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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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沿海主要港口船舶

代理企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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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船舶代理艘次 1家企业环比

为正增长，占 7.69%；12 家企业同比为负增长，占 92.3%；

船舶代理吨位 2 家企业环比为正增长，占 15.39%；11 家企业

同比为负增长，占 84.61%。

从全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上报的业务量数据看，2

月份船舶代理艘次和船舶代理吨位总量与 1 月份统计数据相

比较，均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其中船舶代理艘次比 1 月份减少了 1238 艘次，船舶

代理吨位总量比 1 月份减少了 1226.7 万吨。从分货种统计数据看，2 月份集装箱、

煤炭、原油、金属矿石、钢铁、水泥、汽车、粮食等货种的代理量均比 1 月份有不

同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公转铁”运输结构的调整，对渤海

湾主要煤炭接卸港口的煤炭代理业务冲击还是相当的大，且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

二是随着上海港对煤炭装卸功能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上港

船代正常的煤炭代理，该公司前几个月的煤炭代理量已经出现过逐月减少的态势，

1 月份煤炭代理量竟首次出现了零代理现象；三是 2 月份作业天数本就比平时少了

2 至 3 天，再加上春节长假期间多数钢厂纷纷停工放假，高炉开工率相当低，从而

导致了市场采煤的欲望不强；尽管节后由于水泥、钢厂的复工备货以及沿海六大电

厂日耗量的逐步攀升，煤炭的代理量有所回升，但元宵过后又因市场用电需求回暖

程度不及预期而有所回落。沿海金属铁矿石的代理量也受到春节期间下游工地进入

停工放假状态多、钢材社会库存增多以及运输需求相对疲弱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减

少。

预计 3 月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量会在 2 月份的基础上有所增长。其中港口煤炭

的发运量会随着三月份煤炭拉运计划提前布局相对较早而有所回升；金属铁矿石的

船舶代理量会受全国两会期间相关利好消息的刺激以及后续相关改革政策的陆续出

台等利多因素影响或有小幅增长。

2018 年 3 月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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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520 -146.67 153.7 433.0 -81.72 

2 营口港船货代理有限公司 251 631 -51.39 305.34 720.6 -35.99 

3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34 324 -41.79 187.0 408.0 -18.18 

4 秦皇岛之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111 243 -18.92 492.0 1054.8 -14.39 

5 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75 204 -72.00 43.7 151.8 -147.37 

6 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380 988 -60.00 297.4 775.4 -60.73 

7 日照港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 -- -- -- -- --

8 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170 448 -63.53 251.8 610.4 -42.41 

9 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803 1755 -18.56 995.9 2368.2 -37.80 

10 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134 429 -120.15 293.7 569.4 6.13 

11 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96 220 -29.17 221.2 619.3 -79.95 

12 海南港航货运有限公司 95 270 -84.21 19.3 41.8 -16.58 

13 芜湖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6 124 -21.43 4.6 10.7 -29.53 

14 日照众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5 22 53.33 25.3 45.3 20.95 

合计 2470.0 6178.0 -50.12 3291.0 7808.6 -37.27 

2019 年 2 月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统计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2 月 18 日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
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
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
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规划纲要》指出，要构建现代化的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包括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
建设世界级机场群、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构筑大湾
区快速交通网络和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水平。在构筑大湾
区快速交通网络方面，以连通内地与港澳以及珠江口东
西两岸为重点，构建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等级公
路为主体的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力争实现大湾区主要城
市间 1 小时通达。《规划纲要》就“优化提升信息基础
设施”，提出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成智慧城市
群、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其中涉及，共同推动大湾
区电子支付系统互联互通；增强通信企业服务能力，多
措并举实现通信资费合理下降，推动降低粤港澳手机长
途和漫游费，并积极开展取消粤港澳手机长途和漫游费
的可行性研究，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基础支撑等。

商务部
综合司司长
储士家在 2
月 12日举行
的 2018年商
务工作及运
行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表
示：“目前
看，我国外贸稳定发展仍然具有诸多有利因素。一方面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虽然加大，但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
另一方面国内主动扩大开放，稳外贸政策效应显现、产
业升级加快、企业活力增强等都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1 月，我国货物进出口仍然保持了增长
态势。我们有信心在 2019 年保持外贸稳定增长。”据
介绍，去年，我国对外贸易创历史新高，货物贸易第一
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全年货物进出口 30.5 万亿元，增
长 9.7%；折合 4.6 万亿美元，增长 12.6%，比上年净增
5100 多亿美元，超过 2001 年的进出口总额。从国际比
较看，根据目前掌握的最新数据，去年中国货物贸易的
增速要快于美国、德国、日本等贸易大国和主要经济体
的平均增速。同时，贸易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在国际市
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商品结构、经营主体、贸易方
式等五个方面均实现了优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占比提高到 27.4%，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占比提高
至 15.8%，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高至 58.7%。民营企业
出口占比提升至 48%，持续保持出口第一大经营主体地
位，贸易顺差收窄了 16.2%，我国服务贸易连续五年位
列世界第二，全年进出口 5.2 万亿元，增长了 11.5%，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更加协调，对全球经济贸易
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商务部提出有信心 2019 年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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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港物流协同港口、船东切实加强岁末年初的安全工作

上港船代进出口相关业务人员走访罗矿开启己亥年

为切实加强岁末年初
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
坚决遏制各类事故的发生，
2019 年 2 月 19 日，锦州港
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在锦州港
港区、中电投港区两地协同
港口、船东组织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协助工作，要求在
港船舶各单位、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港口、船东安全生产

工作的精神，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广泛组织动员，强化责任落实，
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忧患意识，超前分析研判，针对岁末年
初公司安全生产形势特点，全面加强安全防范。相关领导要亲
自带队到生产一线开展检查，确保自查活动全覆盖，督查活动
不留死角。

本次检查主要针对船舶弦梯安全配套设施是否齐全、到位，
登轮要求及手续是否规范，船方航行记录是否准确、机舱环境
是否整洁等。通过本次协同检查，进一步提高在港船舶的安全
意识，提升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与宣贯力度，确保生产、安全
两不误。

                   （供稿：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翔安电力航运有限公司来锦州港走访调研

2 月 18 日上午，在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 17 楼大会议室召开了 2019 年宁波舟山
港铁矿石业务经营小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股
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蒋一鹏，股
份公司业务部、北矿司、鼠浪湖公司、舟山港务、
太仓武港、南京明州、铁司、船货代公司领导
及其主要负责人。会上，各单位对 2018 年的工
作进行总结并对 2019 年的主要工作思路作了汇
报。

该公司总经理潘广为就船货代 2018 年全程
物流和大宗散货的发展情况作了汇报，明确了 2019 年要发挥矿石

体系联动优势，做好客户服务工作，推进全程物
流业务做大做强。蒋一鹏副总经理对各单位在
2018 年以及 2019 年 1 月“开门红”取得的成绩
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了 19 年的目标和期望，
对新的一年工作任务进行了分工和部署。蒋一鹏
副总经理对公司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全力以赴开
展全程物流业务，加快长江布局进度，拓宽思路，
深耕长江上游市场；二是加大新市场调研和开发
力度，针对蒙华线、北方市场和河南等中部地区
市场的拓展，争取 VALE 的货运量。

                 （供稿：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为了给己亥新年的公司业务开
个好头，春节假期刚刚结束不久，上
港船代便走访了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罗矿），罗矿总经理助
理顾少宇接待了该公司一行。洽谈会
上双方介绍了去年各自公司的业务情
况以及新一年的业务计划，并且交换
了一些市场信息。最后，双方意见
达成一致，希望新的一年里双方通力
合作，实现互惠互利。会后，罗矿同
事带领该公司走访一行参观了前沿码
头，进出口相关业务人员在对罗矿码
头的现代化操作表示赞叹的同时，也
对前方员工的辛劳表示了由衷敬佩。     
（供稿：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2 月 20 日是正月十五后第
一个工作日。当天上午，上海
翔安电力航运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西明先生率公司商务、船
务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 3 人走
进锦州港老港、中电投港区开
展实地调研，检查慰问该司在
港船舶“上电翔安 6”轮，送
上节日问候和祝福。锦港物流
公司总经理助理滕志宽先生接
待了王西明先生一行。

调研中，王西明一行首先来到锦州港老港区，亲临现场，了解
了港区功能划分及发展定位，听取了船方靠泊中电投码头等情况汇

报，并就在中电投码头承运业务发展等关心的问题同公司领导进行
了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双方就多年长期保持着紧密合作
关系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谈及中电投新港区
的码头能力、作业效率、航道水深及配套服务情况，对此，锦港物
流将全力升级新港区的在港船舶配套服务，为船东、船方提供一流
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协助港方、船东、船方做好各项工作，助力
港航代理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本次调研活动，充分体现了两家公司对新港区业务合作的关心
和重视。锦港物流做为上电翔安在锦州港的船代独家供应商，将充
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快合作步伐，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为两家
的业务发展、合作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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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舟山港召开 2019 年铁矿石业务经营小组会议



在 全 体
员工的不懈努
力下，该公司
喜迎开门红，
与往年同期对
比，船舶代理
量取得了大幅
度增长。

一月份，
在该公司领导对调度中心的指导和帮助下，调度中心各位同仁
通力协作，全力做好新一年的船舶代理工作，特别是计划调度
人员积极协调码头、引航站、船方和货主安排好靠船计划；值
班调度细心跟踪船舶动态，及时通知船舶计划，协调突发状况，
攻坚克难，从而为顺利完成月度的调度服务打好了基础。调度
中心这种周到、专业的代理服务也赢得了船公司的认可和赞誉。

               （供稿：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近日，安徽省推出 8条举措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包括培
育企业主体、做强电商服务平台、鼓励建立营销中心、发展产业
园区等。在培育企业主体方面，安徽省提出，着力培育和引进知
名跨境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对落户安徽省且首个整年度在线交易
额超过 5000 万美元、3000 万美元、1000 万美元的跨境电子商务
龙头企业，分别给予相关支持。与此同时，安徽省鼓励各地建设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建立“众创中心”“本地化服务中心”
等跨境电子商务孵化平台，对经认定的省级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
区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单个园区可达 200 万元。此外，安徽省
还将对在境内外设立跨境电商线下体验店给予支持；对邮政、快
递等跨境物流企业，以及建设和租赁公共海外仓和网购保税进口
仓的跨境电商企业给予支持。

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船货代喜迎新年开门红 锦港物流协同港口、船东切实加强岁末年初的安全工作

日前，“罗伯特”轮
11.62 万吨白锰矿在天津港
集团所属的码头公司落地并
在天津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完
成装箱后用火运方式发往宁
夏平罗火车站。这是该码头
公司接卸的矿石首次装箱大
批量通过铁路运输方式向外
疏运，也标志着该公司“散
转集”“公转铁”工作取得标志性进展。

据悉，该业务的开通，可形成两地间重车往返绿色运输，锰、
铬等矿装箱通过铁路运至宁夏平罗站后，火车随即配载煤炭装
箱返回天津港，真正实现了两地之间铁路货物运输“重去重回”，
解决了以往汽车运输中存在的环保问题，保证了货物运输时效
性，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观。

                    ( 供稿：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 安徽推出 8 条举措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

— 日照港发力打造供应链港口 —

2 月 15 日，日照港在临沂举办客户座谈会，答谢临沂各界
对日照港发展的大力支持，并就下一步开展合作进行恳谈，共
谋未来发展。会上，日照港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回顾了去年日照、
临沂两市全面开展合作以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各项成果，
详细介绍了今年日照港集团聚焦打造供应链港口、提升系统效
率、增进项目合作力度、加快集装箱业务发展等方面的打算，
观看了日照港服务临沂发展专题宣传片；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
限公司等三家公司作了业务推介，与会人员结合本单位实际，
就港口装卸、货物储存、业务办理、集成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货物集疏运条件等方面需求进行了深入交流。据了解，去年日
照港集团制定服务临沂客户的“十项承诺”，全面落实六大领
域、24 个具体合作项目后取得了可喜的效果。经日照港的临沂
地区集装箱量增长 25%，外贸集装箱增长 200%。镍矿吞吐量由
450 万吨增至 744 万吨，木材作业量由 351 万立方米增至 438 万
立方米。日照港全年完成吞吐量 3.8 亿吨，全国沿海港口吞吐
量排名升至第七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 2019 年集装箱船市场依然稳固 —

随着主要班轮公司对超大型集装箱船的需求下降，集运行
业的供需平衡状况也将得到改善。除了新增支线集装箱船之外，
其他班轮公司对现代商船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订单没有反应，不
过，该指数预计仍将低于100这一重要关口，表明市场供应趋紧，
但供应仍然过剩。供应方面的这些调整将足以缓冲需求增长放
缓带来的冲击，并将有助于提高运费率和利润。疲软的全球宏
观经济驱动因素导致 2019 年港口吞吐量预测下调至 4% 左右，
但这种疲软的趋势应当能够通过供应方面的变化来缓解，以更
好地平衡市场。去年是集运行业最不可预测的一年，今年的情
况也可能同样不稳定，而且中美贸易战和新的燃料法规问题仍
然笼罩着集运行业。然而，尽管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困扰，但今
年市场仍是稳固的一年。

— 海南将推动成立港航合资公司 —

日前，在海南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专题记者会上，海南省
交通运输厅表示，2019 年，海南省将继续推进港口资源整合，
融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全力推动海南省港航合资公司
成立，并作为省级平台推动港口资源整合。海南省将以海口、
洋浦为“双核”驱动，提升现有集装箱运输能力，同步扩建小
铲滩码头，加快建设马村港区，补齐海南省港航发展短板，促
进航运要素集聚，将洋浦港打造成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国
际枢纽港，将海口港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门户港，进一步提高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此
外，海南省还将进一步推动中远海运集团适时增开海南至东南
亚、南亚的航线；开通新加坡中转至干线大船的路径，逐步构
建覆盖东北亚、北美、中南美的服务网络，加快补齐水运短板，
逐步提升我省海运通达全球能力。据了解，港口方面，目前已
海南省形成“四方五港
多港点”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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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宁波舟山港开通了首条外贸滚装航线。据了解，此
次出口的车型宝腾 X70，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战略入股马来西亚
汽车品牌宝腾后推出的首款新车。这批总计 2300 辆的吉利汽车出
口地，也正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马来西亚。
承一年一度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负责人会议担该滚装出口业务
的梅山港区梅西滚装码头，位于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
区。该码头依托宁波舟山港平台优势，抓住“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贸易发展的机遇，已多次完成沙特、埃及、古巴、马来
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外贸滚装汽车出口业务，以及非洲多国的渔船
整船出口业务，服务于国内出口制造企业，大通道作用日益明显。
下一步，还有望实现外贸滚装业务班轮化。

1 月 17 日 , 威海—仁川打造东北亚物流中心谅解备忘录签约仪
式在威海举行 ,这标志着中韩两国将首次实现海空港联动多式联运 ,
共同打造中韩及世界各国货物通过威海、仁川转至日本、欧美乃至
全球的双向物流黄金通道。“四港联动”采取整车运输 , 以从威海
起始为例 , 中方车辆在威海机场集货报关 , 然后运至威海港 , 将车
辆开到威海—仁川的客滚船上 ,经过海运到仁川港后不用报关通关 ,
车辆直接开往仁川机场 , 在仁川机场通关卸货 , 再分拨转至世界其
他国家。反向也是同样的流程。威海市商务局表示 , 协议签署后 ,
威海与仁川将建立起中韩双方工作小组 , 完善工作实施方案 , 与仁
川开展业务试运行 , 丰富中韩多式联运内涵 , 进一步探讨两地开展
口岸间的“三互”大通关建设 , 建立口岸合作机制 , 并探索多式联
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逐步扩展至韩国其他港口。

2 月 14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山东
会堂开幕。省长龚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山东要高标准推进
海洋强省建设，海洋强省建设十大行动要全面提速，以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报告中还提到，政府正在研究制定山东省港
口集团的组建方案，旨在坚持港口发展一体化、装备智能化、业
态高端化和港城发展协同化，推进山东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报告
指出，山东将大力发展金融保险、船舶租赁、电商服务等高端航
运服务业，积极推进物流贸易港建设。建设疏港公路、铁路、管道，
完善海河、海公、海铁等多式联运体系，推动成立全省多式联运
发展企业联盟等新兴产业。

1 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了开门红，为全年稳外贸开了好
头。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73 万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了 8.7%。其中出口 1.5 万亿元，增长了 13.9%，进
口 1.23 万亿元，增长了 2.9%，贸易顺差 2711.6 亿元，扩大 1.2倍。
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1 月份，我国出口汽车增长 36.4%，医疗仪
器及器械出口增长25%。在进口方面，部分重要设备和关键零部件、
优质消费品进口较快增长，其中，数控机床进口增长 13.2%，水海
产品进口增长 73.6%。

— 中韩将实现海空港联动多式联运  —

— 山东省港口整合步伐加快烟台港整合方案初版已形成 —

— 宁波舟山港开通首条外贸滚装航线 —

— 今年山东将要组建港口集团 —

世界贸易组织 (WTO) 预计今年的贸易增长将放缓。根据世
界贸易组织 2 月 19 日发布的最新世界贸易展望指标，这一弱点
可能延续到 2019 年第一季度。最新的 WTOI 读数为 96.3，是自
2010 年 3 月以来的最低点，低于该指数的基线值 100，表明第一
季度的趋势低于趋势。整体指数疲弱的原因是出口订单(95.3)，
国际空运 (96.8)，汽车生产和销售 (92.5)，电子元件 (88.7)
和农业原材料 (94.3) 急剧下降。只有集装箱港口吞吐量指数在
100.3 时保持相对活跃，呈现出趋势性增长。在预期的中美关税
之前进口货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集装箱运输，而德国汽车
行业的技术问题可能导致汽车生产和销售疲软。世贸组织警告
说，贸易增长势头的持续下降凸显了减少贸易紧张局势的紧迫
性，加上持续的政治风险和金融波动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经济衰
退。去年 9月，由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和信贷市场紧缩，世界贸
易组织降低了贸易预测。目前预测贸易增长将从 2018 年预期的
3.9% 降至 2019 年的 3.7%，但如果贸易条件继续恶化，这些估计
可能会向下修正。

— 世界贸易组织 (WTO) 预计今年的贸易增长将放缓  —

根据山东省政府“三步走”计划：首先是由山东高速整合东
营港、潍坊港、滨州港，组建渤海湾港口集团。第二步是以青岛
港为平台整合威海港，形成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渤海湾港
四大集团的格局。第三步就是适时组建山东港口投资控股集团公
司，统筹全省港口发展。根据山东省港口整合态势看，第一步已
经完成。2018 年 3 月，由山东高速集团控股的山东渤海湾港口集
团正式成立，滨州港、东营港和潍坊港的整合大幕就此拉开。根
据此前分析，整合进入第二阶段时，以青岛港为平台整合威海港
这一方案还未对外公开披露。如果说青岛港整合威海港是“难啃
的骨头”的话，烟台市整合区域港口资源似乎更易操作。2018年，

烟台港集团完成货物吞吐量 3.16 亿吨，烟台全市完成货物吞吐量
4.54亿吨，前者占比70%。还处于未“收编”状态的是中海莱州港、
朱旺港、南山屺坶岛港等。还有菲律宾最大的码头运营商 ICTSI 
占比 51% 的烟台国际集装箱码头。这也就意味着，烟台港要想顺
利完成港口整合，形成合力，就需要解决目前外资、央企、民企
等各方“诸侯势力”。据悉，烟台港口整合方案初版已经出炉，
涉及各方利益博弈，方案还需要等待最终确认。未来要形成青岛港、
日照港、烟台港、渤海湾港四大集团的格局，也就意味着需要四
方完成各自“领地”的整合。

— 1 月份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8.7% —

2 月 19 日下午 15：30，来自英国、装载着 1296 个汽车散热
器的 2 个 40 尺集装箱顺利运抵太仓港，计划用集装箱班轮发往
日本门司港，由此，苏州中欧班列与太仓港海铁联运过境通道顺
利开通，此举标志着苏州国际运输多式联运进入新阶段。这批汽
车散热器由日产汽车英国分公司 (NISSAN MOTOR) 生产，货物总
重量 4308kg，货值 74536.76 美元。今年 1 月 30 日，这批货物
搭乘中欧班列“苏满欧”从德国杜伊斯堡港出发，历经 18 天铁
路运输后，于 2 月 16 日抵达江苏 ( 苏州 ) 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今天 13：00 左右，这批货物通过公路运输转运至太仓港，计划
于本周六 2 月 23 日启程，航程约 560 海里，预计 2 月 26 日前后
可以抵达目的地即日本门司港。作为苏州国际铁路物流通道和海
运通道的两大物流节点，太仓港和国际铁路物流中心此次相向延
伸，形成了优势互通。在此基础上，今后将加快形成辐射苏南地
区、扬子江城市群，衔接上海洋山港，面向欧美、日韩、东南亚
的区域集装箱多式联运中心，进一步提升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空间和质效。

— 苏州中欧班列与太仓港海铁联运过境通道开通 —

日前，青岛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完成了基于 5G 连接的自动岸
桥吊车的控制操作，实现了通过无线网络抓取和运输集装箱。这是
全球首例在实际生产环境下的 5G 远程吊车操作，将推动青岛港在
全球自动化码头中继续保持领军地位。由青岛港集团、中国联通、
振华重工和爱立信四方共同参与的本次试验，成功实现了毫秒级延
时的工业控制信号和高于三十路高清摄像头视频数据在 5G 网络的
混合承载，支持实际生产中对自动岸桥吊车的无线控制和视频回传，
性能表现稳定。试验实地验证了 5G 网络在智慧港口场景中的应用
及多项关键技术，对5G网络在智慧码头的部署可行性进行全面评估。
5G 技术所具备的低时延、高带宽、大容量特性，为港口解决好自动
化设备的通讯问题提供了全新方案，为青岛港建设世界一流的“智
慧港口”注入新动力。

— 青岛港完成全球首例 5G 智慧码头方案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