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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营作为中国铁路“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营模式的宏观选择直接关系到中国

铁路在海外运营的成效。界定中国铁路“走出去”运营模式的内涵，剖析网运合一、网运分离
以及特许经营等铁路运营模式，分析项目所在国的国家性质和区域特点、运营模式适应性、项
目所在国建设初衷与“走出去”战略目标契合度等中国铁路“走出去”运营模式宏观选择策略
的控制要素。提出重视铁路运营模式前期规划与顶层设计、换位思考确定铁路运营模式以及合
理采用“引导、适应、变通”等宏观选择策略，以确定有利于中国铁路“走出去”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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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为中国铁路运营“走出去”提供

引言

了重要机遇。运营作为铁路行业重要组成部分，在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下，中国铁路“走出去”

“走出去”进程中不仅能够对传统“三大产业”在海外

的脚步渐深渐远，从麦加—麦地那高铁到雅万高铁，

高质量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1］，而且选定恰

从沙特麦加轻轨到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地铁，从蒙内

当的运营模式更加有利于推动我国铁路技术、装备、

铁路到亚吉铁路，我国铁路由设计施工、装备制造到

标准、管理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可。

运营维护，进入铁路行业全产业链“走出去”新阶段。
一些国家在积极推进铁路建设的同时，对铁路运营的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 （2015-Z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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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铁路运营模式的内涵及现状
内涵
长期以来，铁路的运营模式一直是一个相对模糊

的概念，经常被引用，却很难确切地定义或清晰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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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内涵。所谓运营模式可以从企业内部管理以及企
业与政府关系 2 个角度进行诠释。对于运营模式的界

1. 2. 1 “网运合一”
模式
在铁路发展初期，世界各国对于铁路行业的管理

定，从企业内部管理出发倾向于企业内部对于铁路运

大都采用“网运合一”模式。这种运营模式能够充分

输和生产经营的管理，而从企业与政府关系角度出

体现国家对铁路行业的管理，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宏

发，则倾向于政府对铁路行业和社会资源的统筹管理

观调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最大程度满足公益性

模式。

需求，但铁路运营企业对市场变化敏感度欠缺，行业

1. 1. 1

基于企业内部管理的视角

基于企业内部管理角度出发，认为运营模式是企

负债率高，盈亏问题较突出。

1. 2. 2 “网运分离”
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铁路行业的传统强国相继开

业为实现盈利目标而采取的方式方法，通过企业对主
要战略和经营活动进行设计，最终形成有助于利润实

展体制改革，纷纷选择“网运分离”模式。欧盟甚至

现的操作路径组合 ［2］。

统一立法，规范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改革框架。“网运分

1. 1. 2

离”模式能够引入竞争机制，能够清晰界定国家层面

基于企业与政府关系的视角

基于企业与政府关系角度出发，认为铁路行业的

与铁路运营企业层面的管理界面，同时使民营资本进

运营模式就是政府对铁路的管理方式。铁路是一种与

入铁路市场成为可能。历经几十年的改革洗礼，“网运

政府相关性非常强的行业，首先，从经济特性上说，
铁路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大、回报率低、建
设周期长、资产专用性强、沉没成本高；其次，从社
会属性看，铁路具有服务性和相对垄断性的自然属性，
存在广泛的公益性需求，这些因素决定了铁路的运营
管理很大程度上都需要由政府主导。在现代铁路运营
管理中，政府对铁路的管理并不是依靠政府，而是通
过企业来实现。政府的职责是体系设计、规则制定、
监管及考核；企业是在规则框架下对运营过程和运行
系统进行组织和控制，通过合理的手段和方法，保证
运营投入、转换、产出这一过程高效、平稳、有序地
运转。需要企业根据战略需求、系统架构特点以及风
险评估，制定运营管理策略。

1. 2

分离”模式逐渐成为全球铁路市场影响力最大的行业
管理模式。在铁路设计、咨询、监理、认证等领域，
逐渐确立了欧盟铁路标准和欧式铁路管理模式的主导
地位。

1. 2. 3 “特许经营”
模式
“特许经营”模式是在“网运分离”模式的基础上
逐渐演变形成的，将具有社会属性的资源按客运和货
运业务进行划分，并按照一定的准入机制向国内外公
司公开招标，同时授予中标公司特许经营权。获得特
许经营权的公司在中标业务范围内的铁路经营管理中
拥有自主权。这种运营模式在不同条件下会继续演变
为运营总包、运营分包和合作运营等模式 ［3］。

2

要素

现状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对铁路行业的管理普遍

存在 2 种模式：第 1 种为“网运合一”模式，即将路网

基础设施类具有相对垄断属性的资源与客运、货运等
具有社会性资源统一管理的模式；第 2 种为“网运分
离”模式及其衍生的变体模式，即将具有相对垄断属

性的资源与具有社会性资源分置管理的模式。随着世
界范围内运营市场逐渐开放，“网运分离”对铁路行业
资源分置管理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特许经营”

中国铁路“走出去”运营模式的宏观选择控制

影响运营模式选择的因素较多，而且很多因素都
难以量化，需要从项目所在国 （简称所在国） 的国家
性质和区域特点 ［4］、运营模式适用性、项目的投融资
方式以及所在国建设初衷与“走出去”战略目标契合
度 4 个方面对目标市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经过综合
评估和多方博弈后确定最终的运营模式。

2. 1

所在国的国家性质和区域特点
在经济和铁路欠发达地区，中方投资进行铁路建

模式作为“网运分离”模式的变体模式之一，逐渐成

设，对于运营模式的选择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在经

为铁路运营企业在海外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模式。

济相对发达地区、多种投融资模式、市场化运作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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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项目，“网运分离”和“特许经营”模式会成为相对

营总包模式。对于所在国仅向国内外公司招标部分铁

主流。

路运营服务业务，宜采用运营分包的模式，会与当地

所在国对于铁路运输市场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影响

铁路运营企业存在管理界面接口。对于以提高本国铁

着运营模式的选择，对于禁止垄断经营、保持自由开

路管理水平和引进先进技术为目的的所在国，采取合

放的铁路市场，更适用“网运分离”和“特许经营”

作运营模式更能切合所在国主观意愿，也更容易被所

模式。

在国接纳和采用。

东南亚和非洲各国是目前中国铁路“走出去”的

2. 3

项目的投融资方式

主要区域，这些国家由于历史背景影响，受欧盟体系

投融资方式在运营模式选择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

影响较大，“网运分离”和“特许经营”模式更容易被

的导向作用，当项目资金不再是制约因素时，所在国

认可和接受。

对运营模式的选择倾向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5］，此时与

所在国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也对运营模式的选择产

所在国在管理方式和技术特点方面的契合度将成为运

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是采用“网运

营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如果项目出资方仅为所在国

分离”和“特许经营”模式的必要条件，否则一旦陷

政府和中方联合体，由于我国在“网运合一”运营模

入商务纠纷将很难处理，管理结合部问题会被放大。

式下管理经验丰富、管理体系健全、业绩显著，实行

如果所在国在法律法规体系方面尚需完善，则更适宜

“网运合一”模式的可行性会增大。

采用“网运合一”模式。

2. 2

运营模式适用性

“网运合一”模式在管理结构上的结合部少，系统
运转的效率高，更适合庞大、复杂路网的运营管理，

如果所在国希望在后期运营中吸引当地民营资本
大量介入，则更可能会采用“网运分离”和“特许经
营”模式。

2. 4

所在国建设初衷与“走出去”
战略目标契合度

简单的管理结构使系统内各单元容易协调统一，联动

所在国希望通过铁路项目引进先进的设备和管理

性更强。但其对管理能力和水平有非常高的要求，否

经验，从而促进所在国铁路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在

则很容易在平衡运输产品开发与企业成本控制方面出

此初衷下，影响“网运合一”“网运分离”或者“特许

现问题。

经营”模式选择的关键是运营效果。适合所在国管理

“网运分离”模式通过财务界面的清晰划分，使得
铁路运营体系中系统支持性与市场竞争性模块得以分

方式且能够实现其建设铁路项目初衷的运营模式将更
容易被采纳。

置管理，虽然在管理结构上产生了结合部，但正是这

中国铁路“走出去”希望铁路全产业链的整体输

种制约性的存在，使整个管理效益变得更高。对于单

出，在此框架下，“网运合一”模式虽然在经济层面缺

一线路的运营管理，虽然“网运分离”产生了管理结

乏回报优势，但是这种运营模式在后期的运营过程会

合部，但结合部的数量在简单可控的范围之内，此时

逐步确立中国铁路在海外市场的行业地位，从而带动

“网运分离”模式对于成本控制的优势更容易显现。

和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铁路行业的发展。更加有利于

“特许经营”模式与所在国铁路运营市场的开放和

中国铁路在装备制造、工程设计、施工建筑、运营管

规范程度密切相关，健全的管理体系和市场运作机制

理等方面全面参与国际铁路市场竞争 ［6］，更容易实现

是开展“特许经营”的基础和保障。中国铁路运营企

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业“走出去”参与所在国铁路运营市场管理，不仅要
考虑企业自身能力和特点，更要深度研判铁路运营企
业在所在国运营市场的参与程度和运营环境。对于管

3
3. 1

中国铁路
“走出去”运营模式的宏观选择策略
重视铁路运营模式前期规划与顶层设计

理体系健全、市场运作机制完善的所在国，宜通过采

现阶段，中国铁路运营企业单独承揽海外项目运

用契约的方式获得全部业务及资产经营权，即采用运

营时机尚不成熟，随着所在国逐渐认识到运营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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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项目工程质量，规避所在国工程建设风险中
的重要作用，“EPC+O&M”和“BOT”等建设模式越来

3. 3

采用合理策略确定铁路运营模式
宏观层面上运营模式的选择对海外项目的影响程

越多地被接受和采纳。运营作为标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度极为深远，需要项目团队在深刻理解不同运营模式

逐渐融入到铁路工程建设项目中。

的特点及适用性后，分析项目具体情况，在运营设计

确定海外项目运营模式需要统筹考虑、精密测算

和规划方案的前提框架背景及多方博弈下，最终确定

和兼顾大局，因此，需要项目团队作为主体进行操作。

运营模式。在整个运营模式的选择和确定过程中，合

项目团队必须在项目前期制定好整体运营的顶层设计

理采用“引导、适应、变通”的基本策略，确定有利

和规划方案之后，通过具体策略最终确定有利于双方

于中国铁路“走出去”的运营模式。

的运营模式。参与项目的铁路运营团队应在项目团队

首先是“引导”。信息搜集单位获取海外铁路项目

的总体规划和指导下，聚焦海外铁路运营市场管理体

建设意向时，中国铁路“走出去”企业应立即启动一

系架构，为我国铁路企业参与海外运营提供决策
支持 ［7］。

3. 2

换位思考确定铁路运营模式
中国铁路运营“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宏观运

营模式的确定，即选择“网运合一”“网运分离”还是
“特许经营”模式。无论选择哪种运营模式，都需要站
在所在国的立场进行分析。综合分析以下 3 个方面的
内容：

（1） 从运营模式给所在国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
建设立项初衷、优化路网结构、引进技术、获取利润、
社会公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2） 所在国现有铁路运营模式与运营方主导的运
营模式之间的差异；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现有运营管理
水平、运作模式、盈利方式；铁路行业在所在国所处
的地位 ［8］。
（3） 所在国是否有改变现有铁路运营模式的主观
愿望；运营模式变化对现有社会秩序影响的敏感度以
及给铁路行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系列的针对所在国的快速有效的分析工作，包括与所
在国有关的各种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信息。在此基础上
初步确定该项目对于中国铁路“走出去”企业最有利
的建设和运营方案，并在与所在国的前期接洽过程中
尽力推销该方案，以期引导所在国采用我方提议的运
营模式。
其次是“适应”。运营模式选择的自由度非常有
限，大多数项目的运营模式都会在投标前被所在国预
先设定，并作为项目投标的前提条件。通常情况下，
政府参与出资的项目，为了保证其资产界面的清晰和
资金风险的有效控制，“网运分离”和“特许经营”模
式往往会被更多地采用。这就需要我国铁路企业具备
良好的适应性，有能力根据所在国的要求提供和执行
各种不同的运营模式。
第三是“变通”。如果所在国预先确定了的运营模
式，对中国铁路“走出去”运营企业相对不利，运营
企业要积极根据实际需求研究框架内变通的可行性。

在综合考虑这些直接制约和影响运营模式选择的

以吉隆坡—新加坡高铁项目为例，中方最希望的运营

因素外，作为一个想要或即将进入国际市场的铁路运

模式是“网运合一”，更有利于实现固定设备、移动设

营企业还要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受我国

备 （动车组） 和运营标准的整体输出，但所在国更倾

铁路运营模式的影响，自身能力方面更擅长“网运合

向于采用“网运分离”模式，使得动车组这一重要设

一”模式的管理和运作，对“网运分离”和“特许经

备的属性归属出现了变数。对此我们不应该再力主

营”模式的管理模式、市场规则、盈利方式等相对陌

“网运合一”，而是在遵守所在国要求的前提下寻求框

生。在相对陌生的“网运分离”和“特许经营”运营

架内的变通。诸如向所在国提出运营公司为“轻资产”

模式下，需要逐渐适应所在国运营方式，并融入其管

公司的应对策略，即移动设备的归属由运营公司转入

理体系中，形成有利于我国铁路运营企业的盈利模式

资产管理公司，并据此提出一整套有吸引力的解决

和运作方式。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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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selection Strategy of Operation Mode for Chinese Railways
‘Going Global’
LI Wenjie1, WANG Qitao1, MA Siyuan2

(1.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Chief Engineer Office） , China Railway Beijing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86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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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railways‘going global’
, the choice of macroscopic operation mode is

crucial to the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operation by the Chinese railway enterprise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peration mode for Chinese railways‘going global’
, dissects railway operation modes, such
as integration of network and operation, separation of network and operation, and franchise, and analyzes the
control elements in macro-selection strategy for Chinese railways‘going global’
, such as the national natur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host countries, the adaptability of operation mode and the matching of the
original construction intention of host countries with the strategic goal of‘going global’
.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reliminary planning and top-level design of the
railway operation mode; determine the operation mode favorable to Chinese railways‘going global’by
thinking the way of host countries and reasonably applying the macro-selection strategy of‘guiding, adaptation
and flexibility’
.
Keywords: Chinese railways;‘going global’
; operation mode; influence factor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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