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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及公司的竞争优势
北极铁路将增加北极地区公司及投资者的商业机
会。商业运营方面的新机会包括以下方面实例：

•	 基础设施项目
•	 旅游业发展
•	 新住房项目
•	 改造工程
•	 船舶建造
•	 北极海运
•	 离岸维修及保养
•	 生产设施维修及保养
•	 再开发点
•	 环境
•	 信息通讯技术	(ICT)
•	 工程业

‘投资芬兰’，就业经济部，2012	年	9	月

“北极地区拥有的商业机
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
各项投资。”

北极铁路 
连通波罗的海地区与北极地区
近年来，人们对北极地区的关注显著增长。该地区的经济潜力及新交通干线的开
通彰显其具备的战略重要性。北极地区今后可能成为重要的能源储备地及全球贸
易的运输通道。

不断增长的需求
目前，从欧盟和芬兰前往拉普兰中部的采矿区、挪威和
俄罗斯的油田及天然气田以及北海航道的西端均主要依
靠公路网。

北极铁路旨在为将来的货流开辟从亚洲至波罗的海地区
的其他通道，通过创建具备成本效益的新交通路线，提
高矿业及其他工业的竞争力

北极铁路将与其他运输通道有效连接。

北极地区约藏有世界	20-30%	的未开发天然
气储量及	5-13%	的石油储量。（芬兰的北极
地区战略，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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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兰具备的采矿潜能创造了大量的运输需求

往返	Kevitsa	矿山和	Sakatti	矿山的交通构成北极铁路运输潜力的基础。北极铁路同样可作为前往	
Sokli	矿山的另一运输路线选择。拉普兰中部具备巨大的采矿潜能，其矿山开发能力可能长达数百年。
因此，在建立新的铁路运输路线时，应考虑整体运输系统的长期发展，这一点至关重要。

铁路运输液化天然气 
•	 数量相当于	350,000	千瓦时

能源的液化天然气	(LNG)	可
采用一个	40	英尺的集装箱
进行运输。

•	 而一趟列车可装满	40–60	个
此类集装箱。

•	 集装箱运输相比管道运输更
为灵活。

•	 芬兰每年需要使用约	220	万
吨的天然气。

•	 使用天然气以替代石油使二
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约	20%
，而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
放量则减少了	50%。

旅游业
•	 北极铁路为前往萨利色尔

卡、洛斯托或北冰洋等的
旅行者提供了另外一种交
通方式选择

•	 铁路将提高旅游者的数
量，加剧公司的投资需
求，并增加旅游业劳动
力。

•	 换乘连接将为巴士旅行运
营商和出租车公司创造诸
多商业机会。

北极铁路打开了全球运输路线连接
网络
•	 北极铁路连通了波罗的海经济区与北冰

洋的深水港区。
•	 沿着北海航道抵达亚洲的路途相比传统

路线缩短了约三分之一。
•	 除了可前往亚洲，也开辟出从位于希尔

克内斯的深水港区（免除硫磺指令的限
定）至欧洲中部和美洲的路线。

•	 希尔克内斯到鹿特丹的距离与到凯米港
口的距离相同。

经苏伊士运河 经北海航道 +	/	-	天数
中国 12050	海里 37	天 6500	海里 21	天 -16
韩国 12400	海里 38	天 6050	海里 19.5	天 -18,5
日本 12730	海里 39	天 5750	海里 18.5	天 -20,5

希尔克内斯的船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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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Suez Canal Through Northern Sea Route +/- days

China 12050 nm 34 days 6670 nm 26 days -8

Japan 12730 nm 36 days 5830 nm 23 days -13

korea 12400 nm 35 days 6220 nm 24 days -11

Kemi

北海航道
相比其他海上航线，北海航道缩短了约三分之
一，可节省更多时间和费用。

位于希尔克内斯的深水港可免
除硫磺指令的限定。

Keski-Lapin valtaus- ja varaustilanteen kehitys

Mining Register December 1998Mining Register December 1998

Kimmo Pietikäinen 29.02.2012, ELY Rovaniemi

拉普兰的采矿权及储备状况图

林业
•	 拉普兰中部的林业铁路

运输量每年可达	500,000	
吨。

•	 罗瓦涅米供热厂及可能在
凯米建立的生物燃料厂将
显著提高木质原材料的运
输量。

•	 拉普兰林业的整体年增长
量约为	600	万立方米，生
产量远多于运输量。

SODANK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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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走廊
北极走廊是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区，也是一条运输及开
发走廊。它为公司及投资者创造机会，使其能够参与
北极欧洲的金额达数十亿欧元的项目。北极走廊将波
罗的海地区链接至北冰洋的深水港区、石油及天然气
项目区，以及北海航道的西端。

除了北极铁路，北极走廊的主要项目还包括芬兰国道	
4	 的扩建、伊瓦洛机场候机楼的扩建、北极地区商业
机会调查、路线和地区营销。北极走廊的开发由欧盟
提供支持。

北极铁路——两个建设阶段
北极铁路的第一阶段（即罗瓦涅米–索丹屈莱）旨在满足拉普兰中
部的采矿业及林业需求，正在建设当中。该路线的规划将从	2012-
2013	年期间开始。目标是在	2020	年之前竣工。

预期朝着北冰洋方向的运输量将会增长，以满足财务上的先决条
件，从而开始铁路的第二阶段建设，即索丹屈莱–希尔克内斯，第
二阶段计划在	2030	年之前竣工。

阶段 1：罗瓦涅米–索丹
屈莱 
•	 罗瓦涅米–索丹屈莱轨道的

长度约为	145	千米。
•	 该轨道将延伸至索丹屈莱

的采矿区，该采矿区位于
居民点北部约	40	千米处。

•	 该阶段建设的预算成本至
少达	3.65	亿欧元。

•	 每年的运输量应至少为	
150	万吨，才能支持该阶
段的投入使用。

阶段 2：索丹屈莱–希尔
克内斯
•	 索丹屈莱–希尔克内斯轨道

的长度约为	362	千米。
•	 该阶段建设的总成本约为	

12	亿欧元，挪威将仅提供
不到	40%	的费用。

•	 每年的运输量应至少为	
300	万吨，才能支持该阶
段的投入使用。

•	 索丹屈莱–希尔克内斯轨道
应纳入欧盟支持的	TEN-T	
运输网中。

北极铁路运输潜能，2020-2030 年
•	 石油及天然气产业（巴伦支海、西伯

利亚西北部、挪威沿海地区）
•	 采矿业（俄罗斯、挪威，在芬兰同样

日益增长）
•	 林业（芬兰北部、俄罗斯西北部）
•	 渔业（挪威北部、摩尔曼斯克）
•	 旅游业（萨利色尔卡、圣卢奥斯托、

列维、易拉斯

海路

陆路

铁路

北极铁路及其他路线的干线选择

北极走廊
主要运输路线

北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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