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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高鐵，或者高速鐵路，簡單而言，是指行駛速度每小時達 200 公里或以

上的鐵路運輸系統。因具備高速、高效、安全和環保等特點，高鐵已在很多國

家被視作重要的建設和經濟項目，中國自 2004年開始引進高鐵技術，經過短短

十多年的研發改良，中國高鐵不單在國內已建設了全球最大的高鐵網絡，並且

開始走向世界。這次科技博覽專題講座，請來的講者是中國鐵路智慧運輸系統

技術研究開拓者賈利民教授，他會為我們詳細講解中國高鐵發展的歷史、在速

度和技術上取得的成就，以及未來走向世界的發展方向。 

 

賈利民教授： 

 

我這個報告，基本上分這幾方面。因為當我們要回答，我們中國高鐵怎樣

走向世界的時候，實際上我們要了解，中國的高鐵是怎樣來的？世界的高鐵是

怎樣來的？所以我的報告，基本上按照這個順序來給大家匯報的，在這之前，

我們首先要知道，甚麼叫高速鐵路？為甚麼要發展高速鐵路？高速鐵路是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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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日本人建成了第一條新幹線之後，世界上就有了高速鐵路

這樣一種快速的交通工具。按照 UIC（國際鐵路聯盟）對高速鐵路的定義，實

際上有三個意思，第一個意思：在既有線上，通過提速，能達到時速 200 公里

的，就叫高速鐵路，新建的鐵路，時速能達到 250 公里以上，就叫做高速鐵路。

當然，這是用速度來定義的，還有其他如服務品質等。因為我們中國是站在巨

人的肩上，我們充分消化吸收日本人的技術和歐洲人的技術，通過自主創新，

發展中國自己的高速鐵路，所以我們有一個比 UIC 更高的定義，甚麼定義呢？

就是在既有線上，經過改造之後，列車速度能達到時速 200 到 250 公里的，而

且具有客貨混運性質的，這就叫高鐵了，新建的線路也達到時速 250 公里，新

建的客運專線，時速 300 公里以上，就叫做高速鐵路，這是我們的標準。當然，

高速鐵路也分很多類型，有客運專線、城際快軌等，這些實際上都是根據地理

分佈，和所提供服務的性質，以及所在地區的特點來定義。高速鐵路是怎麼組

成的呢？有車、牽引供電系統、我們的調度、指揮以及旅客服務，然後在一個

自然環境中，實現我們的位移過程，高速鐵路的基本構成就是這樣。實際上，

高速鐵路和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由蒸汽機牽引的鐵路，和後來電氣化之後，

電力牽引的鐵路，和後來生產了高能效內燃機之後所生產的鐵路一樣，都是當

時那個階段的工業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集大成者，所以高鐵也不是一個簡單的鐵

路。高鐵實際上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科技能力、工業能力和我們社會文明發展到

一定程度之後所形成的管理文明的一個集大成者，中國高鐵也自然是這樣，高

速列車是高速鐵路最核心的部分，高速鐵路的所有部分，都是為了讓高速列車

能安全快捷地，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它的結構是非常複雜的，而且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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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工業門類和學科也非常多，一列最標準的高速列車，它的零

部件就超過 40,000 個，隨著技術的複雜程度愈來愈高，它的結構還會繼續變得

複雜。 

 

那麼為甚麼要發展高鐵呢？實際上，大家從這張圖也能看到，這是全世界

的共識，高鐵到目前為止，是最經濟、最具可持續性的、最安全的、大容量的

快速交通系統。這不是我們中國人單方面的認識，這是全球所有地區和國家，

對各種交通模式，經過認真的比較分析和幾十年的發展經歷之後，大家得出的

共同結論。通過這張圖，大家可以看到，高速公路旁邊是我們的高速鐵路，高

速鐵路的佔地面積，大概不到高速公路的四分之一，這就是它的可持續性。它

的能耗是在現在所有交通方式中最低的，就是每人公里單位的能耗。安全方面，

自從高鐵誕生到現在，沒有一次重大的人身傷亡事故是由於技術原因所造成的。

所有災難性的事故都是由於管理不善和管理的疏忽所造成的，這就是高鐵技術

為甚麼會成為我們認為最可持續的、最安全的和最經濟的一種大容量快速交通

方式。中國現在的高鐵網已經有兩萬公里了，佔全球高鐵總里程的超過 50%，

將近 60%，但為甚麼我們還要繼續發展高鐵呢？當然，這和國家整體的經濟和

社會發展的需求有重大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高鐵將成為國家高效

率綜合運輸體制的骨幹，是國家總體安全的最基礎保障，當然，也是社會經濟

發展全局性的支撐，通過發展高鐵，可以進一步促進和引領我們中國幾乎所有

與高鐵有關的工業領域、科技領域和對與高鐵相關的各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

一個非常大的牽引作用。我們曾經對中國的鐵路作了一個定義，鐵路是大動脈，

當我們說到大動脈的時候，相信大家一定會理解，動脈對一個人是多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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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是先行官，先行官就是鐵路將帶領和引領與鐵路有關的所有

行業，以更快的速度發展，所以我們說它是高新技術產業、基礎產業和新興技

術產業發展的「引擎」，這就是我們為甚麼要繼續發展高鐵。 

 

說完這些以後，我們就進入正題：世界的高鐵。這是目前擁有高鐵的所有

的國家和地區，他們甚麼時候開始運營高鐵的？最早當然是日本人，在 1964 年

建成第一條高鐵之後，可以說是日本人對人類文明發展最大的貢獻。 

 

中國台灣在 2007年引進法國的技術之後，再結合了日本的技術，形成了它

現在那麼長的一段高鐵。中國真正開始進入高鐵時代，或者進入靠我們自身力

量來大規模發展高鐵，是 2008年，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待會我

會說。日本高鐵最初的時速是 210 公里，那已經是了不起的速度了，但是 2007

年，法國人用試驗列車，在試驗的線路上，跑出了時速 574 公里的速度，創造

了到目前為止，靠輪軌系統，能產生人類到目前為止最高速度。接下來，首先

是英國人，然後德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以及西班牙人，開始陸陸續續大規

模地發展高鐵。這是當年時速 210 公里的 0 系，這是後來的 300 系、500 系，

這是後來的 700 系，這是日本人最近的 N700S，它的技術體現了日本人基礎工

業的強大，它目前是品質非常好的高速列車，但它的設計速度是時速 300 公里。

當然，日本人還建設了高速磁浮列車，時速 500 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車，因為他

們知道在軌道交通領域，在輪軌交通領域，想再超越中國，會很難很難，幾乎

不可能，它要另闢蹊徑，重新樹立它在高速交通領域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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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在 1965 年開始電力牽引之後，實際上很早就突破了

400 公里的速度，最後是以時速 280 公里作為它的平均營運速度。但是到了將

近 2000 年，1995、1996 年的時候，德國的鐵路技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它

由過去的動力集中，就是由火車頭拉車廂的方式所組成的高速列車，改成了分

佈式或我們叫做分散動力，即每個車廂都可以有動力的方式，並形成了現時德

國高速鐵路的主力，在 ICE3的基礎上，形成了 Velaro一系列的高速列車，水平

都是非常高的。其中 2005、2006 年，我們引進的就是 Velaro CN，我們現在坐

高鐵的時候，你經常看到的牽引列車是甚麼？CRH3。就是德國人專門出口到中

國所提供的一款列車，當然，它能適應歐洲非常複雜，不同國家不同的技術體

制，它的適應性是非常強的。 

 

法國人是一個非常浪漫的民族，一旦接觸高鐵，就不斷在衝擊人類在軌道

交通領域的最高速度。1990 年，他們製造了三節試驗列車，是專門為衝速度的，

在試驗線路上，跑出時速 515 公里，2007 年，跑出 574 公里的時速，這是它一

系列的發展過程。它的設計速度是時速 360 公里，但是它從來沒有達到，它最

高的運營速度是時速 320 公里。這是目前歐洲的高鐵網絡，未來二十年，歐洲

人要把他的高鐵網絡在現有的基礎上翻三倍，我們的鄰居韓國人的自主創新能

力極強，自從他們引進了法國人的 TGV 之後，引進一代，接著就開始了自主創

新，他們的 KTXII 和前兩年剛剛下線的 HEMU400，都是水平非常高的高速列車，

它的設計速度就是 430 公里，為甚麼它要設計成時速 430 公里？因為我們中國

380 系列的試驗速度，設計試驗速度是 420 公里，我們的持續運營速度是 380

公里，他們為了在這個速度之上，所以把目標定得很高，他們已經完成了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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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公里的運行試驗了，但現在韓國沒條件大規模地應用這麼高

的速度，因為它的線路不行。當我們中國的高鐵還沒有真正大規模生產時，我

們的 380 系列還沒有出來的時候，歐洲人就說：明天的列車是甚麼呢？就是這

三個型號（Bombardier Zefiro , Alstom AGV, Siemens ICx）。但是很快我們的

380 系列出來了，我們的 380 系列出來了之後，他們就驚呼：他們碰到中國的

高鐵革命了！這個革命顛覆了日本人和歐洲人在世界軌道交通領域絕對的統治

地位，當然，這個革命還在繼續，它的發展趨勢也很多。 

 

而其中重要的是這一項，我們認為高鐵技術是「走廊技術」，甚麼是走廊？

走廊就是大通道、順暢的運輸通道，甚麼叫「替代技術 」？高鐵代表軌道交通，

將替代時速 1,000公里以下的航空運輸，將替代時速 200公里以上的汽車運輸，

這就是它的替代作用。當然，它是「世紀技術」，因為鐵路經過將近兩百年的發

展後，到今天，實際上也經歷過輝煌與低谷，但是自從中國的高鐵革命發生後，

全世界都掀起了鐵路復興的高潮，包括歐洲，也包括世界上很多其他的發展中

國家，中國能做到，作為榜樣，他們就要學習，所以世界各國，也做了大規模

的高速鐵路規劃。當然我們 21 世紀，骨幹的軌道交通，將在綜合運輸體系中發

揮最骨幹的作用，這些是我們認為技術上，它應該發展的方向。這些方向的每

一個「化」，實際上都是一個過程，每一個「化」，都代表著非常豐富的技術細節，

這些技術細節，要靠我們科技創新來實現，這些技術瓶頸，要靠我們科技創新

來克服。但是最重要的這一項，我希望大家能夠關注的，就是支持互操作的技

術、裝備和標準國際化，中國的高鐵，如果說前十年是為了解決我們中國人自

己的問題，那麼現在，中國高鐵已經到了要為全世界提供服務的程度，那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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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要強調它的基於互操作技術上的國際化。當然歐洲人也不甘

心，這是歐洲人提出的願景，他們的這個願景，實際上就是要用新興的材料技

術、新興的信息技術和新的運輸方式與組織模式，來重新定義軌道交通。在這

張圖裡，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正開始發展的幾乎所有前沿技術，他們的這個願景

表明了一點，就是中國高鐵仍然面臨著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和我們在這個領

域繼續爭奪領先地位的形勢。當然美國人也曾經說過，2011 年，奧巴馬和拜登

也都說過，二十五年以後，80%的美國人都要坐高鐵，他說不能在高鐵的領域，

在中國人起主要角色的領域，我們美國人置身事外，但是過去幾年了？五年了，

美國人沒建起一公里的高鐵。 

 

這是世界高鐵的發展過程，中國高鐵在過去短短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我們

從時速 120 公里發展到 350 公里，這是我們用不到十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

家五十多年的發展歷程。我們經過了好幾個階段，首先是孕育階段，實際上中

國研究高鐵，九十年代初就開始了，我記得我在 1995 年承擔的第一個高鐵項目，

叫做「高速鐵路安全保障技術體系」的研究。那個階段的研究只有一個目的，是

為了未來中國高鐵的大發展，我們要了解高鐵，我們要知道高鐵，我們要知道

高鐵是怎樣組成的，高鐵有哪些技術，將來假若在引進高鐵的時候，我們和外

國人談判的時候，我們不能甚麼都不懂，當時很多人是抱著這樣的心理參加研

究的。2002 年，我們建立了客運專線，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要講一下，為甚

麼叫做客運專線。過去，我剛才講的孕育階段的十年，中國一直在進行一個非

常大規模的討論或者爭論，那時一邊有日本人和歐洲人提供的高速輪軌系統，

一邊有德國人提供的高速磁浮系統。這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我們是鐵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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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研究員，而院士都是中科院的，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們要發展

磁浮，我們做鐵路的要發展輪軌，爭論了整整十年。在這十年，不能說高速鐵

路，一說高速鐵路肯定會被槍斃的，怎麼辦？我們就把高速鐵路，悄悄改稱為

「客運專線」，用「客運專線」這個帽子，掩蓋了我們真正發展高速鐵路技術的事

實。如果當時的領導人對技術有多點認識，他可能就會有別的想法了，當然，

他也可能真明白其中的奧秘，故意而為而已，但是這個過程，讓我們真正了解

到高速鐵路。然後，我們開始進行了幾次大提速，實際上真正的提速是從 2004

年開始，我們引進消化吸收了德國人、法國人還有加拿大人的高鐵技術。在這

三年的時間，我們就把營運速度提高到 250 公里，也就是說那時借助日本人和

歐洲人發達的高鐵技術，我們中國跨進到高鐵時代。而且這個階段最重要的貢

獻是甚麼呢？就是我們確定了現在中國高鐵的技術體制，包括我們的供電體制、

列車牽引傳統的體制，和信號體制等…… 這個技術體制的確定，現在看來，對

於中國高鐵在短短幾年間能夠如此迅速地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當時

這些決策者，可說是為我們中國也為中華民族立下了千秋功績。然後是自主創

新階段，我們建設這麼大規模的鐵路網，必須擁有自己的技術，我們必須有自

己的能力，我們必須把決定國家命脈的高速鐵路，建立在自己擁有的技術、裝

備製造以及運營服務能力之上，而不能永遠靠著這些作為我們技術源頭的發達

國家。所以我們當時就開始了自主創新的過程，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就是

2008 年科技部和原鐵道部，經過接近兩年的磋商和籌備之後，啟動了《中國高

速列車自主創新聯合行動計劃》，這個行動計劃是第一次完整地、全面地、系

統地來研究和創新發展，我們中國人自己的高鐵技術和高鐵裝備，之後發生了

很多事了，應接不暇，一條一條高鐵不斷地開通。380A，是我們中國高鐵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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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行動計劃最典型的成果，也是最傑出的成果，創造了時速

486.1 公里，世界最高的運營速度，這個和法國人剛才所說的那個速度分別在哪

裡呢？這個是營運列車，就是旅客乘坐的列車，在我們的營運線路上跑出來的

最高速度，法國人那個速度，是由三節車箱組成的試驗列車，在專門修建的一

條試驗線路上，跑出了我們人類輪軌技術的一個極限，但這個是我們的營運速

度。當然，這過程中也有不順利的地方 ，2011年 7月 23日，發生了甬溫的列

車追尾事故，追尾的速度不到時速 90 公里。現在看來，不是技術造成的，不是

我們的高鐵技術，它不在高速狀態，但這件事情對我們高鐵的發展衝擊非常大，

但是事實最終證明我們的技術是經得起考驗的。持續創新階段，就是從 2012 年

開始，2012 年科技部發佈了《高速列車科技發展「十二五」重點專項》，在「十一

五」的基礎上，我們有「十二五」專門針對高速列車和高速鐵路的技術，繼續把

它完善化、優化和全面化，同時強調了普及化、智能化和對運煤技術的支持。

我們又啟動了「十三五」重點專項，這都是我們中國在高速列車和高度鐵路領域，

持續不斷地創新，才保證了中國的高速鐵路，到目前為止，仍能保持世界領先

的地位。然後我們通過自主創新，形成了中國自主的技術和裝備體系，關鍵是

產品平台，當中的創新能力和體系建設，也是在這幾年間建立起來。這是 2008

年開通的京城高速鐵路，然後是京滬高速鐵路，這些是其間發生的一些比較重

要的事件，我們當時拍了一些照片，現在給大家看看。 

 

歐洲人說的中國高鐵革命發生了，這個革命震驚了全世界，也造成了全世

界發達國家和高鐵發達國家到目前為止，仍然在各方面圍堵、擾亂我們，造成

我們對外發展的困難。中國的高鐵革命就是通過規劃，我們現在的規劃一調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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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現在已形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鐵路網，「十二五」期間，我們

也做了非常傑出的工作。這些是它的方向，這是我們「十二五」專項的總體設計，

大家通過這個總體設計，可以看到，我們所考慮的高速鐵路的問題，已超出了

傳統的鐵路發達國家所考慮的問題，我們已經在進行系統化的提升和整體技術

創新發展的工作。譜系化，是中國人第一次提出來的，第一列智能化的高速列

車是我們中國人研發出來的，當然，往後我們還會有很多創新成果。我們定義

了一個發展路線圖，發展路線圖中定下的每一個技術方向，到今天仍然是有效

的，我們在「十一五」末，定義的「十二五」，包括「十三五」的發展路線圖，到目

前為止，我們仍然堅定不移地按照這個路線走，這個路線圖所定下的里程碑的

成果，我們都完全實現了。我們的技術體系，現在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高速鐵

路技術體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我們完整。我們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產業

鏈群，我們的產業配套體系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匹敵，我們可以在中

國邊界之內，不依靠任何其他國家，製造、營運和交付我們的高速列車，而目

前世界上，大概只有日本人勉強做到這一點，其他國家都不可能做到。我們的

創新鏈也建成了，待會我會給大家看看，參與中國高鐵自主創新的，是多麼龐

大的一個隊伍。 

 

那麼現狀是甚麼呢？我們的能耗最低，我們的污染最少。這和我們中國的

現狀是有關係的，我們的老祖宗把我們安排到這一片土地，現在看來對我們發

展高鐵是最有利的，為甚麼呢？中國的領土從西向東，有五個時區，從南向北，

有六個氣候帶。這麼廣大的領土，形成的一個結果是，中國擁有世界上所有典

型的自然環境、地理地貌和營運條件，我們必須適應這麼複雜的條件。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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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部有高寒，西部有戈壁沙漠，還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

我們的海南島位處海南地區，香港位處海洋性的季風氣候帶，它們對技術的要

求都不一樣，要適應這麼複雜的營運環境和條件，逼使我們中國人必須建立起

一個能夠適應所有環境和條件的技術和裝備體系，歐洲人和日本人想有這個條

件也沒有，這反過來造就了我們最強大的高鐵技術。 

 

過去我們是行政經濟區的概念，發展高鐵之後，是時間經濟區的概念，你

看現在，從北京到烏魯木齊要 12 小時，我記得過去我上學的時候，從烏魯木齊

坐火車到北京要 72 個小時，現在我們的小時經濟圈，已經把我們中國人民團結

得更加緊密了，我們省出的力氣和時間，可以用在更廣大的地方。過去兩個不

同的大城市，現在可通過高鐵達至同城化，幾乎變成一個城市了，一個小時之

內就到了。而這些城市，你看哪一個是小城市？沒有一個是小城市，都是大城

市，因為高鐵，它們的時空成為一體，成為一個完整、更大的地區。 

 

除了高鐵以外，我們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你看這個時速

500 公里的列車，是我們「十二五」專項研發出來的時速 500 公里高速列車，往

後它會為我們其他的高速列車，奠定非常好的基礎。這是時速 500 公里的試驗

列車，我們在滾動台上測試到它已經可以跑到時速 600 多公里。這是我們時速

400 公里的高速綜合檢測車，就是高鐵醫生，它跑一遍後，高鐵的狀況、線路

情況、牽引供電的情況、沿途數據傳輸系統的情況，都能夠通過這個檢測出來，

這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高，適應條件最豐富的綜合檢測列車。這是我們的高寒

型列車，這是荒漠型的，這是時速 200 公里的城際列車，這是設計時速 2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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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但是日常的運營時速達到 160 公里的混合動力高速列車，它

可以解決高速鐵路和非高速鐵路，電氣化階段和非電氣化階段的互聯互通，世

界第一款。這是我們永磁驅動的高速列車，所用的牽引電機，不再是傳統電機

了，是永磁電機，有更小的體積，更大的功率密度，實際上，這是我們軌道交

通牽引傳統系統的一個非常巨大的進步，儘管我們不能把它稱為革命性的進步，

但是是非常跨越性的進步。時速 160 公里的米軌高速列車，東南亞大家都知道，

過去的法國殖民地全是米軌，東南亞幾乎全是米軌鐵路，米軌鐵路怎樣才能實

現高速化呢？我們提供了答案，還有，要適應中國這麼大的路網，如何才能簡

易地維修，如何做到列車之間能夠在應急情況下進行互聯和救援，於是有所謂

的中國標準動車組，這標準僅僅是我們國內使用。這些是我們現有的車型，就

國家擁有的高速列車而言，我們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豐富的了。我們的系統集

成，包括建鐵路、建大橋、建隧道等的標準和技術規章已經達到了 700 多項，

實際上，待發佈的總數達到 1,000多項。美國最權威的知識產權機構，對中國高

鐵的知識產權進行了完整、嚴謹，完全是第三方的評估，結論是中國的高鐵無

論走到哪裡，都不會遇到知識產權障礙。自從 2012 年開始，世界上兩大著名的

鐵路雜誌，《Future Rail Magazine》和《Railway Gazette International》一直為世

界上最厲害的高速列車排名，從 2012 年開始，我們的 380A 都一直排第一位，

後幾位的排名經常變化，380A 仍然沒變，到目前為止，我估計要改變這個順序，

歐洲人至少還要再努力五年。這是我們現在鐵路的情況，按照我們的國土、人

口，反過來說，儘管我們高鐵發展非常快，但總體來講，中國仍然是一個極缺

鐵路的國家，你看，按照人口、領土面積，我們在世界上的排位是很低的，有

些方面甚至連印度都不如。這實際上意味著甚麼？意味著我們中國的軌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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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和鐵路，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也反過來解釋了為甚麼中

國要繼續發展高鐵。中國的高鐵已經成為了全球高鐵的領先者，這不是我說的，

這圖表也不是我做的，這是我從外國的報告中拿出來的，通過這個表，大家也

已經能夠看見了中國高鐵目前在全世界的地位。 

 

中國高鐵技術從無到有，現在給它的稱號愈來愈高，一開始叫中國名片，

後來有一次，李克強總理說黃金名片，從此高鐵就變成了黃金名片了，現在走

到哪裡都是高鐵，但是這個名片是誰打造出來的呢？這張圖我覺得是非常有意

義的，它說明了甚麼？說明了我們中國人只要眾志成城，只要齊心協力，甚麼

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短短的不到五年，我們就從過去的跟隨者，變成了領

先者，都是誰呢？你看這圖裡面，中國幾乎所有最著名的高校，在各個高鐵所

屬的領域，所有研發實力最強的研究院所，包括中科院，我們國家與高鐵有關

的，幾乎所有能力最強的的創新平台、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還有我們的主力企業，500 多家配套企業，參加了我們的自主創新過程，就是

這些人，這些機構，在過去這些年，創造了中國的高鐵奇蹟，這是一個簡單的

統計。我覺得可能只有中國能做到，其他的國家，我認為它們不可能做到。這

是今年我向習近平總書記匯報高鐵科技創新情況的時候，所說的四句話，這實

際上代表了我們中國的科技創新隊伍，經過這麼多年來所建立的自信。 

 

接下來，全球視野，2013 年有這麼多高鐵，到了 2025 年，高鐵幾乎覆蓋

了地球上所有重要的國家和重要的地區。歐洲人也不甘示弱，他們開始發動一

個非常大的計劃，「Shift2Rail」，要重新獲取全球市場領先者的地位以應對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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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挑戰，誰的挑戰？中國的挑戰。他們把它叫作「燈塔計

劃」。我們當然還要繼續革命，這是我們新的規劃，這個規劃變成了「八橫八

縱」，其中，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要給香港同胞講的就是在「八縱」

中間，有「兩縱」以香港為起點，京港通道，它是一條通道，不是僅僅一條高速

鐵路，而是由若干條以高速為主的鐵路而構成的最終一個通道。我們剛才不是

說走廊技術嗎？還有一條通道，由哈爾濱到北京，然後從廣州分岔，一條分岔

到澳門一條分岔到香港，這就是在往後規劃中，把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節點。

這是「八橫」，這是「八縱」，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還會繼續努力。你看全世界這

麼多國家，規劃了這麼大規模的高速鐵路建設，這些都需要我們中國人作出應

有的貢獻。接下來的「十三五」，我們會繼續科技創新，而我們的科技創新，最

重要是達到甚麼目的呢？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我們經過「十三五」之後要達到

的能力，這個能力，絕對會進一步牢固樹立我們在導向運輸系統中，毫無爭議

的領先地位，這個地位怎樣獲取呢？持續的科技創新和全國科技創新資源的大

聯合、大協同，走向世界的中國高鐵。我覺得最後要說到這裡了，大家都知道

絲綢之路，這是 2100 年前，我們的老祖先張騫先生，從長安出發即現在的西安，

為了向西方爭取和平，為了向西方傳播我們的文明，走出的一條路。當然，那

時是靠戰爭，這是漢、唐、宋，三個不同時期的絲綢之路，黃色是漢代的絲綢

之路。藍色是唐代的，發生了一些變化，因為當時國家的領土有變，北邊的少

數民族，始終在威脅我們，但是大趨勢是不變的。綠色是宋代的。這條絲綢之

路，實際上表明了一件事，中華民族為世界能形成今天的格局，在千百年前就

作出了貢獻，我們的造船術、製鐵術、航海術和火藥術，就是通過這條路傳到

了西方，帶來了西方的工業革命和工業文明，才造就了西方所謂的航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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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造就了他們發現南美洲新大陸，而其中的基礎、技術和創新的

成果，最初都是我們中國人，通過絲綢之路傳播過去的。這是鄭和下西洋，就

是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很多國家，剛才我們看過都有非常大的

高速鐵路的建設和規劃，這是那個時候（東西交流的路線情況)，當時是靠馬、

靠駝、靠人，是靠兩條腿，這就是絲綢之路帶來的結果。大家往後追尋就會發

現，如果沒有我們老祖先的科技創新成果以及沿絲綢之路向西擴散，世界文明

不會是今天這樣。接下來是我們習總書記所倡議的「一帶一路」，實際上我認為

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一帶一路」的建設讓我們能重新成為全世界的文

明輸出者、技術輸出者和能力輸出者，為全世界人民服務。這是「一帶一路」中

的高鐵，就是我們三條新的歐亞大陸橋，這三條歐亞大陸橋以甚麼為基礎呢？

以鐵路為基礎，鐵路中最重要的是高鐵，所以我們在「十三五」期間，要研發能

夠跨國互聯互通的高速列車，做甚麼呢？要實現從新加坡開車一直到倫敦，中

間不用換車廂，這就叫跨國互聯互通。大家看看，這張圖特別有意思，在泛歐

亞鐵路網，是由我們的規劃加上歐洲人的規劃和世界各國的規劃，形成的這樣

一個結果。這是哪裡？香港。如果我們真的實現了目標，實現了習主席的倡議，

香港那一段高鐵能盡快建成的話，那麼過去香港是通過海上、天上融入世界的，

往後，香港就可以通過我們的高鐵網，向西向西向西，融入世界，我覺得這是

特別有意義的一張圖。這三條歐亞大陸橋，你看其中有一條（第三條），哪個

地方啊？終點就是香港。當然，走向世界，我們有很多具體的方法，我們現在

已經和全世界很多國家的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了 12 個海外研發中心，這些研

發中心，既分佈在發達國家，也分佈在發展中國家，有的是我們技術的來源國，

有的是我們技術的輸出國。但是現在，因為中國高鐵的發展，已經在全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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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技創新的凝聚力，那些德國教授，寧可和中國一起，解決高

鐵的具體技術問題，譬如說新材料，炭纖維能否做個擋板？炭纖維能否做個轉

向架的彈簧等…… 他都不願意參與他們德鐵的事，這就是我們的吸引力。這些

聯合研發中心，將使我們中國高鐵的科技創新，有了全球視野，集成全球的力

量，為我們所用，然後創造高鐵技術，為全球服務。我們也在 21 個國家，建立

了很多境外子公司，這些子公司都在發揮宣傳、學習、借鑒和汲取他人先見的

作用，同時輸出我們中國的能力、技術和標準。而且在一些國家，我們已經完

全實現本地化了，就是能夠有規模地為本地提供足夠的裝備，我們當然也買下

了不少外國人的企業，買這些企業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我們基礎工業的不足，或

者我們的基礎工業仍然有缺陷，無法支持我們高品質的高速列車和高速鐵路技

術。那怎麼辦？我們收購國外的企業來補充我們的產業體系。當然，我們還要

建立第一個國家高速鐵路技術創新中心，這個創新中心將以新的模式，面向全

球、服務全球來發展高速列車技術，這是國家的第一個，未來的國家級創新中

心，都將以這個為範本。它的目標是很宏大的，這是它要做的工作，未來五年，

我們將建成地球上一個最具吸引力、最強大的中心節點，讓它成為一個面向全

球創新網絡的體系，這就是我們高速列車，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的目的，國家剛

剛提出，我們已經開始籌劃具體的建設過程了。這是它一系列的平台中心、網

絡體制和機制，我們要通過這些方面的體制機制創新，突破現在仍然存在的一

些問題，使我們高速列車，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規模、更優秀的品質，來實

現我們的持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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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做個結語，當然，我認為這個結語，是針對我們

高鐵技術而言的，其中的核心是甚麼呢？過去我們是「中體西用」，這是中國進

入近代之前，我們的先賢們提出來的，甚麼意思呢？引進、消化、吸收，「中體

西用」的本質是這樣，但我們認為現在應該換一個詞了，這兩個詞應該要同步使

用或者同時使用，叫作「中源洋適」，源於中國的技術，要適合洋人，這是我們

中國的高鐵技術，真正地在國家戰略實施過程中，能夠為全世界作出中國人應

有的貢獻，讓全球人民能夠享受中國人，科技創新的成果。最後，我認為還應

該再說一句，我認為香港有那麼發達的高等教育，若能融入國家的大體系裡

面，優秀的高等教育一定能帶來優秀的創新能力，優秀的創新能力一定能帶來

新的產業，而新的產業一定能為香港帶來新的發展模式，所以最後我希望，也

願意跟香港的學術界和技術界各方面互相學習，共同把中國的這個工作做好，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