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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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的各类统计数据显示（日照港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因

故未报），12 月份中，船舶代理艘次有 5 家企业环比为正增长，占

38.47%；8 家企业同比为负增长，占 61.53%；船舶代理吨位也是 5 家

企业环比为正增长，占 38.47%；8家企业同比为负增长，占 61.53%。

从全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上报的业务量数据看，12 月份

船舶代理艘次和船舶代理吨位总量与 11 月份统计数据相比较均有小幅的下降，其

中船舶代理艘次比 11 月份减少了 271 艘次，船舶代理吨位总量比 11 月份减少了

329.02 万吨；从分货种统计数据看，12 月份集装箱、煤炭、原油、水泥、汽车等

货种的代理量比 11 月份略有下降，金属矿石、钢铁、粮食等货种的代理量比 11 月

份有小幅增长。主要原因有以下四方面：一是渤海湾主要煤炭接卸港口的煤炭代理

量继续受到“公转铁”结构调整影响，本月中除天津港有微幅增长外，秦皇岛等港

的煤炭代理量又出现降落现象；二是受制于各环节煤炭高库存、下游观望情绪浓厚、

市场运价上涨乏力等因素影响，整个 12 月份沿海煤炭运输市场“旺季不旺”的特

征十分明显，好在 12 月份中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雨雪天气，因此市场取暖的

需求明显提升，引发了电厂机组开工率的持续升高和耗煤量的增加，电厂补库的愿

望较前期有所提升；三是随着北方一些港口因天气原因的封航，也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船舶周转的明显放缓；四是下半月随着天气的好转和气温的回升，引发了短时

间内下游企业的观望情绪加重，市场采购需求的积极性也相对不是很高。受以上因

素影响，12 月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企业煤炭的代理量与 11 月相比较略有下降。沿

海金属铁矿石的代理量尽管受到环保、季节性等因素影响，但 12 月份的总量还能

在 11 月份总量基础上略有增长已实属不易。

预计 1 月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的业务量基本上还会保持 12 月份的水平。其中

沿海港口的煤炭代理量还会受到“公转铁”结构调整、运输市场需求整体偏弱等因

素影响而难有明显的回升；近期钢价的由涨转跌以及市场成交收缩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沿海港口钢材和铁矿石代理量的增长。

2018 年 3 月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统计

新年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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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4772 13.89 279.5 3256.2 -2.61 

2 营口港船货代理有限公司 263 3614 -67.68 394.03 3923.2 -22.56 

3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44 1640 -41.67 221.0 2164.1 -39.37 

4 秦皇岛之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151 3828 -9.93 614.0 14872.0 -35.02 

5 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37 3529 -18.25 146.2 3754.3 -0.27 

6 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503 7785 -8.95 410.0 5476.0 -9.02 

7 日照港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 492 -- -- 487.5 --

8 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267 3193 0.75 344.9 3984.9 0.91 

9 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870 10475 -3.10 1220.7 14701.0 2.23 

10 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297 3388 19.19 166.2 2598.8 -8.06 

11 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61 1523 23.60 384.6 3451.0 34.14 

12 海南港航货运有限公司 223 2733 -14.80 53.2 558.9 20.11 

13 芜湖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64 687 -6.25 3.9 43.1 -6.17 

14 日照众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2 183 41.67 24.3 234.0 11.93

合计 3560.0 47842.0 -7.30 4262.6 59505.0 -7.42 

2018 年 12 月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统计

2018 年分会信息报道工作落实情况反馈

在过去的一年中，分会的信息报道工作在大家的共
同支持和努力下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全年共收到各类
信息稿件 91 篇，比 2017 年增加了 20 篇，为各会员单
位间相互学习、增进了解、共同提高提供了信息上的支
持和保障，衷心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分会的信息工作能
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配合，大家齐心协力把分会的《信
息交流》这份刊物，在原有的基础上越办越好。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
              值此 2019 年元旦来临及春节将至
           之际， 我们谨代表中国港口协会水路
        运输服务分会，向所有在过去一年中关心、
      支持及帮助过我们的各会员单位领导和同行
     们致以新年最诚挚的问候。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回顾刚刚走过的2018 年，

我们分会在中国港口协会的关心指导下，在全体全员单
位的共同努力下，较好地应对了整个船货代市场日趋竞
争激烈的态势以及船货代市场逐步放开所带来的严峻挑
战，牢牢地抓住新变化、适应新特点，努力在困境中找
机遇，在转型中求发展，在自强中寻突破，保证了各会
员单位经营效益的稳中求进，也促进了分会自身建设的
同步提高，分会的服务功能进一步体现，自身的凝聚力
进一步提升、会员单位间的沟通联络更加紧密，桥梁纽
带作用和凝聚力更加显现，这些成绩离不开各会员单位
的共同努力，在此分会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千帆竞发东风劲，百舸争流奋楫先。展望2019年，
来自外部的挑战依然严峻，特别是港口代理业务增速的
放缓、市场规范化要求的提高、竞争模式的多样化呈现
以及自身功能结构的调整优化等难题都需要我们分会上
下为之共同努力去化解。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面推动
本行业及各自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已任，加强行业自律、
完善自身管理、提升服务能级、促进规范发展，为把分
会打造成沿海港口船货代企业的温馨之家而作出新的贡
献。

      最后，向各位领导拜个早年！衷心祝愿大家 
 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猪年吉祥！也
 衷心祝愿各会员单位在新的一年中生意兴隆、蒸
 蒸日上！
              中国港口协会水路运输服务分会
                     2019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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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港物流船代迎接浙海海运领导来港参观检查

上港船代组织进出口业务人员年底实地走访客户

日前，浙江省海运集团
浙海海运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梁
锋先生等一行 3 人来到锦州港
进行参观走访。锦州物流公司
相关人员为到访客人介绍了锦
州港粮食班轮航线运行状态与
发展趋势；期间，到访客人对
其在港所属管理船舶“中昌欣
盛”“中昌和盛”轮进行检查
与工作指导。为双方进一步加
深合作，提速增效，实现双赢进行了热烈交流。

                     （供稿：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港船货代公司开启国内首条双层集装箱海铁联运班列

12 月 14 日，天津港集团、厦门港务控股
集团、中谷物流在厦门共同签署“两港一航”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打造南北内贸集装
箱海运精品航线。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褚斌出席签约活动，总经济师王洪海代表集
团公司签字。

根据协议，三方将本着“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的发展思路，在“两港一航”业务
上进行深入合作，共同搭建天津港和厦门港
运输及贸易通道，提升竞争力，促进共同增
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在内贸集装箱业务发展方面，推动天津港、
厦门港互为区域物流核心节点实现航线网络融合，打造“天津—
厦门”内贸集装箱海运精品航线，逐步提高航次密度。在优化集
疏运体系方面，推动各种集疏运方式与“精品航线”对接，重点
拓展海铁联运业务，促进华北、东南地区海运货物流通和贸易往

来，实现区域经济互补。在拓展区域供应链
业务方面，聚焦煤炭、粮食、矿建材料等大
宗商品的项目合作，推进三方在运输、仓储、
堆场及监管、分拨配送等业务上的资源互利
和优势共享，并积极探索在内贸拼箱、港口
物流园区、大数据、电子商务等多领域的深
层合作。

据了解，作为全球集装箱运力规模排名
第 15 位和国内集装箱运力规模排名第三位的
航运企业，中谷物流自 2006 年 5 月在天津港

首次经营内贸集装箱航线以来，逐步从小做大，特别是 2012-2017
年均增幅达到 48%，今年前 11 个月更是实现了百万标准箱的历史
性突破，其中“天津—厦门”航线运量达到 40 万标准箱以上，为
天津港内贸集装箱运输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供稿：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为更好地服务好客户，
努力完成公司新一年的业务目
标，上港船代组织负责进出口
业务的相关业务人员于近日相
继对福建省驻沪办事处航运营
业部和上海浙航船务有限公司
等客户进行了走访。

在走访中，客户单位纷纷
肯定了该公司的优质服务：一
是服务态度好，服务意识强，
工作很有耐心和责任心；二是
出现任何船舶信息的变动，能
及时更改动态，为船舶的及时

停靠提供有力保障，客户表示很放心。两家客户单位表示会全
力支持新一年该公司的工作，并与该公司达成了在新的一年里
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共识。

                    （供稿：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12 月 18 日 上 午
9 时许 , 一列搭载着
67TEU 标准箱货物的双
层集装箱列车在嘹亮
的汽笛声中缓缓驶出
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
港站，标志着国内首条
双层集装箱海铁联运
班列——宁波舟山港
至绍兴双层集装箱班

列成功首发。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优质的服务、可靠的
信誉以及稳定的循环班列，成为上海路局海铁联运首个双层集装箱
试点，标志着宁波北仑-绍兴皋埠铁路具备了运输双层集装箱的能力。

双层集装箱列车使用承载能力更强的专用车底，每节车厢可搭
载 1 个 40 英尺集装箱和 2 个 20 英尺集装箱，相较普通的单层货运

列车，运量可提高 30% 以上，并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因双层集装箱
列车对运载线路有较高要求，目前仅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少数国家运营。

为了确保此次双层集装箱海铁联运班列的成功开行，在宁波舟
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导下，船货代公司积极配合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针对宁波舟山港至绍兴的铁路运输实际情况，开展运载线路
技术改造，并制定了详细的运输组织方案，成功解决了制约双层集
装箱运输的多个业务难题。

宁波舟山港至绍兴双层集装箱班列开行后，将有效提升宁波至
绍兴的铁路货运能力和效率，进一步降低绍兴周边地区进出口货物
的运输成本，缓解货物运输导致的道路拥堵现现象，促进宁波舟山
港腹地经济的发展。

                  （供稿：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携手打造“两港一航”内贸集装箱海运精品航线 天津港 厦门港 中谷物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天津港集团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大力推进集装箱“北上南进”
战略，不断做优做强枢纽港功能，主动服务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12 月 4 日 17 时，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公司“华鑫 888”轮停靠联
盟国际集装箱码头，以此为标志，“天津—潍坊”环渤海内支
线开通运营，天津港由此打通了至山东地区的首条直航航线。

“天津—潍坊”环渤海内支线一周两班运营，预计每月可
为天津港增加约 4000TEU 箱量，后期还将继续投入运力，扩大
运营规模。首班来港的“华鑫 888”轮船长 132 米，额定载箱量
570TEU，具备内外贸同船资质，可承运内外贸货物；本航次靠
泊联盟国际集装箱码头卸箱
270TEU，移泊太平洋国际集
装码头装箱 208TEU。

据了解，该航线开通后，
天津港将凭借着丰富的航线
资源，进一步织密环渤海内
支线网络，形成干线与支线
紧密联动的海运协同新体系，
进一步助力天津北方国际航
运核心区建设。

                    （供稿：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公告显示，广州港与
中山市中航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合同》，
收购其所持有的中山港航
集团 52.51% 股份，合同转
让价为 5.038 亿元。据悉，
此次的拟购标的中山港航
集团成立于 2000 年，法定
代表人为张华江，注册资

本 1 亿元，公司主营业务为水路运输业务、货运经营、货运代理
及仓储、港口货物装卸、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起重机械维修等。
股权结构显示，中航投资持有中山港航集团 62.51% 股份，中山市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山港航集团 37.49% 的股份。财

务数据显示，在 2017 年以及 2018 年上半年中山港航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分别约为 6.93 亿元、3.94 亿元 ; 当期对应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8360.71 万元、4574.63 万元。而广州港的主要经营业务包括集装
箱、煤炭、粮食、钢材、汽车、金属矿石、油品等货物的装卸及物
流等业务，主营业务较为突出，其中港口装卸业务是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对于此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广
州港表示，中山市制造业发达，是珠三角外贸集装箱的主要生成地
之一，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中山港航集团 52.51% 股权，
中山港航集团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公司收购中山港航集团
的股份，有利于现有物流资源及网络资源整合利用，充分发挥规模
效应，提升公司经济效益。财务数据显示，在今年前三季度广州港
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7.18
亿元，同比上涨 27.54%。

— 广州港拟购中山港航集团 52.51% 股权 —

12 月 26 日，浙江新一海海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恒敏一行来
锦州港拜访。锦州港营运中心、锦州港物流公司相关人员参加
了陪同与接待。

浙江新一海海运有限公司前身为舟山一海海运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56 年 6 月，于 2015 年 5 月正式更名为浙江新一海海
运有限公司，隶属于舟山交通投资集团，是浙江舟山市最大地
方航运国企，该公司自有船舶 26 艘次，总运力达到 83 万吨。
这次来访，双方都从更好地致力于延伸物流链，提供优质、高
效的服务高度出发，就下阶段进一步拓展粮食长江、茂名航线
以及开展煤炭、化工品
海运业务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沟通和交流。

锦州港物流公司自
2015 年末开始，与其在
长江航线散粮订舱业务
上开展合作，今年运行
13 个航次近 30 万吨海
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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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一海海运有限公司来锦州港洽谈港航合作

锦州港总裁随锦州代表团赴俄罗斯开展经贸洽谈活动

为推动锦州市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近日，锦州港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刘辉先生
作为锦州市代表团成员
赴俄罗斯开展经贸洽谈
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与中诚通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签约仪式在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隆重举行。中诚通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是我国央企在境外商贸类投资最大的公司，深耕中俄
发展 20 年，拥有雄厚的政府资源和中俄产业运营经验。锦州港作
为中蒙俄新通道，从 2017 年 5月迄今，已开通三条中欧海铁班列，
特别是 2018 年 4 月 19 日开通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满洲里—锦
州港—广州中欧过境海铁班列，已成为中欧班列中的又一新品牌，
并以每周 1 列的频次运行，实现运行常态化。锦州港与中诚通签
署合作协议，将为锦州港外向型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新突破。

此次出访活动，推动了“中蒙俄海铁运输通道（辽蒙欧）”建设，
增进了锦州市、锦州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节点城市的
了解和友谊，为港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开创了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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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潍坊”集装箱班轮新航线开通 

天津港环渤海内支线“北上南进” 打造海运协同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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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
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通知明确，要进一步减少社会资本市
场准入限制，2018年底前修订并全面实施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推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抓紧研究提出进一步降
低企业税负的具体方案。抓紧制定出台降低社保费率的具体实施
办法。通知指出，我国营商环境仍存在一些短板和突出问题，企
业负担仍需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待缓解，投资和贸易
便利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亟须围绕破解企业投资生产经营
中的“堵点”、“痛点”，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和竞争力。通知要求，进一步减少社
会资本市场准入限制。2018 年底前修订并全面实施新版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尽快在民航、铁路、公路、
油气、电信等领域，落实一批高质量的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消除在招投标过程中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设置的各类不合理限制和
壁垒。

12月 2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与交通运输部共同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发改经贸〔2018〕1886 号文提出，到 2020 年，
通过优化整合、功能提升，布局建设 30 个左右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现代化运作水平较高、互联衔接紧密的国家物流枢纽。到 2025 年，布局
建设 150 个左右国家物流枢纽，枢纽间的分工协作和对接机制更加完善，社会物流运行效率大幅提高，基本形成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的现
代化物流运行体系。推动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下降至 12% 左右。在类型上，国家物流枢纽分为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
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等 6 种类型。依据区域经济总量、产业空间布局、基础设施联通度和人口分布等，统筹考虑国家重大战
略实施、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需要，结合“十纵十横”交通运输通道和国内物流大通道基本格局，选择 127 个具备一定基础
条件的城市作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规划建设 212 个国家物流枢纽，包括 41 个陆港型、30 个港口型、23 个空港型、47 个生产服务型、
55 个商贸服务型和 16 个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其中，港口型是依托沿海、内河港口，对接国内国际航线和港口集疏运网络，实现水
陆联运、水水中转有机衔接，主要为港口腹地及其辐射区域提供货物集散、国际中转、转口贸易、保税监管等物流服务和其他增值服务。

在刚结束的“共抓长江大保护推动宜昌水运绿色发展”新闻
发布会上，相关媒体宣布在 2019 年，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将
以多式联运发展为突破口，积极完善港口配套建设，争取开工建
设枝城港、姚家港铁水联运码头和白洋港疏港专用铁路。据介绍，
2019年期间，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将继续加快核心港口建设，
完成茅坪二期集装箱泊位改造和白洋港商品车功能调整，确保茅
坪和白洋翻坝组合港全面具备商品车、集装箱、滚装作业能力 ;
积极培育示范线路，争取云池港集装箱铁水联运项目纳入全省多
式联运示范工程，全市新开通多式联运线路 3 条以上；完善港口
配套建设，争取开工建设白洋港疏港专用铁路、枝城港和姚家港
铁水联运码头。两联运码头，将依托铁路、公路、长江水运及辐
射地区的内河水系、公路网络连在一起，达到东西贯通、南北对
流、干支相通、陆水相连、江海直达，成为长江中上游货物水陆
中转运输发达，延伸服务功能齐全的多功能、综合型、全方位的
大型枢纽港口。届时，为客户提供港口、铁路装卸、水陆货物运输、
仓储、船舶代理、货运代理及危险品的装卸等各方面的服务。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国将自明年 1 月 1 日起，调整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上限，
扩大清单范围。据财政部关税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税收政策的调整，
将年度交易限值由每人每年 20000 元提高至 26000 元，今后随居民收
入提高相机调高。将单次交易限值提高至 5000 元，同时明确完税价
格超过单次交易限值但低于年度交易限值，且订单下仅一件商品时，
可以自跨境电商零售渠道进口，按照货物税率全额征收关税和进口环
节增值税、消费税，交易额计入年度交易总额。明确已经购买的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销售。这位负责人说，商品

清单的调整，将部分近年来消费需求比较旺盛的商品纳入清单商品范
围，增加了葡萄汽酒、麦芽酿造的啤酒、健身器材等 63个税目商品；
根据税则税目调整情况，对前两批清单进行了技术性调整和更新，调
整后的清单共 1321 个税目。据介绍，上述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促
进跨境电商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有利于给国
内相关企业引入适度竞争，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动能增长；
有利于增加境外优质消费品的进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有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 两部委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  —

— 国务院办公厅正抓紧研究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的具体方案 —

— 我国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 —

— 明年宜昌将新建两个铁水联运码头 —

近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等 23 个部门联合制定印发《江苏省进一步推进多式联运发展实施方案》，首次针对江苏省多式联运发
展进行联合部署，明确到 2020 年初步形成现代多式联运体系架构，多式联运网络、枢纽、装备建设取得进展，多式联运标准、规则、
制度、信息等方面取得突破，形成一批具有国内外全程组织能力的多式联运经营主体，为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和“强富美高”新
江苏建设发挥先行引导和有力支撑作用。方案提出，至 2020 年，江苏省将实现多式联运系统设施更加完善、标准规则初步形成、技
术模式实现创新、企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和综合效益初步显现五大目标：基本建成多式联运基础设施网络，实现多式联运集聚发展 ; 出
台多式联运地方性运输规则，各运输方式、业务类型经营主体服务规则衔接不断优化 ; 集装箱班轮等先进运输组织形式广泛应用，铁
水联运等联运产品更加丰富，装备标准化水平显著提升，内河船型标准化率达 55%; 建成一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形成一批多式联运
品牌线路，多式联运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 江海河联运承担沿江港口 70% 以上货物集散，集装箱多式联运量年均增长超过 5%，社会物
流总费用占 GDP 降至 14% 以下。

— 江苏省进一步推进多式联运发展实施方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