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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振兴大追访之图们江国际合作

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寻找经济“出海口”

证券时报记者 罗峰 李瑞鹏

秋末的珲春市， 是旅游旺季的尾

巴，为数不多的星级酒店，入住的过半

是俄罗斯人，还有少数是韩国人。在珲

春口岸， 返回俄罗斯的人们携带大量

的服装、小家电等轻工产品。

珲春是国内罕见有着四个口岸分

别对应两个国家的城市。 在过境俄罗

斯的珲春口岸， 俄罗斯人与中国人不

时一车一车待检。 在过境朝鲜罗先特

区的圈河口岸，口岸广场人员寥寥。“

4

月份暂停了朝鲜边境旅游， 现在只有

商贸往来的客商进出罗先特区。”珲春

市警方对证券时报记者说。

境内发往俄罗斯、 朝鲜的客车一

般通过珲春国际客运站， 站长告诉记

者， 目前对朝鲜罗先特区一天发两班

车，分别在上午

8

点半和下午

2

点，对

俄一天发

12

班车。 “开往罗先的客车

为

37

座，上座率五成左右。 俄罗斯线

路上座率高，人员来往频密，对俄全年

客运量约

15

万人次。 ”站长说。

国家优惠政策已落地

珲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半

由俄罗斯人贡献。“中俄互市贸易是珲

春获得的一大国家优惠政策， 主要是

俄罗斯海产品过来， 中国轻工产品过

去。 ”珲春市官员说。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珲春

市， 是我国唯一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

的边境城市。 与俄罗斯哈桑区陆路接

壤、与朝鲜罗先经济特区隔江相邻，与

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图们江区域国际

合作早在

1992

年在联合国牵头下就

已进行，但进展缓慢。

2012

年

4

月国

务院批复设立 “中国图们江区域

(

珲

春

)

国际合作示范区”，包括国际产业

合作区、边境贸易合作区、中朝以及中

俄珲春经济合作区四大板块。“图们江

区域国际合作”并不是空乏的口号，从

去年参加图们江区域重点城市会议的

代表看，延边州、韩国束草市、俄罗斯

哈桑区等是主要成员。 珲春市政府新

闻中心主任李金龙说， 国家给予的优

惠政策均已落地， 珲春示范区享受包

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兴边富民、 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中俄

互市贸易区等优惠政策。

借港出海初步实现

在号称我国“东方第一村”的珲春

市敬信镇防川村， 站在图们江边观察

这个“一眼望三国”的地方，珲春市独

特的地理优势显露无疑。

图们江是一条牵扯到中国、 俄罗

斯、朝鲜三国的界江，流至吉林省珲春

市后转向日本海。 由于历史不平等条

约割让土地， 中俄边界停在距离图们

江入海口

15

公里处的防川村，自防川

往下到入海口这

15

公里成为俄罗斯

与朝鲜的陆地边界。

事实上， 中国虽然拥有从图们江

出海的权利， 捕捞的渔船可以航行在

图们江上，但商船还未被允许，加上下

游俄朝铁路大桥太低（

7

米高），河道

淤塞较严重， 所以吉林省缺乏实际意

义上的出海口。

中国图们江区域

(

珲春

)

国际合作

示范区的一大尝试是“借港出海”，一

是朝鲜罗先特区的罗津港，二是俄罗

斯哈桑区的扎鲁比诺港。 “全国没有

港口却设有航务局的城市，仅珲春一

家。 ”珲春市政府新闻中心主任李金

龙说。

珲春官员把借朝鲜出海称作 “内

贸外运”，把借俄罗斯出海称作“新蓝

海”航线。 内贸货物跨境运输项目是

珲春先行先试工作之一，吉林省内贸

货物从珲春圈河口岸出境，经朝鲜元

汀里

-

罗津港换装作业，直航至上海、

宁波。 这种经朝鲜实现内贸外运的方

式在我国尚为首例，目前规模最大的

是第二批跨境运输———珲春矿业集

团

2

万吨煤炭，经朝鲜罗津港换装运

至上海。 据测算，这样转运煤炭每吨

可节省运费

60

元。 有关官员表示，在

第二批运输成功实施之后，原计划实

现每月两个半航次的常态化运营，由

于国际形势不稳定，暂未实现常态化

运营。

另外一条开通时间较短、 但运行

较稳定的俄罗斯线路： 珲春 （中国）

———扎鲁比诺（俄罗斯）———束草（韩

国）航线，被称为“新蓝海”航线，是连

接中国东北地区、 俄罗斯远东地区和

韩国东海岸之间距离最短的航线。 航

线今年

3

月开航， 每周定期运营一个

航次，每周二从束草港出发，周三停靠

扎鲁比诺港， 运输中国东北地区经大

连中转至首尔的货物为主。“延边的货

物原先经大连中转需要

7

天， 现经扎

鲁比诺港中转是

4

天。”珲春市航务官

员说。

在哈桑区扎鲁比诺港“借港出海”

后， 珲春的铁路也成功连接上了俄罗

斯远东铁路网。珲春中俄铁路口岸，是

吉林省对俄的唯一铁路口岸。 珲

春———马哈林诺铁路

2002

年初开通，

2004

年秋停运。

2009

年，我国“长吉

图”战略赋予了吉林省“开拓陆海联运

国际运输新通道”先行先试权，今年

8

月珲春———马哈林诺铁路恢复运营，

不仅降低过境运输成本， 也方便利用

扎鲁比诺港。 吉林官员说，与罗津港、

扎鲁比诺港的合作以及珲春———马哈

林诺铁路的恢复运营， 标志着吉林省

“借港出海”战略初步成功。

边境经济合作成型不易

“借港出海”毕竟规模小，对珲春

乃至图们江地区效应有限， 经济主要

着力点仍在于合作开发。“珲春边境经

济合作区”是珲春示范区的核心，珲春

出口加工区、 中俄互市贸易区都设在

里面，实行“三区合一”管理。

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官员说，合

作区注册企业

530

户， 来自日本、韩

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以及香港特区

的外资企业有

45

户。 记者注意到，除

了木制品加工外， 合作区其他主导产

业如矿产、纺织服装、电子等，与其他

城市的产业缺乏辨识度， 亦乏边境经济

合作色彩。合作区官员坦陈，目前产业格

局还不够清晰，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以传

统产业为主。

俄罗斯人遍布珲春市， 但互市贸易

开展有较大难度。 有关官员说， 珲春市

20

万人口， 整个哈桑区只有

4

万多人，

需慢慢构筑市场。事实上，珲春正在重建

中俄互市贸易市场。 记者在边境经济合

作区发现原先用作中俄互市贸易的市场

已卖给一家汽车销售公司， 该市在珲春

口岸边上新建互市贸易大楼。

跨境经济合作、 互市贸易的一大障

碍是时间成本较高。记者注意到，中方口

岸通关时间较快， 而俄方由于新边检大

楼工程滞后， 等待时间往往长达一两小

时。 在珲春口岸，中方推出无午休通关、

无节假日通关、预约通关等措施，特别是

预约通关极大地方便了旅行团， 由于旅

客信息之前已上传到口岸， 每个旅客平

均过检时间只需十多秒。

对应的俄罗斯哈桑区经济规模较

小、对应的朝鲜罗先特区经济还在起步，

目前珲春重在做好软硬基础建设。 在珲

春市公安局，记者注意到“吉林省公安厅

出入境管理局驻珲春示范区办事处”。

“出入境管理是中央事权，管理机构设到

县级市这是第一次。”办事处有关负责人

说，按我国规定，省级公安机关才有签发

出入境签注的权限， 吉林省公安厅出入

境管理局争取到国家公安部支持， 在珲

春示范区设立办事处先行先试， 以前经

省里办理出境手续一般需要

4

个工作

日，现在珲春市的这个一站式服务场所，

一天时间就办结。

为了以旅游促进经济合作， 警方还

在珲春示范区启用一次性专用护照；那

些临时起意出境旅游的人士， 不管是忘

了带护照还是掉了护照，只要有身份证，

就能办理。 “这是先行先试的政策之一，

今年

7

月我们驻示范区办事处启用后就

开始运作，目前运转效果挺好。 ”办事处

有关负责人说。

珲春通过罗津港、 扎鲁比诺港开辟

了通往日本海的通道， 把封闭状态的延

边地区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 在经济上

实现与日韩朝俄互动，虽然边境经济、跨

境合作规模较小尚属起步， 前景较大。

“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 珲春市的开发，

包括朝鲜这边的罗先特区， 都早在上世

纪

90

年代初就已启动， 但进展缓慢，直

到近年，三国政府在边境经济、跨境合作

上以重新启动之势来推动， 出现新气

象。 ”吉林省政府调研室学术委员会秘书

长刘庶明长期研究并参与该省发展战略

规划的制订，是吉林重要智囊。他接受证

券时报采访说， 近几年各省的第一任务

是争取获得区域经济的国家战略， 吉林

改革开放

30

年都没争取到先行先试的

机会，终于

2009

年的《中国图们江区域

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

开放先导区》、

2012

年的“中国图们江区

域

(

珲春

)

国际合作示范区”，令吉林获得

两个国家战略， 并尝试新的边境开发模

式。以前的边境开发模式是以窗口来带动

腹地， 但图们江区域合作之前

20

年进程

极其缓慢，珲春自身发展也远不如沿海地

区， 依靠珲春来带动吉林发展的难度很

大； 现在的新模式则是窗口和腹地互动，

以腹地开发促进窗口开放，所以在“中国

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的命名上

长（春）吉（林）放在珲春前面，以我为主、

推动边境合作， 我国这么多边境城市，国

际合作示范区仅珲春一家，潜力巨大。

� � � � 吉林珲春距离日本海 15 公里却没有出海口， 成为全国唯一一座没

有港口而设立航务局的城市。 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

先行先试之一是“借港出海” ：一借朝鲜罗先特区的罗津港，二借俄罗斯

哈桑区的扎鲁比诺港。

一亩地每年租金不到3元人民币

去俄罗斯当地主

证券时报记者 罗峰 李瑞鹏

柴国年对路过的中国人感到很

亲切，几乎没人会在他的农场前停

留，除了几个同事，他见到的往往

是在附近居住点稍作停留的游客。

这位延边卫峰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的副总经理，职业身份是在俄罗斯

种地的农企高管。 他是延边自治州

珲春人，保持一两个月往返一次珲

春的节奏。

从吉林省珲春口岸乘车前往俄

罗斯远东最大城市海参崴（符拉迪

沃斯托克）， 东北农民惋惜沿路广

阔平原上几乎看不到农作物也看不

到牛羊，土质却和东北一样是优质

的黑土地。 这是俄国最东南的行政

区域———滨海边疆区。 现在，吉林

农民正开发这些肥沃的黑土地。

哈桑区是滨海边疆区最南的地

区，与我国吉林省、朝鲜接壤。 斯拉

夫扬卡镇是哈桑区的中心，也是珲

春到俄罗斯跨境直达客车的终点。

距斯拉夫扬卡十来分钟的路程，公

路边突然出现一大片菜地，这几乎

是从珲春我国边境到海参崴长达 6

小时车程中唯一可见的大片农地。

记者前往俄罗斯采访中俄珲春

- 哈桑跨境经济合作区， 遇见柴国

年。滨海边疆区面积超过 16 万平方

公里，与广东省相当，但人口不到

200 万， 而且一半人居住在首府海

参崴市。 “这边没多少俄罗斯人种

地，大部分蔬菜是进口的，价格贵，

也没什么人养牛，牛肉基本是进口

的。”柴国年说。这是该公司到俄罗

斯“掘金” 的原因。

预计四年收回成本

延边卫峰是一家专为去俄国开

发农业成立的新公司，由珲春市东

顺种植专业农场等 5 家企业组建，

在吉林省农业部门帮助下，2011 年

秋在东北亚博览会上与俄罗斯彼得

海依特个体农场签约租地，发展境

外农场。

延边卫峰已成哈桑区最大的中

国农场， 租赁面积达 5000 公顷，其

中复垦被当地人撂荒的土地 400 多

公顷。 农场里中国人有 20 位，另聘

有同等数量的俄罗斯人。 “明年我

们准备把国内聘去的人手增加到几

百人。 熟练的吉林农民工作效率更

高。 ” 柴国年说。 根据官方信息，滨

海边疆区大部分人从事港口、海洋

渔业、伐木等工作，从事农业的不足

其劳动人口的 5%； 在经济结构中，

农业所占比重也只有 6%。

到俄罗斯种菜，第一年投入建

设的资金较多，水电接入、租买农

业机械、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大

量资金，开发一片土地的头两年也

是最累的，作为一个刚起步的新农

场， 延边卫峰暂时只开垦了 5000

公顷土地中的一小部分， 种大豆、

土豆等。 不过公司有一个可以加快

开发的办法，即与同样需要土地的

外国公司合作。 今年韩国的公司签

约从卫峰转租部分土地，明年起种

植白菜， 出口到韩国做泡菜用，近

年韩国泡菜原料价格昂贵，市场需

求旺盛。

“我们租地的价格折合人民币

每公顷 2000 元，开发费用在每公顷

3000 元到 4000 元之间， 我们转租

部分土地给韩国人是每年每公顷

3000 元，同时韩国公司又请我们种

植，我们可以赚取劳务费。 ”柴国年

说的土地租金是 49 年租期的价格，

分摊到每年每亩租金不到 3 元钱，

转租韩国公司则是每年每亩 200

元，转租合同为 5 年。这样转租期满

后公司可以有更灵活的经营空间，

视市场情况进行决策。

作为直接上餐桌的菜种，土豆

也是柴国年农场种植的农作物之

一。 “直接受益的是俄罗斯远东地

区的民众，现在海参崴等城市商店

的土豆价格已经降到 2 元左右，之

前价格高达 7 元。 原因是中国企业

在俄开发农场。” 柴国年如是说。目

前该农场开发面积还较小，除了部

分品种销往当地， 种植的产品大多

运回国内销售。

5000 公顷的土地上，含有 1000

公顷的林地，农场有处置权，不过木

头在俄罗斯不太值钱， 原木出口又

受限制，加工成品才可出口，下一步

延边卫峰计划引入合作伙伴开展木

材加工业务。

根据柴国年的测算， 每亩菜地

加上大棚等种植成本 5 万元左右，

产品可销售 30 万元左右，毛利率相

当高。项目预计 4 年收回成本，这在

农业投资中属于非常高效的投资回

报周期。

租地商机正开启

吉林省是我国最优质商品粮基

地之一， 但黑土地可开发空间已不

大。俄罗斯拥有大量闲置耕地，西伯

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人均耕地多达

0.94 公顷，吉林则是 0.187 公顷。 联

合国粮农组织认为， 俄罗斯有 600

万公顷无需特别投入就能变成耕地

的土地被荒废。

肥沃土地的商机源于 2002 年

夏，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农用土

地流通法》， 首次明确农地可以买

卖，外国人不得购买但可租用，租期

最长 49 年。不过滨海边疆区引入中

国投资者是近几年的事情， 之前该

区被定位为类似边疆军事管制区、

生态保护区， 现在包括太平洋舰队

司令部所在地海参崴在内的整个区

都向外开放。外国人在俄罗斯种菜，

所用的土地绝大部分是从农庄或者

农场主手里直接租赁的， 这样操作

简便，成功率也最高。

在中国农业投资者需要土地的

同时， 俄罗斯对农作物的需求缺口

非常大， 除了民众生活直接需要的

蔬菜价格高昂外，还影响畜牧业。俄

罗斯是畜牧业生产大国， 也是进口

大国， 其最大畜牧集团对外表示俄

罗斯牛肉 90%需要进口。 俄国畜牧

业困境也与种植业不发达密切相

关。 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政府就曾

经要求吉林省帮助其发展玉米种植

业，以解决当地玉米价格过高，无法

满足畜牧业饲料需要的问题。

吉林省农业部门之前在滨海边

疆区试种玉米，由于土地肥力较高，

土质较好，加之气候适宜，每公顷产

量达 7-8 吨，最高可达 10 吨，比在

吉林的单位产量还高一些， 吉林省

的玉米每公顷高产一般也就 7 吨左

右。 玉米是柴国年他们将来计划种

植的农作物， 多元化经营是该公司

在俄罗斯土地上的策略，包括养牛，

但没有玉米，养牛也无从谈起。

俄罗斯政府也出台了许多优

惠政策，如地方政府有权将土地对

外出租和调整土地租金，甚至有的

地方最低租金仅 25 卢布 / 公顷，折

合人民币约 4.7 元， 相当于每亩

0.31 元。

据悉， 中资农场在哈桑区享受

到俄方提供的优惠政策包括： 全部

税收总和不超过 10%、 俄方返还

50%的农业生产费用（种子、化肥、

农药等）、 农业种养殖及加工项目

的贷款给予贴息、 主要粮食作物出

口享受退税等。

柴国年对在俄罗斯的生活感到

满意，不光是企业形势蒸蒸日上，营

商环境也不错。“在普京的要求下，

俄罗斯联邦政府也加强了对外国投

资的保护力度， 以往听说的那种政

府官员敲诈企业的现象没有遇

到。” 比起国内，“这边的上网费、电

话费都比国内便宜得多。 食品也不

担心污染问题。 ”当地原始森林多，

在斯拉夫扬卡镇到巴拉巴什小镇之

间，他还见过野生东北虎，给生活增

添了意外的惊喜。

“以后拿地就难了，我们胜在

第一时间出手。 ”柴国年说。在哈桑

区靠近珲春的地区， 记者获悉有一

块数百亩的土地已被吉林一家公司

拍下，但还未开发。 从招商信息看，

中国东北、 韩国等不少企业意欲抓

住俄罗斯远东地区土地开发商机，

新一轮跨国合作机遇正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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