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國高速鐵路的建設開始於

1999年所興建的秦皇島到

瀋陽的「秦瀋客運專線」。經過

10多年的高鐵建設和對既有鐵路

的加速改造，中國目前擁有全世

界最大規模及最高運營速度的高

鐵網。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國

運營時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鐵

路里程已經達到8,358公里，其

中，包括既有路線已提升近3千

公里。

另外，中國正在興建，以及

即將興建的高鐵客運專線和城際

鐵路里程已達1.7萬公里，根據

中國中長期鐵路網規畫方案，至

2012年，將建成42條高鐵客運專

線，成為以「四縱四橫」為骨架

的全國快速客運網，總里程達1.3

萬公里；到了2020年，時速在

200公里以上的高鐵里程將會達

到5萬公里，屆時高鐵建設里程

將超過1.8萬公里，將占世界高鐵

總里程的一半以上，中國的軌道

建設，不容輕忽。

中國高鐵時代的產業布局

在中國全面高鐵化的未來時

代裡，預期將對產業經濟及市場

布局產生改變。同時，也將對台

商未來的海外布局出現影響。

〉〉〉服務經濟時代，降低市場差異性

三大經濟圈（珠三角、環渤

海、長三角）在未來的高鐵時代

大陸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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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面高鐵化時代來臨後，不僅將改變人流、物流的運輸習慣，同時也將改變塊狀的區域經濟，形

成新的高鐵沿線帶狀產業布局。預期高鐵系統啟動後，將帶給台商不同以往的思維與投資機會，藉以

開拓另一波新的商機。
◎ 撰文╱蕭新永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物流、服務、基礎工業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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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將使圈內與圈外的沿線城市

之間產生同城效應，進一步都市

化，在各城市差異化外產生了同

質化現象，換句話說提高了市場

的統一性。

十二五規畫中的擴大內需

政策，其中一項政策為加速城鎮

化，用以發展城市群體，進而有

利於提升消費與生活水準。根據

研究，城鎮化率若提升1%，消

費將增加1.35%（約1,460億人民

幣），這些政策有賴於高鐵的貫

穿其間，例如北京到天津半個小

時、上海到南京一個小時、上海

到杭州45分鐘。三大經濟圈將因

高鐵而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成為

服務業中心。

又如貫穿海西經濟開發區

的福廈高鐵（福州到廈門）、

溫福高鐵（溫州到福州），以及

即將開通的廈深高鐵（廈門到深

圳），高鐵成為打通珠三角、長

三角兩大區域的經濟新動脈，四

流同時起動交互感應，人流與物

流、資訊流、金流等加速流動，

將農村貨物（農產品）運到城

市，擴大了原物料買賣的市場機

會；也將農村流動人口大量帶進

城市裡，並增加了農民工的工作

與消費機會，再配合政府政策的

城鎮化進程，鬆綁戶籍制度、社

會保險制度及增加城市人口，擴

大城市規模，進而加速第三產業

的發展。

由於四流流動加速，將直接

或間接地促成沿線地區農村的繁

榮，如果政府的政策正確，將縮

短城鄉之間的差距。

〉〉〉降低運送成本，物流產業順勢發展

從人流、物流的角度看，中

國對高速鐵路市場需求很大，到

2020年了，新建高鐵里程將超過

1.8萬公里，連接所有省會城市

和50萬人口以上城市，覆蓋全國

90%以上的人口。這將大幅降低人

流和物流成本，物流企業的運輸

成本在實體運輸環節中也因此大

大降低。

日前，中國福建提出《福

建省物流業調整和振興實施方

案》，內容提及，到了2012年，

福建的物流業增加值將達1千3

百億人民幣以上，年均成長16%左

右；物流園區、物流配送中心和

重要商貿市場等物流設施建設投

資額將達600億人民幣以上。

由於低成本、高速度效率的

高鐵運輸，使泉州地區的製鞋產

業重新考慮貨運路線，將一些長

期以廈門作為貨運中轉站的企業

開始籌畫改走福廈高鐵。

而在福建地區，高鐵通車的

最大受益者則是建築瓷磚企業，

晉江火車站周邊，內坑和磁灶、

官橋三鎮係中國全國外牆磚的主

要產區。

晉江到廈門，每輛大型貨車

的運輸費用大約在1,000元人民幣

之間，如果改用高鐵運輸，運輸

成本可以控制在300～400元人民

幣，相對降低很多。高鐵的開通

改變了貨物經由汽車運送到廈門

中轉，再經由一般火車輸往各地

的習慣，亦即利用高鐵運輸大大

省去了中轉費用，同樣也節省了

路途和時間。不少鞋材、製衣、

陶瓷運輸的物流企業紛紛改變運

輸工具，有些地方的高鐵站建成

後，物流企業利用火車進行長途

運輸，不再到地方火車站中轉，

這樣可節省大量的費用和時間。

高鐵運輸降低了企業的物流

成本，這種優勢促使物流企業加

速規畫低成本運輸模式，建立現

代物流體系，才能發揮高鐵運輸

的效益。

〉〉〉改變塊狀的區域經濟產業布局

高鐵在改變了人、物流運

輸習慣的同時，也改變了塊狀的

區域經濟形態，形成了高鐵沿線

的帶狀產業布局。前述的物流業

布局是其中一項，早在兩、三年

前，不少物流企業陸續在離高速

鐵路站點不遠的地方設立據點。

將來的工業開發區，將沿著

高鐵沿線或沿高鐵站布局，對企

業經營管理所須的人才招聘、員

工流動、業務洽談、原物料與成

品的物流運輸是一大助力。俗話

說：「要致富先通路」，高鐵的

通車代表著另一個經商致富的手

段，因為企業管理講究時間就是

金錢，快速反應市場需求、物流

效率與成本降低、人流溝通加速

等等，高鐵系統都能滿足企業的

物流、服務、基礎工業各有機會

中國高鐵網 改變產業新版圖

392011.02  no.236



要求。

高鐵的建設必然會對區域經

濟產生長遠的影響，引導地區間

的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推動區

域和城鄉協調發展，形成高鐵沿

線的產業的布局趨勢。

中國高鐵時代台商因應策略

（一）物流業的投資機會

在ECFA與十二五規畫的大環

境下，中國高鐵系統的啟動，是

台灣物流業開拓內銷市場的另一

波有利商機。

物流業是貨物的空間服務

業，專業的、效率的物流服務能

夠創造產品的空間價值，即甲地

生產的「產品」，能成為迅速運

送到乙地市場陳列、展示及銷售

的「商品」，而創造了空間移動

的價值。中國幅員廣大，長距

離的運輸必須要求在合理時間內

「使命必達」，高鐵就提供了這

個條件。

在大陸經營物流業，倉儲

設備、運輸團隊、資訊技術、渠

道加工、物流人才等等需求都是

大設備、大規模的格局，台商切

忌以台灣的習慣經驗去大陸發

展，可以想像投資的金額一定不

小，經營的範圍與區域一定是全

國性的，因為配合全國性的高鐵

路線，必須選定全國性的客戶為

目標客戶，例如全國性連鎖商店

（販賣商品），到處都有據點；

又如全國性製造廠，到處都有工

廠（需要原物料、生財器具），

這些都是台商物流業要去爭取的

對象。

由於金融海嘯後，大陸

持續的經濟發展環境（十二五

規畫）、兩岸開放的有利局面

（ECFA、金融投資、陸客來台觀

光等）、現有台商轉型開拓內銷

市場的大趨勢、高鐵時代的啟動

等都是物流業在投資中國市場時

必要的思維，而不是回到2008年

之前的小投資、小區域經營的區

域行銷概念。

此外，台商可結合上中下游

的物流業者開展中國物流市場，

由物流設備廠商、貨運代理商、

物流軟體公司、陸海空運輸集團

策略聯盟組成企業集團，以利在

大陸各地方設立物流據點。

而物流業從事內銷市場的運

輸配送服務，除了利用高鐵資源

外，善用當地的運輸車隊作為接

駁轉運功能外，嚴選物流輻射基

地，是物流業者能否成功經營大

陸物流市場的關鍵因素。

物流輻射基地配合高鐵站

的地理位置進行布局，並以全國

各地的中心城市（例如華東的上

海、華南的廣州、西南的成都、

 

 

高鐵建設將對區域經濟產生長遠影響，引導地區間的產業升級與轉移，

藉由推動區域和城鄉協調發展，將影響產業的布局趨勢。

中國高鐵系統啟動後，將帶動高鐵沿線的帶狀產業經濟發展。

大陸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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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的北京、西北的西安、東北

的瀋陽）為輻射源城市，並沿高

鐵線展開對二、三級城市或集散

地城市，例如浙江義烏、山東臨

沂、江蘇徐州）的輻射作業。

物流業是將客戶所需的產品

運送到達目的地，如果客戶的據

點都在高鐵站附近的話，則利用

高鐵運輸可以達到有效的運送目

的，即便是要轉運，只要有配合

的運輸車隊，就能在短時間內送

達客戶據點。

（二）服務業的投資機會

「服務業貿易」11項業務是

兩岸ECFA談判裡中國給台灣的早

收清單項目，這是未來一波的服

務業投資熱潮。

然而，台灣的服務業早在

中國投資經營各類的業種或業態

事業，例如餐飲連鎖、美妝連

鎖、攝影禮服、幼兒園連鎖、大

賣場連鎖、方便店連鎖等，這些

業種、業態商店都可以在高鐵站

及其沿線二、三級城市展店，在

「車站商圈」的概念促動下，帶

來了「火車內的消費者」。

由於高鐵帶來的人流（客

流），各地的高鐵站更是觀光集

散點，未來的台灣觀光客到中國

轉赴各地景點旅遊時，取代內陸

飛機（短程）改以高鐵轉乘的機

會大增，這種情形同樣出現在中

國本身的遊客。

因此，可以善用台灣優勢的

軟實力服務手法專業經營中國旅

遊事業，例如台灣旅行社可在各

地高鐵站設置旅遊分公司，這是

旅遊業在中國選擇經營據點的策

略考慮。

另外，服務業中的房屋仲介

業、旅館業更可以沿高鐵線的房

仲市場、旅館市場為展店策略出

擊的正確方向，並且以高鐵站為

集散地，輻射沿線（二、三級城

市），房仲業、旅館業可以思考

「高鐵概念」的販賣戰略，與高

鐵客流有關的產品（例如長期出

租、短期住宿、低價住宿）。最

近報載上海中山北路已經成立一

家「膠囊旅館」，可說是隨著大

環境的轉變趨勢，創造了客戶的

潛在需求的一個佳例。

（三）高鐵基礎工業的投資機會

高鐵沿線將形成帶狀產業

經濟帶，有助於擴大地區間的分

工，中國也將由此衍生出新的基

礎產業——高鐵或鐵路裝備製造

業。

而中國鐵路十幾年以來陸

續引進吸收西方國家技術，進而

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高鐵

裝備製造業，也是中國產業發展

的另一個新機會，這也給相關的

台商產業如鋼鐵業、各種裝備上

游產業一個市場契機，然而，

這個產業具有大資本、大規模的

特性，基本是由國營事業在掌握

的，台商要介入這個市場需要門

路與關係。

這一塊產業對台商而言雖然

比較陌生，然而以現有台商在大

陸經營接近二十年經驗來看，除

了已累積了不少的相關技術與人

脈，能進一步爭取部分的供應機

會，必定可以透過兩岸談判，釋

放有利商機給台商，這些都是未

來可行途徑。■（本文作者蕭新

永為遠通國際經營管理顧問公司

總經理）

高鐵沿線將形成帶狀產業經濟帶，為鋼鐵業等上游產業帶來新的市場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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