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9 月份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分析和评述

  中国港口协会
水路运输服务分会

序
号

单位名称
船舶代理艘次 船舶代理吨位 ( 万吨 )

当月数 累计数 环比 % 当月数 累计数 环比 %

1 大连港万通物流有限公司 421 1019 41.1 242.8 639.0 20.7 

2 营口港船货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232 757 28.1 247.51 797.5 19.0 

3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07 369 -12.1 132.0 464.4 -0.4 

4 秦皇岛之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411 1257 6.3 1563.0 4859.0 2.1 

5 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434 1311 21.7 444.6 1460.6 13.0 

6 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648 1597 43.7 429.0 1138.5 32.4 

7 日照港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45 159 8.9 30.8 202.0 -86.1 

8 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238 687 27.3 300.2 849.2 21.5 

9 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974 2575 18.8 1258.7 3624.4 6.2 

10 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242 729 8.3 252.1 675.0 -2.1 

11 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06 386 -13.2 269.0 963.0 4.5 

12 海南港航货运有限公司 178 733 45.5 46.2 186.9 -36.4 

13 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3 147 9.4 4.2 8.8 49.4 

14 日照众合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2 49 -33.3 17.3 52.0 -4.6 

合计 4101 11775 23.6 5237.4 15920.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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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分会参加数据统计分析的 14 家各沿海主要港口船舶

代理企业 9 月份的各类统计数据显示，9 月份中，船舶代理艘次

7 家企业环比为正增长，占 50.00%；7 家企业同比为负增长，占

50.00%。船舶代理吨位 7 家企业环比为正增长，占 50.00%；8 家

企业同比为负增长，占 50.00%。

从全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上报的业务量数据看，9 月份

船舶代理艘次比 8月份略有上升，但船舶代理吨位总量比 8月份略有下降（其中，

船舶代理艘次比 8 月份增加了 358 艘次，船舶代理吨位总量比 8 月份减少了 400.8

万吨）。从分货种统计数据看，9月份除煤炭明显减少、钢铁略有回落外，集装箱、

汽车、金属矿石、原油、粮食、化工原料、水泥等货种的代理量均比 8 月份有不

同程度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沿海港口企业的煤炭代理量受国

家对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环渤海港口企业的煤炭运输逐步由原来的公路改为铁路

运输影响，秦皇岛、天津等主要煤炭接卸港口的煤炭代理量明显减少，尤其是秦

皇岛港煤炭发运量明显下滑，集疏港作业压力增大，日均近 30 万吨的发运量使得

沿海煤炭运输通道遭遇“大堵塞”，大量船舶积压待装，锚地船舶数量攀升至高位；

同期华南等地区的强台风“山竹”又使南下船舶周转明显受阻，沿海煤炭运力供

应趋紧。加上 9 月份后电煤消费逐步进入传统淡季，伴随着沿海地区气温的下降

和降水的增多，煤炭需求持续走弱，电厂机组低负荷运行，检修力度加大；进入

下旬后，由于临近国庆长假，各大工厂也纷纷陆续放假，工业用电量也不如预期；

秦皇岛港恢复作业后，被挤压的煤炭大幅释放，船舶周转速度加快，环渤海港口

库存压力稍有缓解。而沿海金属铁矿石的代理量随着钢材社会库存的稳定下降，

下游整体需求较为稳定，叠加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因素，钢厂对铁矿石需求十

分有限。以上各种因素都导致了9月份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代理量的上升。

预计 10 月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业务量基本还是维持 9 月份的水平。其中煤炭

随着“公转铁”的逐步实施到位，代理量能的萎缩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金属矿

石运输代理量受环保限产高压态势影响，短期内也难有明显增量。

中国港口协
会水路运输服务
分会一届六次理
事会日前在广州
港顺利召开。会
上 传 达 了 2018
年中国港口协会
分支机构工作会
议的精神，听取
了分会今年前三

季度工作落实情况的汇报、研究了年内工作的重点措施，
审议通过了分会会长人员变更等议题；会议还组织对最
新市场动态和船代市场全面放开后的严峻形势的分析和
研判，并形成了初步的对策和共识。分会会长潘国弘对
下阶段分会的工作提出了三个方面工作要求：一要时刻
关注形势的变化，各单位要紧紧结合当前反垄断、代理
市场放开等政策带来的影响，沉着应对，找好对策，一
方面要加强自身管理，努力在规范经营、自律守纪方面
下功夫；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我们分会自身的优势，
加强我们会员单位间业务的合作，在目前船舶代理形势
相对困难的时候，大家一起抱团取暖，一起共渡难关，
也努力把各方面的影响减少到最低；二要集中精力做好
年内协会的各项工作，重点是抓好专题论文的调研，秘
书处要做好面上的协调组织工作，积极争取各会员单位
的支持，确保今年的调研工作取得效果；三要加强日常
与会员单位之间信息的沟通，第一时间了解会员单位发
生的最新动向，并于第一时间把大家遇到的情况向中国
港口协会反馈，以取得协会方面的支持。上海港船务代
理有限公司、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天津港物流发
展有限公司、大连港万通物流有限公司、秦皇岛之海船
务代理有限公司等理事单位的领导参加了本次会议。

2018 年 3 月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统计

水路运输服务分会召开一届五次理事会

序
号

单位名称
船舶代理艘次 船舶代理吨位 ( 万吨 )

当月数 累计数 环比 % 当月数 累计数 环比 %

1 大连港万通物流有限公司 439 3484 -0.68 312.1 2358.9 -3.33 

2 营口港船货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313 2543 19.17 366.38 2656.1 22.88 

3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55 1125 1.94 188.0 1422.6 -3.72 

4 秦皇岛之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209 3362 -77.99 835.0 12781.0 -63.23 

5 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209 3050 -13.88 249.7 3275.4 0.28 

6 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733 6094 16.78 532.0 4151.0 14.85 

7 日照港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37 414 8.11 49.1 410.4 38.90 

8 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286 2371 8.04 341.6 2931.2 2.68 

9 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074 7816 32.31 1349.5 11104.3 9.01 

10 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283 2567 -2.83 168.7 2071.7 -54.89 

11 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15 1125 -33.91 239.2 2560.2 -22.91 

12 海南港航货运有限公司 229 2057 21.40 29.5 414.8 -61.02 

13 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4 493 -7.41 3.8 32.3 12.96 

14 日照众合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2 155 -33.33    17.4 172.0 -22.41

合计 4148.0 36656.0 8.63 4681.9 46341.8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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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港船货代公司获评

8 月 22 日，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被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评为“全国第二十六批 4A 级综合服务
型物流企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物联”）是
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
唯一一家物流与采购行业综合性社团组织，主要任务是
推动中国物流业的发展，推动政府与企业采购事业的发
展，推动生产资料流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完成政府委
托交办事项。中物联的“A 级企业评估”是依据《物流
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国家标准，对国内物流企业进行
等级评定，A 级物流企业划分为五级：1A、2A、3A、4A
和 5A，最高级为 5A。

船货代公司在评定的过程中，通过贯彻标准，切实
提升了公司的管理体系和规划意识，为公司建成一流全
程供应链服务运营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能够通

过中物联的最终审定，标志着
船货代的各项管理标准已经达
到了国内优秀物流企业的要求。

（供稿：宁波港船务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

全国第二十六批 4A 级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



I n f o r m a t i o n
E x c h a n g e

强化两地合作，提升深度广度

锦州港举行“百日攻坚”徒步活动

2018 年 9 月 13 日， 锦 州
港“百日攻坚”徒步活动在四
港池隆重举行。本次活动全程
3.5 公里，分为徒步行与青年
员工表决心两部分，参与人数
广泛，共 15 支代表队伍，200
余名员工、10 余名中层领导一
同参与，公司常务副总裁詹炜
等领导出席本次活动。

公司举办百日攻坚徒步活
动的目的是倡导大家要加强运动、强健体魄。以饱满的状态投入
到日常工作中去。同时展示我们百日攻坚，决胜年底的信心和决
心。最后寄语锦港青年要志存高远，勇立潮头。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参加本次活动共计 23 人，13 名党
员，10 名团员，平均年龄 31.5 岁，均是各部门的青年骨干与积
极分子，充分展现了锦港物流青年员工朝气蓬勃、奋勇进取的精
神风貌，顽强拼搏、踏实肯干的工作态度，增强了员工间的凝聚
力和归属感，让员工对完成四季度工作充满信心和干劲。

                     （供稿：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2018 锦州海上应急联合演习成功举行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
于11月在上海举行，为切实做好“进
博会”期间船舶安全代理工作，近
日，上港船代与来自黄浦海事辖区
的船公司、船代等 30 余家单位代表
一同参加了由上海黄浦海事局召开
的 2018 年度大型海船航行安全共商
会。

会后，上港船代迅速传达会议
精神，组织调度对《上海海事局关于加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期间上海港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通知》进行认真学习，并提出

以下三点要求：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履行文件要求，坚决贯彻
落实水上安保各项措施；二、以大局为重，进一步强化安全理念，
对船舶代理工作进行周密准备，严阵以待；三、强化责任担当，继
续发扬公司优秀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精神，推进船舶代理工作安全
有序开展。

该公司船代部除严格按照海事要求执行相关规定外，特别针对
10 月 1 日起 5000 载重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凡途经黄浦江核心管控
区须由拖轮伴航，将此类船舶纳入“进博会”重点船舶数据库，实
现对重点船舶的航行状态、静态信息、入沪船舶专项安检等信息的
实时监控，确保“进博会”期间安保措施执行到位、落实到位。

                      （供稿：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深
化津疆两地合作，进一步提升跨境
贸易便利化水平，服务新疆企业，用
好用足天津口岸各项优惠政策措施。
日前，在天津市口岸办的组织下，
天津港物流发展公司与天津海关、
集装箱业务部、外代公司、中远海

运，组成天津口岸服务代表团，赴新疆开展座谈和宣传推广活动。
通过本次活动，天津港把“出海口”的服务搬到了新疆

客户的“家门口”，更多的客户充分了解了天津港提效降费、
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天津港与新疆之间的
物流通道建设，提高了天津港与客户的合作深度与广度，进
一步提升了天津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市场影响力。

                 （供稿：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为切实增强搜救成员单位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提高应对海上突
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检验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9月
19 日上午，2018 锦州海上应急联合演习在锦州海域成功举行。此次
演习由锦州市人民政府主办，锦州海事局、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省市领导及相关单位莅临指导。

本次演习模拟 2018 年 6 月 28 日在锦州港 104 泊位发生的火灾
事故，按照纠错的方式还原当时的应急救援场景，客观总结应急救
援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

9 月 19 日 0930 时， 2018 锦州海上应急联合演习在锦州海域正
式拉开序幕。长兴油 1 轮（演习目标船）锅炉间发生火灾，按照船
上应变部署表采取了系列应急处置措施。 

锦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根据领导小组的要求，调集各方力量，组
成专家组及各个专项队伍，开展了消防灭火、船舶和人员疏散、海
陆交通管制等一系列工作。根据专家意见，领导小组科学研判、果
断决策，决定在火势得到控制、货物温度下降、周边船舶顺利疏散后，
将事故船舶拖离危险区域。在现场总指挥的统一指挥协调下，长兴
油 1轮靠妥 306 泊位，消防队组成灭火队登船进行直接灭火。

最后，经消防负责人确认，明火已被扑灭。现场保留两艘拖轮、
一艘海事巡逻艇、一台消防车、两名船员及两名海事值班人员对现
场进行监控。 同时，还进行了燃油泄漏场景的紧急处置，提升海上
防污染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本次演习过程，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
公司内贸船代部，积极配合海事、港口，做好引水、拖轮、船东、
车辆的组织协调工作，第一时间做
好各方信息的传递与反馈。确保了
演习顺利进行。

 在演习中，锦州市海上搜救
中心搜救成员单位共出动参演人
员近 300 人、参演船舶 10 艘、消
防车8辆、救护车1辆。通过演习，
达到了锻炼应急队伍、检验应急预
案、提高应急能力的目的，为处置
类似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提高
锦州市海上搜救应急的实战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 供稿：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

上港船代贯彻落实“进博会”期间船舶安全代理工作



天津港在创新中转型提质

8 月 30 日，浙江海港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在舟山港航国际大厦揭牌成立。该公司是宁波港船务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承接船货代公司的矿石、煤炭等货种全程物流服务，是集团系统内唯一的
散杂货全程物流业务平台。

全程物流是当下物流业的发展趋势，是物流企业未来竞争的重点模式，海港供应链公司成立后可促进
船东资源在全程物流平台上的整合，助推船货代公司转型升级，加快宁波舟山港全程物流业发展。公司自
2017 年开展全程物流业务以来，紧紧依托宁波舟山港平台，与长江沿线钢贸企业和大型航运企业开展紧密
合作，发挥“船 -货”桥梁纽带作用，并通过提供“装卸 +物流”全程打包配送服务，满足客户不同需求，
实现物流“门到门”。今年 1至 8月份，船货代公司共完成全程物流业务量 780 万吨，同比增长 65.25%。

新公司，新征程，让我们共同祝愿它蓬勃发展，进一步提升船货代公司的整体服务能力。
                                                                             ( 供稿：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

浙江海港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位于渤海之滨的天津港，是
世界级人工深水港，是建设中的
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更是距离
首都北京最近的出海口。天津港
年集装箱吞吐量中有 70% 以上来
自京津冀地区。

改革开放 40 年来，天津港
借着改革的春风扬帆出海，先后
创造了多项第一。2001 年，天津
港吞吐量首次超过亿吨，成为我

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大港。最高峰时，2016 年天津港的货物吞吐量
达到 5.5 亿吨，稳居北方第一大港。

然而，连续多年的跨越式发展，也面临不少瓶颈。渤海湾港
口众多，640 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秦皇岛、唐山、天津、黄骅
四大港口。港口太近，腹地重叠，造成了同质化竞争。而另一方
面，天津港散货运输方式落后，仍然以汽车运输为主，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一直困扰着企业发展。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锐钢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面对难题，唯有高质量发展才能破解瓶颈，唯
有创新才能实现天津港转型升级。

加快智慧港口建设步伐
今年 3 月份，天津港制定出台了《天津港“智慧港口”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排出了时间表、路线图。“集装箱码头操作系
统一体化”“云数据中心”“天津港电子商务平台”等重大项目
将成为“智慧港口”重要平台，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商业
智能、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应用将实现智慧港口数据互联互通，
力促天津港由“业务驱动”向“智慧驱动”转变。

近期，由天津港集团研发的“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在天
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和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切换上线
运行。记者在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看到，码头生产作业依然繁忙，
但等待车辆与往日相比少了很多。“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港区内
6 家集装箱码头陆续投入使用，但 3 个不同版本的生产系统不能互
通互联、数据共享，极大地制约了天津港集装箱生产作业整体效
能。”天津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姜嘉旗告诉记者。

新系统提供了解决方案，不仅能快速完成集装箱船舶的智能
配载，还能对区域内各类港口机械进行动态的科学调配，更实现
了生产组织流程的标准化、调度指挥的智能化、资源利用的合理
化和客户服务的便捷化。

在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三楼的远程操控室内，天津五洲国际
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安全技术部机电经理王洪亮向记者讲述了新
系统的优势，“现在所有的操作都是自动完成的，只是在吊装到
最后 3米时，才需要人工干预，主要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目前，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已经有3台轨道桥实现了远程操控，
明年将全面启动自动化改造。改造完成后，一名操作员可以同时
操控六台轨道桥，整个货场作业效率将提高 10% 以上，人员成本
节省 80% 以上。

此外，智能控制、物联网和网上预约集港、空间可视化信息

系统新技术新功能的实际应用，也有效降低了整体运行成本，彰显
出“集装箱码头一体化运营”的集聚效应。

突破瓶颈打造零距离服务
为彻底打通便捷通关的“最后一公里”，天津港围绕客户提出

的个性化需求，认真梳理制约对外服务提升的“瓶颈”。
“天津港集团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于今年 5月底正式上线运行，

是我国沿海港口首个客户呼叫服务中心，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大数据
时代客户对港口服务提出的个性化需求。”天津港集团公司业务部
部长助理任伟告诉记者。

“智慧港口”的提速建设，实现了集装箱码头操作一体化系统
和网上营业厅、集装箱业务受理互联互通。而客户服务中心的挂牌，
形成了资源统一调配下的协同服务，实现了从功能完善到流程优化
的品质提升。客户通过 24 小时电话服务热线，真正感受到不出门、
少跑路、坐等“一对一”专属服务的体验。同时，需求数据更为天
津港开拓货源市场和推出新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持。

为了杜绝服务不同步、不对等和“灯下黑”问题，天津港集
团公司还建立起与客户服务中心相衔接响应的服务体系，大力推行
“首问负责制”，建立专家队伍、知识库，健全专业化、标准化服
务体系，及时解决客户在港口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拓展功能激活新动能
天津港在加强港口与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之时，还在拓

展服务上下功夫，不断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与港口服务的跨界创新，
充分激活协同发力的新动能。

“港口数据中心是数据传输高速公路的心脏。既服务于港口企
业，又连接着政府部门、航运物流公司和广大客户。融合化发展势
在必行。”天津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数据中心主任李岩表示。

天津港目前正在加快构建港口云数据资源服务中心，建设基于
云技术的口岸级数据中心和计算中心，构建信息全面、数据完整的
港航大数据平台，搭建自动智能、成果智享、生态智联、数据智慧
的京津冀港口物流供应链服务平台。

“未来智慧港口的模式，是以港航数据资源融合为核心，在一
个开放的、共享的平台上，把整个物流链上各方甚至物流链之外的
资源整合到这个平台上，让贸易物流更加便利化，创新共享更加生
态化。”天津港集团公司科技信息部李强博士说。

适应和引领港口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
动力。在天津港集团公司2018年项目清单中，高科技平台建设最“闪
亮”：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一体化的“全覆盖”，“云数据中心”
基础设施服务层、平台服务层及数据管理平台建设，“散杂货码头
操作系统一体化”和“智能调度指挥系统”……众多高含金量的科
技项目，实现生产调度、设备管控、环境监测等的集约化、可视化
管理，实现码头、堆场、园区间物流信息的共享与交互，形成更加
便捷高效的港口智慧物流体系和营商环境。

今天的天津港正实现全新升级，“服务便捷、绿色智能、联接
中外”将是新天津港最亮丽的名片。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新起点上，
天津港正在全力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

（供稿：天津港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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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载有 3300 吨首钢冷卷的“宝迪”轮靠泊天津港一二
公司 14段码头，该轮的成功接卸标志着天津港钢材“水上巴士”
内支线首航成功。据悉，由于天津港具备以 FOB( 即装运港船上
交货，也称“离岸价”) 作为贸易形式的南美等远洋航线、韩国
航线优势，部分首钢货源需分流至天津港运输。而天津港启动钢
材“水上巴士”内支线运输项目，正是瞄准了国家运输结构“公
转水”调整和周边港口适配货源需求的趋势，通过内贸装船海运
至天津港再转外贸出口。不仅如此，“水上巴士”项目还是天津
港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部署打出的“先手牌”。
此举不仅降低货物集港运输成本，有效促进了重型柴油车减排，
并且形成货源聚集效应，增强了航线优势。今后，天津港将以首
钢转水首航为契机，后期重点拓展内支航线的延伸服务功能，继
续开发曹妃甸等周边地区钢厂以及辽宁省营口、锦州等市场，不
断扩大货源量。

— 天津港“水上巴士”内支线首航 —

通知提出 5 项主要任务包括 16 项具体措施，一是着力补齐联
运基础设施短板。加快畅通重要航段和重要运输通道，完善联运配
套港口设施，加快解决铁路进港“最后一公里”。二是着力强化联
运服务模式创新。推动形成以南京、武汉、重庆等长江干线主要港
口为核心的铁水联运枢纽。三是着力提升多式联运装备水平。加快
提升码头前沿装卸设备、水平运输车辆、堆场装卸机械等关键设备
的技术水平，提高港口多式联运作业效率和节能环保水平。四是着
力增强联运发展新动能。大力推进航运、港口、铁路企业之间的业
务单证电子化，逐步实现多式联运单证统一。鼓励航运、港口、铁
路企业深化业务合作，探索联运业务“一单制”。大力发展节能环
保船型，稳步推进 LNG 动力船舶、电动船舶推广应用，开展相关技
术和标准研究。五是着力优化联运市场营商环境。充分发挥长江经
济带航运联盟、长江港航物流联盟、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港航联盟作
用，鼓励大型港航企业采用商业模式整合沿江港航资源。

—  宁波港船货代公司全程物流业务增势强劲 —

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试点引领效应，今年 9 月底前，在 5
省市试点的基础上，再确定国家税务总局浙江、江西、湖北、广西、
海南、重庆、陕西、新疆、大连、宁波、厦门、青岛等 12 省区市
税务局作为第二批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单位。税务总局把提高
发票服务效率作为根治办税服务厅拥堵的关键，通知提出今年 10
月底前，试点单位将符合条件的新办企业首次申领发票的时间压
缩至 1 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新办企业首次申领发票即时办
结。为给纳税人创造更好更优的办税体验，通知要求，2018 年底
前，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提供功能更加强大、
办税更加便捷的网上办税服务厅。针对纳税人希望避免“数据反
复填”等方面的需求，通知明确提出，积极推进房地产交易合同
网签备案信息、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此外，通知还要求推进网
上办税系统与企业财务软件对接，开放网上办税系统与企业财务
软件对接接口，推动实现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联网报送，最大
限度压减企业纳税时间。

—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再添 10 项硬举措 —

—  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出台 —

据快报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共完成全程物流业务量780万吨，
同比增长 65.3%，业务发展态势良好。

该公司全程物流业务始于 2017 年。今年以来，在股份公司的大力支持下，该公司固旧拓新，全力
做大全程物流体量，提升市场影响力，积极融入集团东北亚矿石分拨中心建设：维护巨化、新钢、沙钢
等日常客户，巩固市场份额；首次进入马钢、浙能煤电物流体系，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该公
司积极响应股份公司向中西部腹地业务拓展的号召，多次走访川渝陕地区多家钢厂，依托港口资源和宁
波舟山港矿石进江体系，为其制定、优化物流方案，并取得了陕钢、重钢、川威钢业务的突破，推进全
程物流业务向中西部钢厂战略延伸。 

船货代公司精益求精，全力做优各条进江航线。该公司与洋浦通利、宁波商轮、浙江协海等多家
船东形成“战略联盟”，积极探索创新物流模式，以连续航租和合作经营模式锁定了多条运力，保障了
全程物流业务运力需求；通过和长江内码头建立合作关系、派员进入长江内驻点来实现全程物流各节点
的无缝对接，有效增强了客户的粘合度。他们还积极参与 CBOS4.0 全程物流信息系统建设，将港口的货
物流、船舶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资源通过整合实现资源配置更优化、信息共享更及时、全程可视更直
观，推进宁波舟山港“物流港”、“智慧港”建设。

                                                 （供稿：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
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通知中提及，
2018年底前将实现统一申报单证、作业系统、风险研判、指令下达、
现场执法，实现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五年内压缩
一半。同时，力争在 2019 年底前将“单一窗口”功能全部覆盖到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 国务院要求五年内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再压缩 一

— 河北省出台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 —

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出台《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方案》。方案提出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为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提供良好生态支
撑。总体目标：到 2020 年，全省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减少；
PM2.5 平均浓度明显降低 , 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大气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全面完成“十三五”环境空气质量约束性目标，人民群众的
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蓝天保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攻坚方向：冀
中南太行山沿线通道方向。包括：石家庄、保定、邢台、邯郸市和
定州、辛集市 ,属空气质量重点改善区。中东部平原地区通道方向。
包括 : 唐山、廊坊、沧州、衡水四城市群和雄安新区，属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区。北部燕山沿线方向。包括：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市，
属空气质量稳定改善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