和工业园附近，并靠近主要
高速公路。其他已投入运营的中心站的设置
也与重庆中心站类似，但关于它们具体运行
情况的数据（如货运量、生产率指标、对区
域经济的影响等）目前非常有限。
中铁联集各中心站的规划过程中在多大程度
上重点进行联合运营规划、与附近的物流园
进行合作，以及与地方、省和中央政府机构
达成共识——这些都不是很清楚。中铁联集最
好能与有关各级政府加强协作，以实现各中
心站的影响最大化——尤其是对那些目前仍
处于规划阶段的站而言。这将促进各中心站
的多通道联通，也可以更好地解决土地使用
方面的冲突。可以考虑成立负责监督、规划
和监管联运中心站及其腹地的专门机构，它
可以有效地推动基础设施和服务生态系统的
发展，将孤立的资产（如铁路联运中心站）
转为综合物流中心。
北美综合物流中心发展过程中可供中国借鉴
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可能是：让专业的私营
地产开发商来开发和管理未来的物流中心，
同时由指定的政府机构加以监管。通过让地
产商来进行开发，政府可以用有限的公共资
金拉动大量的私营部门投资。这也有助于吸
引“旗舰性”的承运商和物流服务商进驻物
流中心。不仅是北美，国际上其他地区的经
验也表明，只要一至两个核心企业入驻某个
物流产业集群，其他商家就会迅速跟上。以
AT 中心为例，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很早（1994
年）就决定在 AT 投资建设一个配送中心，随
后诺基亚的数家关联企业也随之进入。但 AT
物流中心之所以能争取到诺基亚进驻，是因
为开发商 Hillwood 公司在营销和招商方面付
出了很多努力。私营部门的参与还有助于在
综合物流中心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进行充分
的财务和经济评估，根据货流量预期而不是
供给方面的考虑来进行规划。
综合物流中心应当被视为物流网络中的战略
性节点并相应地进行管理，而不能将其与更
多传统“物流园区”的有限集群相混淆。中
国目前已经开发了数百个物流园区，但这些
园区真正的处理能力和经济可存续性并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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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不是所有的物流园区都可以成为或应该
成为综合物流中心。比如在美国，成熟的综
合物流中心不到 12 个。中国的地方、省和中
央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协调，将具有经济可存
续性的现有物流集群按照综合物流中心进行
管理，或以公私合营（PPP）模式为基础开发
未来的综合物流中心——最好由专业的开发
商主导。中铁联集到时候可以成为部分或者
所有这些物流中心的核心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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