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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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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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代理艘次8家企业同比为正增长，

占 61.54%；5 家企业同比为负增长，占 38.46%；船舶代理吨

位7家企业同比为正增长，占53.85%；6家企业同比为负增长，

占 46.15%。

从全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企业 4 月份上报的业务量数据

看，船舶代理艘次比 3 月份减少了 248 艘次，环比下降 7.29%；而船舶代理吨位

总量比 3 月份增加了 171.4 万吨，环比上升 4.05%。从分货种统计数据看，4 月

份金属矿石、钢铁等货种的代理量基本维持在 3 月份的水平；集装箱、原油、汽

车的代理量比 3 月份略有微降；煤炭、水泥、粮食等货种的代理量比 3 月份有不

同程度的增长。主要原因：一是随着交通运输部对秦皇岛港煤炭运输功能的定调，

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的围绕“三到五年内秦港煤码头将实施搬迁”报道风波也暂时

宣告一段落，该港煤炭运输和代理量也恢复或接近到了正常的水平。二是随着气

温的逐步回暖，导致一段时间内市场用电需求的下降；北方的大雾又使多处港口

不同程度的封航，在短时间内一度影响到港口煤炭的代理量。三是受各地基建需

求上升的影响，国内建材市场的行情火爆，触发了石料、钢材等原材料运输代理

量的回升。四是在产量增加的背景下，社会钢材库存持续下降，钢材需求依旧处

于高位，加上现阶段钢厂有一定的补库需求，市场整体铁矿石发运需求相对比较

稳定。五是由于近期市场的钢价整体上涨比较明显，引发了钢厂的产能得到进一

步释放，不少钢厂的高炉开工率出现了季节性走高的可喜态势。

预计 5 月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量会在 4 月份基础上有小幅的增量。其中港口

煤炭的发运量可能会随大秦线恢复正常的运输、电厂设备检修的结束、环渤海港

口近期供需两旺的行情以及沿海电厂增补库存引发的船舶运力增加等因素而有所

增长；而钢材和铁矿石的港口代理量基本维持 4月份量的可能性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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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1315 8.89 308.6 994.5 18.05 

2 营口港船货代理有限公司 309 1226 7.44 303.3 1298.5 9.46 

3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61 618 17.39 212.0 785.0 22.17 

4 秦皇岛之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143 497 22.38 626.5 2183.7 19.81 

5 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18 452 -10.17 94.4 346.2 -5.93 

6 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547 2004 14.26 404.3 1533.7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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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983 -13.15 354.2 1350.5 -8.95 

9 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806 3759 -48.64 1276.2 5043.2 -9.61 

10 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227 941 -25.55 241.7 1007.4 18.78 

11 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45 507 2.07 375.0 1375.0 -1.53 

12 海南港航货运有限公司 202 635 19.31 16.8 90.5 -89.88 

13 芜湖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68 250 14.71 6.4 23.5 -0.63 

14 日照众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9 43 -33.33 17.7 79.6 6.21 

合计 3402.0 13230.0 -7.29 4237.0 16111.2 4.05 

2019 年 4 月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统计

中国港口协会就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近日，中国港口协会向
全体会员单位下发《全国港
口行业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倡
议》通知，就认真贯彻落实
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促进贸易便利化，助力
实体经济发展，向全国港口
行业发出如下五项倡议：一
是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依法合规开展各类经营活
动，努力维护公平竞争、开
放有序的港口市场环境；二

是认真执行 《港口收费计费办法》，落实价格公示制度，
确保价格公开、透明；三是进一步加快推进港口智慧物
流平台建设，提升口岸服务效率，通过单证电子化，优
化服务流程，减少中间环节等措施，降低外贸企业综合
成本；四是进一步加强内部管控，运用新技术新手段降
本增效，通过创新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努力降低口岸
综合成本；五是继续认真配合政府部门对港口经营市场
和价格的监督、管理与指导，积极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

中国港口协会同时表示：在全方位开放的新时代，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助力实体经济发
展已成为中国港口行业的共同使命，中国港口协会将竭
力搭建政府、企业、社会的沟通渠道，愿同全国港口行
业一道，促进我们港口行业和港口企业高质量发展，为
建设世界一流强港，做出
应有的贡献。

4月18日，
交通运输部部
长李小鹏主持
召开运输结构
调整工作组第
三次会议，总
结 2018 年 工
作，研究部署
今年各项重点
工作。李小鹏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鼓
足干劲、再接再厉，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运输结构
调整不断取得新成效，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为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更好服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
好先行。李小鹏要求，要扎实做好 2019 年运输结构调
整各项工作。一要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工作组各成员单
位要加强协调配合，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沟通，充分调
动铁路、港口、煤炭、钢铁等重点企业积极性，加快形
成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工作格局。二要明
确目标任务，细化实化重点任务落实。提高政治站位，
认真落实“一市一策、一港一策、一企一策”要求，加
大工作推进力度，确保《行动计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都能有落实、可考核。三要切实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创新投融资举措，加快推进全国多式联运公共信息平台
建设，加快制定铁路专用线建设、多式联运发展等相关
支持政策，进一步推进铁路货运价格市场化改革，优化
铁路货运产品结构，提升货运服务水平。四要以点带面
推动工作落地。进一步突出运输结构调整三大主战场，
立足于加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会同地方人民政府重点在铁路专用线建设、港口集
疏运“公转铁”、公路超限超载治理、城市绿色配送等
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五要进一步加
强督导检查。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对运输结构调整思想
认识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得力、工作进展滞后等问题，
加大督促检查和政策引导力度，确保工作实效。

李小鹏主持召开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组第三次会议

向全体会员单位发出五点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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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阴港新增至武汉集装箱航线 —

“杭州北 - 宁波舟山港”海铁班列成功开行

4 月 9 日 12：15 时，长江上海段能
见度恢复正常，解除了持续 20 小时的临
时交通管制，正当港口生产秩序恢复正
常时，当天夜间上海沿江沿海出现了 8-9
级西北大风。

晚上 22：00 左右，上港船代当班调
度接到“安吉 24”轮船长电话，收悉由
于江面风大，需要再增加一条拖轮协助
靠泊的请求后，随即联系复兴拖轮安排
了两条拖轮协助靠泊。次日凌晨 01:00，正当两条拖轮到位准备协
助“安吉 24”靠泊时，江面西北风又骤然加强，此时“安吉 24”
轮船长又电告：由于气象条件发生突变，再加上滚装船船型肥短，
干舷高引发受风面大，船很容易产生失稳现象，即使有两条拖轮
也不能保证安全靠泊，希望在拖轮的护航下先去锚地抛锚，待气

象条件好转后再靠泊。调度即刻联系复兴
让拖轮协助“安吉 24”到锚地，并将情
况告诉局调取消靠泊计划。正当调度把一
起事情都安排好时，“安吉 24”轮船长
又来电：因为当天风大吴淞锚地已经没有
锚位了，只能到长江口去抛锚，要求其中
一条拖轮能护航到北槽口。调度也清楚遇
到恶劣天气，拖轮的作业任务一定非常紧
张，但为了船舶的航行安全，当班调度还

是将情况告诉了复兴拖轮。一番商量后，复兴调度答应让其中一
条拖轮护航到北槽口。在复兴拖轮的鼎力相助下，经过一夜的努力，
在拖轮的鼎力相助下，10 日 06:00“安吉 24”轮在长江口锚地安
全地抛锚避风。

                     （供稿：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4 月 11 日，满载着 76TEU
集装箱的海铁联运班列从铁路
杭州北站货场缓缓驶向宁波舟
山港，标志着“杭州北 - 宁波
舟山港”海铁联运班列成功首
发。这是宁波舟山港在杭萧绍
区域开行的第四条班列，为杭
州地区客户又提供了一条便
捷、可靠、经济的物流运输新
通道。

铁路杭州北站货场内集装
箱作业线为并行两条股道，单
股道每批次可取送 50 车。货
场内按照两层集装箱堆放，堆
存能力约 400TEU。杭州北站可
辐射周边江干区、下沙区、余
杭区、德清等工业聚集区，附

近主要有银都、巨星、杭州天元、顾家家居等大型出口企业，
将成为宁波舟山港在杭州区域揽货的重要桥头堡。

在股份公司业务部的大力支持和协调下，船货代公司多次
奔赴杭州北站，解决杭州北短驳车限行问题，现场查看货场作
业条件，与铁路沟通、共同商定铁路运行图安排、班列开行车数、
作业环节衔接等，确保杭州北班列顺利开行。

               （供稿：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沉着应对启动应急预案，耐心细致履责确保安全

辽宁锦州举办《海运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4 月 4 日上午，锦州海
事局举办《海运固体散装货物
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宣贯工作
会议，海事局、港口、代理、
货主相关负责同志与企业代表
共 30 余人参会。

会议强调：一是对新规定
的目的依据、结构框架、内容
进行详细介绍，进一步加强对
“规定”的学习培训宣传力度，

准确把握规章内涵，着重对规定新要求、新内容进行解读。二是
制定切实可行的针对性措施，依法履职尽责，强化行业监管；对
安全操作规程和日常安全监管及行业管理提出要求，强化安全管
理，确保安全生产总体形势可控。三是结合新规进行现场答疑，
进一步着力改善港口营商环境，依法办事，满足客户诉求，提高
港口作业效率，认真落实“降费提效”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全
面贯彻落实两会精神。四是本规定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
船舶处、海事处联合加大安全监管与指导，确保新规落实到位、
监管到位、服务到位。     （供稿：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宣贯工作会议

日前，江阴临港开发区“江阴—武汉”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
运营，该航线将投入四条 9000 吨级的集装箱船舶，每周一班。航
线的不断开辟，增强了江阴港服务长三角地区的能力。随着长江
经济带国家战略的不断深入落地，已迈入中国内河集装箱港口“第
一方阵”的江阴港积极对接内陆地区。此次“江阴—武汉”的水
运航线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辖区港口码头与长江中上游地区港
口的对接。开辟新航线的是全球知名的集装箱班轮公司中谷集团，

依托该公司独有的海船直航优势，企业还吸引了南方地区到武汉
的货源预计 1000 标箱以上，实现无缝海驳衔接，促进了长江中游
与东南沿海的货物对流。经测算，经水路运输与传统公路运输相比，
物流费用可降低一半以上。目前，江阴已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48条，
航班密度每周 115 班，件杂货航线 16 条，与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600 多个港口保持着通航关系，建立起了江海河联运的全
方位集疏运网络体系。



《公报》显示，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43.51 亿吨、集
装箱吞吐量 2.51 亿标箱，分别比上年增长 2.5% 和 5.3%。数据
显示，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43.51亿吨，比上年增长 2.5%。
其中，沿海港口完成 94.63 亿吨，增长 4.5%; 内河港口完成
48.88 亿吨，下降 1.3%。2018 年，全国港口完成外贸货物吞吐
量41.89亿吨，比上年增长2.4%。其中，沿海港口完成37.44亿吨，
增长 2.5%; 内河港口完成 4.45 亿吨，增长 1.6%。全国港口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 2.51 亿 TEU，比上年增长 5.3%。其中，沿海港口
完成 2.22 亿 TEU，增长 5.2%; 内河港口完成 2909 万 TEU，增长
6.2%。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 450 万 TEU，增
长 29.4%，占规模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1.80%。全国规模以上
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33.45 亿吨，比上年增长 2.9%。其中，完
成煤炭及制品吞吐量 24.50 亿吨，增长 3.4%; 石油、天然气及制
品吞吐量 10.66 亿吨，增长 3.8%; 金属矿石吞吐量 21.22 亿吨，
增长3.1%。2018年年末，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
比上年减少 3659 个。其中，沿海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 5734 个，
减少 96 个 ;内河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 18185 个，减少 3563 个。
年末全国港口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444个，比上年增加78个。
其中，沿海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007 个，增加 59 个 ; 内河港
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437 个，增加 19 个。

报告回顾了过去 5 年多来共建“一带一路”在设施联通方面
取得的进展，指出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由
各国共同努力，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
息网络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
快形成，区域间商品、资金、信息、技术等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有效促进了跨区域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了互利
合作、共赢发展。根据报告，5 年多来，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
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国
际经济合作走廊将亚洲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联系在一起；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其中，以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
铁路、雅万高铁等合作项目为重点的区际、洲际铁路网络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将继续把互联互通作
为重点，聚焦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关键项目，着力推进公路、
铁路、港口、航空、航天、油气管道、电力、网络通信等领域合作，
与各国共同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报告指出，
中国愿意与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深化与沿线国
家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共赢，扩大双多边投资贸易规模。深入开展
产业合作，共同办好经贸、产业合作园区。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发
展新机遇，培育新动能、新业态，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将与有关国家签署一批产
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清单。

近日，辽宁港口集团成立后开辟的首条外贸集装箱航
线 --“海陆马士基”印尼航线正式运营。该航线也是继“营口 -
海口”“营口 -赣榆”之后，辽宁港口集团 3月开通的第三条集
装箱航线。该航线的开通运营，预计全年可为大连口岸带来近 3
万标箱的集装箱量。目前，大连口岸已开通东南亚航线 14 条。
除“海陆马士基”印尼航线外，辽宁港口集团 3 月已连续开通 2
条集装箱航线。3 月 1 日开通“营口 - 海口”内贸集装箱航线，
成为国内跨纬度最大的内外贸同船航线 ;3 月 11 日开通“营口 -
赣榆”周班航线，带动连云港赣榆港区集装箱业务规模扩大发展。
辽宁港口集团现拥有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逾 9000 米，集装箱泊
位 29 个，泊位最大水深 17.8 米，可满足目前世界所有在航集
装箱船舶靠泊 ;集装箱内外贸航线超过 150 条，内贸航线分布于
环渤海、华东、东南、华南等国内大部分地区，外贸航线网络覆
盖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个港口。

— 交通运输部发布《2018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 — “营口—漳州”粮食班轮航线开通 —

辽宁港口集团近期发布消息称，该集团“营口—漳州”粮
食班轮航线近日正式上线运营。该航线不仅是辽宁港口集团成
立后开通的第一条连接南北港口的粮食班轮航线，也成为拓宽
中国“北粮南运”物流大通道的又一创举。作为招商局集团港
口板块的北方母港，辽宁港口集团旗下港口年散粮转运量超过
2500 万吨，占辽宁港口转运总量的 47% 以上。漳州港则经过多
年的发展，已成为以散货中转、物流园区服务为主业的综合服
务型港口，是福建地区最大的粮食转运基地。据辽宁港口集团
介绍，辽宁港口集团和漳州招商局码头公司积极加强协同合作，
双方将借助营口港的区域优势、设施优势、功能优势，以及漳
州港的设施优势、腹地优势和疏运优势，携手建设“定港、定
线、定时、定量、定价”的五定航线，并顺利促成“营口—漳州”
粮食班轮航线的开通运行。辽宁港口集团方面表示，在“营口—
漳州”粮食班轮航线开通的基础上，辽宁港口集团将充分释放
港口整合红利，明确各粮食港区分工定位，与合作伙伴携手助
力南北物流体系建设，搭建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南北粮食物
流运输大通道。

— 大连开通至印尼外贸新航线 —

—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发表 —

上月底，唐山港在西安港设立内陆港，两港将携手推进西安-
唐山港陆海联运班列开行，实现内陆开放高地与沿海深水大港
的优势互补。据介绍，河北省唐山市拥有 4467 平方公里的海
域面积和 229.7 公里自然岸线。唐山港作为唐山乃至河北新一
轮对外开放的前沿，服务范围已覆盖华北西北广大地区，航线
通达全国沿海、沿江和世界各大港口。西安港作为中国首个获
得国际、国内双代码的内陆港，与 10 个丝路沿线海关实现了
通关一体化。以西安港为中心，向西开通的中欧班列“长安号”，
实现与中亚及欧洲腹地的高效连通；向东与沿海港口紧密衔接，
打通直达日韩、东南亚的跨境新通道。同时，跨越太平洋，将
中国腹地与美洲、大洋洲大陆连接；向北通过多式联运连接中
蒙俄经济走廊；向南实现铁海、公海联运至东盟各国并进一步
辐射全球。据介绍，唐山港在西安港设立内陆港，是唐山港在
西北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内陆港，唐山港打通了与西北内陆之间
物流通道，为西安港向东增添物流新通道，提升辐射和服务能力，
实现内陆开放高地与沿海深水大港的优势互补。

— 唐山港在西安港设立内陆港、陆海联运再添新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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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下调港口收费标准并公示清单 —

— 海南洋浦港至东盟航线货运量大幅增长 —

为深入贯彻落实减税降费部署，山东进一步清理规范港口经
营服务性收费，按期下调部分政府定价收费标准。自 4月 1日起，
山东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引航 ( 移泊 ) 费、航行国内
航线船舶拖轮费的收费标准分别降低15%、20%、10%和 5%。据悉，
山东按照“减项、并项”的原则，合并堆存保管费、库场使用费
为库场使用费；合并供水 ( 物料 ) 服务费、供油 ( 气 ) 服务费、
供电服务费为船舶供应服务费；合并垃圾接收处理服务费、污油
水接收处理服务费为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服务费。在规范港口服
务行为方面，山东明确进出沿海港口的 80 米及以下内贸船舶 ( 化

学品船、液化气体船除外 )，由船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实
际情况决定是否使用拖轮，拖轮经营人不得强制提供拖轮服务；
除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外，任何部门、
单位不得强制要求使用拖轮进行护航或监护。山东港口还调整并
公示了收费清单，各港口经营人、引航机构、港口服务单位须及
时、主动到所在地税务主管机关登记调整后的收费项目名称，确
保发票名称与收费项目一致；调整收费目录清单，列明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收费标准、计价单位、服务内容、收费形式及依据、
备注七大要素，清单外一律不得收费。

日前，随着青岛海关隶属日照海关关员为最后一批集装箱加
施海关关锁，首趟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的“日照—努尔苏丹”国
际铁路货运班列完成全部通关手续，缓缓驶出日照港。据悉，该
趟班列计划每月开通 3 班，此次搭载 96 个标箱，主要包括纺织
品、塑料制品、机电等产品，预计 8 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努
尔苏丹，全程 5500 公里，运行时间比海运节省约 25 天。为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要求，促进中欧、中亚国际班列高质量发展，
日照海关出台了提前申报、优先放行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派关
员进驻港口提供高效便捷通关服务，确保班列业务随到随放、监
管到位。今年年以来，日照海关已监管放行中欧、中亚班列13列，
集装箱 776 标箱。

— 日照开通至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国际铁路货运班列—

截至今年 3 月初，洋浦港至东盟航线已累计开航 67 个班次，
累计发送货物 4.4 万标箱，同比提升 21.6%；全港完成 8.6 万标
箱吞吐量，同比行业信息数据库增长 20.7%。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通过
采取开辟集装箱内外贸航线、新注册船舶，加快港口基础设施改造
等措施，努力将洋浦港打造成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新支点。据悉，
2018 年 12 月，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海南—东盟 (新加坡 )”班
轮航线首航。今年 3 月初，中远海运集团新开通了辽宁营口、锦
州至洋浦内贸直航航线，为东北三省进出东南亚的外贸货物提供了
中转通道。

— 曹妃甸港铁路港池岛站正式通车 —

4 月 5 日，历时 2 年多建设的曹妃甸港铁路港池岛站正式通
车运行。这也是港池岛站首列“公转铁”矿石发运列车，该站的
顺利开通为“北煤南运”回程货物后续运输开辟了新的通道。当
前，曹妃甸港正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的综合贸易大港，配套大秦、
唐呼铁路大动脉和区域内迁曹、唐曹铁路及后续即将建成的水曹、
汉曹等铁路，后方铁路集疏运呈四通八达之势。与此同时，港内
铁路建设相对滞后，存在“最后一公里”短板问题。具体到港池
岛区域，规划建设了多个重量级的煤炭专业化码头、矿石码头及
其他各类散杂货码头，目前已形成 2.5 亿吨煤炭下水能力，铁路
集疏运模式均为“重来轻回”，回程运力基本呈空白状态，该区
域上水散件货对铁路运输有很大需求，钟摆式运输空间巨大。为
推进港口运输模式改革，曹妃甸港集团在港池岛铁路灯泡线轻车
线上规划建设了铁路港池岛站专用线及改扩建集装箱线工程。该
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占地3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两个功能区，
分别为到发场、装车场。据介绍，该项目作为曹妃甸港集团“集
装箱振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促进港口集装箱水铁联运体
系的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增强集装箱作业能力，有效解决港池岛
区域矿石铁路发送以及C60、C70等普通车型小列煤炭到达问题，
实现 5000 吨列车整列直达港区，为企业和港口提供“门对门”
的运输服务。

— 交通运输部采取三大举措提高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效率 —

一是推动建设高品质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完善“十纵十横”
综合运输大通道，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推进约 20 个综合客
运枢纽和约 30 个货运枢纽建设，完善港站枢纽集疏运体系。推
动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大力推动 ETC 安装使用，促
进高速公路快捷不停车收费。二是加快形成高效率的综合运输服
务体系。提高大宗货物铁路、水路运输量，深入实施多式联运示
范工程，今年实现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增长 15% 以上，沿海
及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水联运信息交换共享。三是提升行业
综合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推进省、市两级交通运输综合改革试
点，研究修订公路法、港口法等，制定发布《国内集装箱多式联
运运单》《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等行业标准。

日前，广东省政府印发《广东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实施方案》，
明确通过升级水运系统、提升铁路运能、发展多式联运、推进绿
色配送、加强货运治理 5项任务，实现运输结构明显优化，铁路、
水路承担的大宗货物运输量显著提高，水运优势得到较充分发挥，
公路货运分担率呈明显下降态势。《方案》明确，到 2020 年，广
东全省水路货物运输量将达到 11.5 亿吨，较 2017 年增长约 20%；
铁路货物发送量达到 9960 万吨，较 2017 年增长 15% 以上；多式
联运货运量较 2017 年增长约 20%，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快速
发展，达到 45 万标箱，较 2017 年增长 150% 以上。《方案》提出，

加大新能源物流车辆推广应用力度，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在物流
领域的应用，珠三角地区每年更新或新增的城市物流配送车辆、
邮政快递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在物流方面，广东还将推动
货运组织模式创新，探索“互联网 + 专线整合”“互联网 + 共同
配送”等新管理模式，推动互联网、物流、金融、保险理赔等业
务融合发展；支持大型货运物流企业、快递物流企业以资产为纽带，
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加盟连锁等方式，拓展服务网络，
延伸服务链条，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加快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升级。

— 广东省颁布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实施方案 —

数据显示，2019 年 1-2 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38.1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4%，增速稳中趋缓；1-2 月社会物流总费用 1.7 万
亿元，同比增长 5.2%；1-2 月物流业总收入 1.3 万亿元，同比
增长 6.4%，物流业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另有数据显示，2019
年 3 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174.2，同比提高 22.2%，呈现稳步
提升态势；发展规模指数、服务质量指数和发展能力指数分别为
202.3、194.9 和 159.8，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23.8%、36.6%
和 12.6%，表明我国快递市场在发展规模、发展能力和服务质量
等方面整体提升。此外，发改委、交通部于近日联合印发《国家
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实施方案（2019-2020 年）》，标志着国家物
流枢纽布局和建设工作全面启动。今年，发改委、交通部将统筹
研究确定第一批 15 个左右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国家物流枢
纽原则上基于已投入运营、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市场需求旺盛、
发展潜力较大、区域带动作用较强、将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物流枢纽进行建设。

— 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工作已全面启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