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 月份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分析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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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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企业反馈的统计数据显示（日照港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

公司因故未报），5月份中，船舶代理艘次和代理吨位均为正增长。

其中船舶代理艘次 9 家企业同比为正增长，占 69.23%；4 家企业

同比为负增长，占3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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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上报的业务量数据看，船舶代理艘次与

船舶代理吨位总量均比 4 月份有所增加，其中船舶代理艘次增加了 251 艘次，环

比上升 6.87%；船舶代理吨位总量增加了 112.8 万吨，环比上升 2.59%。从分货

种统计数据看，除钢铁、水泥等货种的代理量较4月份有所增长外，集装箱、煤炭、

原油、金属矿石、粮食和汽车的代理量均比 4 月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主要原因

是整个 5 月份，沿海煤炭运输市场的行情较前阶段有所回暖，运力供需端也相对

比较平稳，加上多重利好的消息的出台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步开始的攀升，

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煤炭需求的提升提供了必要的增长空间，并引发了沿海主

要电厂日耗以及港口运力的稳步增长，尤其是港口方面，尽管月中遭遇过因大风

及长江口部分航道大雾天气引起的短暂封航，但整个港口煤炭的代理还是基本保

持在正常的水平线上，天津、秦皇岛、大连、温州以及烟台等港口的煤炭代理量

均比 4 月份有所增长。5 月份，金属铁矿石的价格尽管攀升在高位，但在利润尚

可的情况下，钢厂对矿石价格的上涨相对比较谨慎，依然以保生产为主，产量也

始终维持在高位，国内高炉产能的利用率也达到了近年同期的高点，市场对铁矿

石的需求量也持续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铁矿石运输需求的相对稳定。

预计 6 月份沿海港口煤炭的船舶代理业务量会随夏季用煤高峰的到来以及市

场煤炭交易的活跃促使港口煤炭发运量的增长；而钢材和铁矿石的港口代理量短

期内可能会受黑色系整体回调、市场进入淡季、钢厂检修限产的综合影响而难有

增长。                                            （供稿：分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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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1655 -22.35 294.3 1288.8 -4.86 

2 营口港船货代理有限公司 340 1566 9.12 356.34 1654.8 14.88 

3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99 817 19.10 335.0 1120.0 36.72 

4 秦皇岛之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149 646 4.03 640.0 2823.7 2.11 

5 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24 576 4.84 106.3 452.5 11.19 

6 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546 2550 -0.18 392.6 1926.3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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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1257 8.39 370.2 1720.7 4.33 

9 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812 4571 0.74 1199.3 6242.5 -6.41 

10 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450 1391 49.56 239.3 1246.7 -1.01 

11 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36 643 -6.62 341.5 1716.5 -9.81 

12 海南港航货运有限公司 213 848 5.16 46.9 137.4 64.18 

13 芜湖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9 309 -15.25 5.7 29.1 -13.10 

14 日照众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1 54 18.18 22.4 102.0 20.98 

合计 3653.0 16883.0 6.87 4349.8 20461.0 2.59 

2019 年 5 月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统计

我分会多个会员单位派员参加

近日，中港协
会为了进一步帮助
会员单位认真落实
好交通运输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修订印发的《港口
收费计费办法》有
关精神，特在江西
省南昌市举办为期
两 天 的“2019 年

《港口收费计费办法》宣贯暨港口商务费收与商务处理
培训班”，吸引了来自各港口企业的 180 多名学员前来
参加。培训班邀请了资深专家、教授解读宣贯了《港口
收费计费办法》的主要精神，并就如何积极应对港口的
价格改革、熟悉掌握各港口内外贸费收实务、认真执行
好港口收费目录清单和公示制度；合理做好港口码头货
损货差风险防范处理以及明晰相关商务管理案例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的培训。整个培训内容丰富、针对性、操作
性强，所来参加的学员普遍感到学有收获，并表示回去
后要结合自身企业的实际认真做好消化落实工作，努力
为降低物流成本，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作出应有的努力。

我分会上海港、芜湖港、海南港等会员单位也派员
参加了本次培训。
（供稿：分会秘书处）

5 月 9 日下午，随着广州市港务局局长陈洪先将象
征着世界港口大会主办权的会旗移交到了安特卫普港代
表卢克 • 亚诺思手中，本届由国际港口协会（IAPH）主
办，广州市港务局承办，中国港口协会、广州港集团共
同协办的 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圆满落幕。

本次大会是在继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成功举办后的第一场国际性、专业性盛会。也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坛开幕式上主旨演讲精神的具
体体现，契合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展现了“一
带一路”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在为期两天的全体会议
中，主办方共举办了一场主旨演讲、六场平行分论坛、
一次全体大会和一次小组讨论，迸发了无数新鲜的观点
和深度的洞见。66 名中外嘉宾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下
的港口行业发展、全球贸易未来走势、智慧绿色港航建
设、产融结合与创新发展、港城湾区互动发展等议题发
表了近百场演讲，进行了多场讨论和座谈。世界港口协
会主席圣地亚哥•加西亚•米拉对本次大会的成功召开、
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并对主办方所
作的杰出组织成果表示由衷的感叹。

                        （供稿：分会秘书处）  

广州港成功召开 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

协会《港口收费计费办法》宣贯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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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港开辟中国烟台至非洲散杂货航线

加强业务联系    寻求深度合作

4 月 24 日，280 万吨 /年 LNG 接收站项目和 100 万吨 /年 LPG
储气库项目签约仪式在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锦州 100 万吨 / 年 LPG 储气库项目是由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等三方共同出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7 亿元，新建 1 座 8 万立方
米低温丙烷双金属全包容储罐，1 座 4 万立方米低温丁烷双金属全
包容储罐，2 座 3500 立方米丙烷压力球罐，实现年周转量 100 万
吨液化石油气，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40亿元，上缴税收2.5
亿元。锦州港 280 万吨 / 年 LNG 接收站项目由东方集团、锦州港
股份有限公司等四方共同出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40 亿元，一期
建成 LNG 浮式接收站和配套码头及辅助设施，二期建成岸基式 LNG

接收站，预计年销售量可达
到 280 万吨，年均营业收入
约 95 亿元。此次合作，对助
力锦州扩大经贸交流，促进
“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
深入推进锦州能源结构调整，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着
重要意义。市领导出席签约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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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中美贸易战影
响，粮食客户从美国
进口大豆的渠道暂时
关闭，只能通过成本
更高的加拿大渠道进
货。加上受非洲猪瘟
疫的影响，饲料行业
经济不景气，进而导
致与饲料息息相关的
粮食贸易大幅缩水，

直接影响上港船代的粮食减载业务量，并对年底该业务目标的
实现造成不小的阻碍。

面对种种不利因素，该公司进出口业务部及时加强与浦远
和罗矿两家兄弟公司相关人员的沟通，并且多次与各家客户交
流，了解、掌握客户单位的近期进货量和靠港计划以寻求更好
的合作。粮食减载一直是该公司利润率较高的业务，冷钢也是
该公司前年争取到的重要铁矿石客户。在与冷钢负责人沟通后
了解到该公司非常肯定上港船代的服务质量和罗矿码头的作业
质量，所以计划将更多的进口铁矿石外贸船安排到上海港装卸
接运。

2019 年对上港船代而言是艰难的一年，作为公司下属的一
个业务部门必当尽最大努力开拓市场、提高业务量，为完成公
司全年工作目标而助力。

                   （供稿：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锦州港 280 万吨 / 年 LNG 接收站项目和锦州 100 万吨 / 年 LPG 储气库项目签约

宁港船货代新增海铁联运散改集煤炭入箱业务

 5月9日下午14时许，
随着一声清脆的汽笛，一
列装有 10 个煤炭敞顶箱的
火车，缓缓从镇海港区开
出，驶往绍兴皋埠站，这
是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首次代理海铁联运
煤炭入箱业务，为海铁联
运发展带来了新的模式。

为承接该业务的代理
量，该公司经过了长期不断的调研，核实物流环节各项费用，并
积极与货主绍兴远东热电、镇海港区、国铁、港铁沟通。正是前
期大量有效的工作，才确保了此趟列车的顺利开行。 据悉，绍兴
远东热电有限公司是绍兴地区一家大型的火力发电企业，每年的
煤炭用量约 120 万吨，此前经镇海港区转运的煤炭都是通过公路
运输送达，不仅成本高，环保压力也大。此次散改集煤炭入箱业
务的开展，将以价优、便捷、环保、“门到门”服务等优势，为
客户带来切实的优惠。

                 （供稿：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秉承共商共建共
享的理念，烟台港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携手韦立国际
集团、远望物流有限
公司，稳步推进几内
亚至中国铝矾土全程
物流项目，开辟中国
烟台至非洲散杂货航

线，打造连接中国和非洲的海上丝路新桥梁。
坚持以创新为引领，以共赢为理念，烟台港携手韦立集团等

合作伙伴，开创了世界航运史上大型“好望角型”散货船批量运
输散杂货的先河，打造了国内首条中非双向物流通道。同时，依
靠成熟的经验和优质的服务，烟台港集团、韦立国际集团和远望
物流公司郑重承诺，中国烟台至非洲散杂货航线竭诚为客户提供
一流的服务保障，也将为其他合作伙伴开发非洲项目予以借鉴和
帮助。            （供稿：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5 月 9 日 傍
晚，宁波港船务
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船
货代）承运的“浙
上虞货0626”轮，
在镇司 3-1# 泊位
装货完毕，盖好
篷布，扎好签封
后，向着龙游港

驶去。该船将于 5 月 16 日抵达目的港，标志着船货代公司代理
内河煤炭运输航线的试航成功。

4 月初，巨化集团向镇海港区提出内河水路驳运的设想，该
公司敏感地察觉到开展新业务的契机，第一时间与多家内河驳
船公司沟通联系，综合船公司运输报价、自有运力和运营线路
的考虑后，最终与绍兴海盛航运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争取到一个有市场竞争力的试航价格。确定船公司的同时，该
公司也在积极与龙游港对接，面对龙游港区因基建而导致场地
不足，港区车辆匮乏的情况，通过协调货主，调配车队，保证
了货物到港直提，极大地减少了运输时间。计划操作上，该公
司对试航船舶的动态进行 24 小时严密跟踪，并与镇海港埠分公
司保持信息通畅，确保试航船舶即到即装；装货现场，派专人
全程监装并拍照留证，及时反馈给货主，严格保证装货质量，
得到了货主的高度认可。本次试航，由该公司负责镇海港区手
续办理、内河运输、以及龙游港对接工作，实行全程包干。

巨化集团内河运输航线的开通，不仅缓解了铁路发运车皮
紧张的情况，也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更为该公司内河运输全
程物流发展寻找到了新的落脚点。

               （供稿：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随着 5 月 8 日海关总署 2019 年第 81 号
文《关于公布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名单的
公告》的发布，天津港等 9 个口岸获批进境
粮食指定监管场地。这意味着经营这块监管
场地的天津港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具
备了海运集装箱进口粮食集中查验功能，可
以提供进口粮食审批、报关、查验、拆箱、
分拨等全流程服务。

由于今后准许进口高粱、玉米、芝麻等
粮食，天津港口岸业务范围得到拓展，功能
得到完善。获批成为进境粮食指定口岸，可直接从国外进口粮食，
减少物流环节和转运损耗，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为“京津冀”和“三

北”地区企业提供便捷的物流服务；另外，
直接开展进口粮食业务，可有效控制外来生
物风险，也将改变传统的贸易发展格局，进
一步保障粮食安全，进一步夯实对外开放承
载能力。

天津港进境粮食监管场地占地面积20000
平方米，能够同时查验集装箱 300TEU，堆存
能力约15000吨，年接卸能力约40万吨。其中，
3000 平方米的查验平台，可同时靠台查验 56
个自然箱；6000 平方米粮食库，可进行查验

后待放行货物的存储；2500 平方米的综合仓储库房，用于拆装箱
货物的存储。             （供稿：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宁港船货代拓宽全程物流版图、巨化煤炭内河运输试航成功

天津港口岸获批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

2019 年 5 月 18 日下午，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港
航控股）股权合作签约暨重组工作筹备组成立揭牌仪式在海口
市港航大厦举行。 仪式上，中远海运分别与海南省交通厅、海
南省国资委、国投集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股权合作协议和
海南港口资源整合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备忘录与协议，海南省
与中远海运集团以港航控股为平台开展股权合作，中远海运集
团将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持有港航控股 45% 股权，双方共同推
动优化整合海南省港口和航运资源；中远海运与国投集团（持
有港航控股 10.81% 股权）将在海南省港口航运、物流等领域开
展全面战略合作。

本次海南省与中远海运以港航控股为平台开展股权合作，
是海南省政府在全面深化对外开放背景下，发挥中远海运资源
聚集、产业带动、航线布局和资本实力等优势，加快海南港口、
航运和临港经济发展，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远海运依托海南特殊地理区
位和战略区位优势，谋划打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进一步参
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战略布
局，有利于推
动海南港航业
实现更高水平
和更高质量的
发展。

                    
（ 供 稿：

海南港航物流
集团有限公司）

近日，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北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实施方案》，提出实施铁路运能提升、水运升级、道路货运提质、多式
联运提速、城市绿色配送、信息资源整合六大工程，推出 17 条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以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为主
攻方向，不断完善该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根据方案，与 2017 年相比，到 2020 年，全省铁路货运量增加 1000 万吨以上，增长 23%
以上；水路货运量增加 2710 万吨以上，增长 7.5% 以上；集装箱多式联运货运量年均增长 20% 以上，省内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
增长 30% 以上。《方案》对公路运输也提出了硬指标，要求到 2020 年底，全省高速公路货运
车辆平均违法超限超载率不超过 0.5%，普通公路货运车辆违法超限超载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股权合作签约暨

— 湖北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实施方案 —

重组工作筹备组成立揭牌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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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批自贸区经验加速复制推广 —

—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7 号泊位通过交工验收 —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五批改革试点经
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事中事后监
管等三个方面，共有 18 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其中 17 项在
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1 项在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通知将改革试
点经验的复制推广责任落实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人民
银行、市场监管总局等十余个部门，由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协同部署，
推进复制推广工作。具体来看，在投资管理领域共有 6 项改革试
点经验，其中公证“最多跑一次”、自然人“一人式”税收档案、
网上办理跨区域涉税事项等 5 项在全国范围推广，推进合作制公

证机构试点 1 项在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共
有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境通关全流程“一单多报”、保税燃料油跨
港区供应模式、海关业务预约平台等 6 项改革试点经验全部在全
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另外，还有 6 项适用于全国范围的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包括公共信用信息“三清单”( 数据清单、行为清单、
应用清单 ) 编制、实施船舶安全检查智能选船机制、进境粮食检
疫全流程监管、优化进口粮食江海联运检疫监管措施、优化进境
保税油检验监管制度等。

随着厦门湾最大的深水散杂货码头——厦门港后石港区 3 号泊位工程竣工验收的顺利通过，该码头也于 5 月初正式运营。据悉，
后石港区 3 号泊位是福建省重点建设项目，位于漳州开发区四区 ( 厦门港后石港区 )。该泊位按照 15 万吨级建设，码头水工结构按靠
泊 20 万吨级散货船设计，工程总投资约 12.7 亿元，岸线总长 422 米，设计年通过能力 435 万吨，对有力推进厦门港东南航运中心建
设，合理开发利用港口岸线和厦门港结构调整、厦门湾港口功能布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后石 3号泊位于 2018 年 6月开始试运营，
至今共作业 35 艘船舶，累计吞吐量 55 万吨。据介绍，下一步将逐步引进长效项目，预计正式运营后，2019 年吞吐量可达 100 万吨。

— 厦门湾最大深水散杂货码头 5 月初正式投入运营 —

距去年 6 号泊位交工仅过 4 月，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7 号集装箱泊位 ( 下称“7 号泊位”)4 月 29 日通过交工验收，该泊位将可供 2.2
万标箱集装箱船靠泊，也标志着全国又一个最大吨级集装箱泊位面世。本次验收的 7 号泊位水工工程全长 459m，宽 59m，设计规模为 20 万
吨级集装箱船泊位。码头由 1 座引桥与陆域连接，引桥宽 22m，全长 436.65m。据介绍，本次通过验收的 7# 泊位水工工程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正式开工，2018 年 12 月 30 日完成。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6 号至 10 号集装箱码头工程位于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乡，穿山半岛南侧，象山
湾口北侧，梅山岛的东南侧，紧接梅山 1 号至 5 号集装箱码头。梅山港区 6 至 10 号泊位是目前国内等级最高的集装箱码头，总投资约 78 亿
元，将建设 2 个 20 万吨级和 3 个 15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 码头水工结构兼顾 20 万吨级 ) 及相应配套设施，码头全长 2150 米，设计年通过能
力 430 万标准箱。建成后，该港区年集装箱吞吐量将超 1000 万标箱。

— 《厦门港总体规划 2035 年》正式获批 —

近日，《厦门港总体规划（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获得交通运输部和省政府的联合批复。《规划》范围涵盖福建省
厦门市和漳州市所有港区。根据《规划》，厦门港定位为国家综
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沿海集装箱干线港和邮轮始发港，是厦
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的主要载体和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口岸，是
厦门市、漳州市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我省及周边
省市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出海口。《规划》在厦门港原有性质定
位的基础上，新增了“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的主要载体”和“邮
轮始发港”的定位，并形成了具体的规划方案。根据《规划》，
厦门港形成“两湾九区”的总体规划格局，包含东渡、海沧、翔
安、招银、后石、石码、古雷、东山和诏安港区。《规划》的批
复为厦漳两市的港口建设和管理提供了规划依据和技术支撑，将
有效指导两市港口资源保护和开发，对于推动厦漳两市港口加快
发展和厦门国际航运中心、邮轮母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5月1日，《天津海事局船籍港船舶安全诚信管理办法》将实施，
为促进航运公司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4 月 26 日，天津海事局
召开《办法》暨“长期脱管船舶专项整治”宣贯会，详细解读了
该《办法》细则，介绍了部海事局长期脱管船舶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据了解，为有效解决天津辖区登记船舶证书过期、船舶失联、长
期停航等问题，2018 年，天津海事局着手开展对船舶遗留问题的
监管工作，经过一年的研究和开发，印发了《天津海事局船籍港
船舶安全诚信管理办法 ( 试行 )》。该《办法》在明确船籍港船舶

管理相关方职责的同时，增加了信息管理平台的要求，建立了船
籍港船舶分级管理标准，明确要求建立船籍港船舶诚信档案，并
设定差异化的奖惩措施，通过船籍港船舶分级管理标准，有效激
发激励公司和船舶的自主管理，维护水上安全。据悉，船舶安全
诚信管理平台通过建立船舶安全诚信数据、管理制度数据库，结
合相应的信息化评价机制，实现对天津籍船舶安全诚信的统一管
理和船籍港海事机构外部管理与船公司、船舶自我管理综合体系，
进一步提升天津海事局船籍港船舶监管能力，保障船舶安全。

— 5 月 1 日起天津港籍船舶实行安全诚信管理 —

日前，海南首条直达台湾的集装箱班轮航线——海口至台北
航线在海口港集装箱码头举行了开航仪式。此条航线的运营，不
仅弥补了琼台两地大宗货运交流的不足，也在两地间构建起更为
通畅的货物运输通道和更加优质的贸易服务平台。据了解，该条
航线由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开通运营，由一艘 8000 吨级集装
箱船舶执航，靠泊周期为每周一班，单程最大可装载 600 标箱。
航线运营初期承运的货类主要包括由台湾进口的海马汽车配件、
农产品用具以及由海南出口的金海浆白卡纸、家具、冻鱼等产品。
近年来，海口港集装箱码头年吞吐量维持 10% 以上的增速，待泊
时间从2017年的每艘29.9小时下降到2018年的每艘17.7小时。
下一步，海口港将充分利用港口的资源优势，支持和鼓励航运企
业积极开辟内外贸海运航线，拓宽和完善海南海上运输网络，对
接融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 海南直达台湾集装箱班轮开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