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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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中，船舶代
理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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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代理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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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全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企业 10 月份上报的业务
量数据看，船舶代理吨位总量比 9月份增加了 112.7 万吨，环比上升 2.58%；
而船舶代理艘次比 9 月份减少了 123 艘次，环比下降 3.17% 从分货种统计数
据看，10 月份集装箱、煤炭的代理量与 9 月份基本持平；原油、金属矿石、
钢铁、水泥、汽车的代理量均比 9 月份同期有不同程度的回升，而粮食和化
工原料代理量较 9 月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今年
国庆长假期间全国的用电需求出现了难得的不降反升现象，特别节后电厂的
日耗煤量比往年同期有明显的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电厂积压的采购
需求得到全面的释放，加上煤价同期的上涨，因此整个沿海煤炭的运输需求
淡而不淡；二是 10 月份中，砂石、水渣、钢材等非煤货种的表现比较强势，
呈多方位流向，由于它装卸快捷，因此受到船东们的一致青睐，也对消化过
剩的市场运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三是相关部门加大了对非法开采海砂的打
击力度，促使大量的民营船回流到煤炭运输市场，造成相关运力供给的过剩。
以上因素促使 10 月份的沿海港口煤炭代理量基本维持在 9 月份的水平。而
10 月份沿海金属铁矿石的代理量受节后限产节奏调整、钢铁市场正处消费旺
季以及铁矿石运输需求稳中向好等因此影响，较 9月份有小量的增幅。

预计 11 月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的业务量能在 10 月份水平略有回升，
其中煤炭会随北方地区取暖季节的临近，电厂用电负荷及耗煤量提升以及大
秦铁路检修后，部分电厂阶段性补库展开等因素影响而有所活跃；但金属矿
石的业务量维持 10 水平的可能性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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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3394 6.80 376.9 2697.2 16.08 

2 营口港船货代理有限公司 327 2861 7.65 310.87 2909.9 9.03 

3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87 1566 2.67 170.5 2013.5 -19.06 

4 秦皇岛之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96 1077 -4.17 439.0 4758.5 -2.51 

5 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06 1068 -6.60 100.5 924.9 -1.00 

6 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568 4476 19.89 449.1 3487.6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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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2289 2.02 361.4 3160.3 3.30 

9 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123 8505 30.28 1335.0 11409.8 6.45 

10 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337 2709 4.15 314.1 2530.4 -6.11 

11 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78 1244 23.03 453.2 3153.5 26.80 

12 海南港航货运有限公司 172 1580 27.33 36.6 270.4 44.81 

13 芜湖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72 607 5.56 4.2 51.3 -22.53 

14 日照众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5 78 -40.00 20.8 172.4 6.25 

合计 3875.0 31454.0 15.79 4372.2 24827.6 8.14 

2019 年 10 月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统计

交通部近期提出增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

    10月 16
日，交通运
输部部长李
小鹏主持召
开部务会，
会议传达了
学习中央有
关会议活动
精神，审议
了《关于建
设世界一流港口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会议强调，要深
刻认识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的根本要求，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
篇章，是服务人民、服务大局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内容，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港口。会议提出要着力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以多式联运为重点补齐短板，系统优化供给体系，提升
港口综合服务功能。要加快推进开放融合发展，积极推
动港航协同发展，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持续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将一流
港口建设纳入交通强国建设全局统筹推进，指导相关地
方纳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要发挥好港口发展指标体系
“指挥棒”作用，引导各地因港施策，找差距、补短板，
实现港口发展“三个转变”等要求。
                            （供稿：分会秘书处）

中 共 中
央 局 10 月
24 日下午就
区块链技术
发展现状和
趋势进行第
十次集体学
习，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
近平在主持
会议并作了

重要讲话。他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
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
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
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
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目前，区块链技术在部分港口
已进入应用阶段，其中，大连港选择集装箱放货作业为
落地场景，建设“区块链电子放货平台”，成为国际上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港口提货场景中的首次尝试，为今
后区块链技术在港口大规模应用做出示范，为培育多方
信任新机制，全面实现信息流转无纸化做出有益探索。 

                        （供稿：分会秘书处）

习总书记近日就区块链技术

发展现状和趋势作重要讲话

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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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港物流成功代理运载火箭运输船队靠港

在 10 月 14 日于宁波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宁波）国际航运物流交易会暨 2019 年“一带一
路”国际口岸合作大会上，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衢州巨化是全国特大型氟化工现金制造业基地之一，化工主业涵盖氟化工、
氯碱化工、石化材料、电子化学材料、精细化工等。该公司与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
在内贸船舶代理、进口煤炭、工业盐、化工铁路发运多项业务上一直保持紧密良好合作关系。
2017 年该公司中标巨化硫酸铵出口项目，经北仑港区中转装船出口，2019 年该项目在双方的
推动下共同实现海铁联运舟山中转新模式，在股份公司业务部和铁路杭州货运中心支持下，
共同在舟山打造出国内第一个岛上铁路无轨站。后续双方公司将在合资联营、外贸进口萤石
矿等大项目上继续推进互惠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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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港船货代公司近期又签新战略协议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同时也是锦港物流公司全面推进
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之年。在这
秋高气爽、硕果累累，充满着喜
悦的季节里，为加强企业内部凝
聚力、增进同事之间的工作友谊、
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该公司于 9
月 28 日在锦州市辽宁理工学院体
育场举行2019年度体育运动大会。

当天上午，风轻云淡、碧空如洗，在辽宁理工学院体育场，
人流攒动、座无虚席。来自该公司的16支代表队以及相关市级单位、
媒体等总计 1200 余人共同出席此次运动大会。此次运动会是该公
司有史以来参与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在猎猎飘扬
的旗帜下，16支代表方队精神抖擞、昂首阔步，汇聚在操场中央，
全体瞩目着国旗冉冉升起，并齐唱国歌，表达对祖国最虔诚的祝
福。随后，运动员、裁判代表先后发言，随着该公司常务副总裁

宣布大会开幕，锦州港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体育运动大会
正式启动，田径竞赛、趣味竞赛、
亲子竞赛等项目正式开始“角逐”。
竞赛环节，各健儿大显身手，运
动场上响起此起彼伏的呐喊声。
锦港同胞们在赛场上发扬顽强、
拼搏、团结、奋进、向上的运动
精神，在竞技的同时，时刻点燃

和激发超越自我的力量。本次运动会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理念参加比赛，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

本次运动会的举行，充分展现了全体同仁对体育运动的热情，
不仅锻炼了身体素质和磨练了精神意志，还增强了大家的合作精
神和集体荣誉感。同呼吸，共命运；彼此加油、欢呼、喝彩。

                    （供稿：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为推进进境粮
食指定监管堆场场
地获批，在集团与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
限公司的共同努力
下，锦州港再次获
批国家质检总局
“全国进境粮食指
定口岸”资质。

10 月 17 日，
沈阳海关在锦州海关副关长吴凤全的陪同下，来该港就增加进
境粮食指定仓储设施有关事宜召开专项验收会议。会上，审核
小组对拟新增仓储库进行了全面审核验收，原则上同意了锦州
港物流 1# 库等 12 座仓储库作为增加进境粮食指定仓储设施的
申请，针对验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详细的整改要求。截止目前，
相关流程审批工作已全部完成。此次新增进境粮食仓储库总占
地面积 76858 平方米，将增加仓储能力 38.39 万吨，满足了该
港进境粮食中转的市场需求。

这一项目成功获批拓展了港口业务范畴，完善了口岸开放
功能，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该港在东北地区粮食集散的枢纽地位，
更好服务锦州腹地经济。

                   （供稿：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锦港物流公司召开 2019 年度体育运动大会

锦州港再次获批全国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资质

日前，由天津港物流
发展公司船货代部代理的我
国新一代运载火箭运输船
队“远望 21”轮和“远望
22”轮已顺利靠泊天津港汇
盛码头和太平洋国际公司。
部门领导及相关计划员对远
望号的安全进港予以了高度
重视，与海事、码头公司、
轮驳公司、引航站等相关单

位及时沟通，积极配合，全力确保其在港各项作业的顺利进行；
船方对船货代部提供的代理服务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该公司船货代部秉持着改
革管理，改变思路，改进作风的理念，始终把“服务至上，效率
争先”作为工作标准，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物流保障。

                     （供稿：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上港船代开展网络信息安全应急演练

10 月 9 日，国家验收组对长兴岛港口岸开放工作进行验收，
认为长兴岛港口岸开放现场基础设施及查验基础设施符合有关验
收规定，同意长兴岛港口岸开放通过国家验收，长兴岛港口岸正
式对外开放。长兴岛港口岸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于大连市发挥
在国家“一带一路”中的战略资源优势，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
发开放、东北振兴以及大连“两先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大连
市将以此次验收为契机，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口岸发展的新特点新
问题，全力推进大连市口岸工作跨越式发展，依托长兴岛港口岸，
大力发展石化产业和造船及海洋工程产业，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
化水平，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建设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作
出更大的贡献。

— 国家发改委就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新要求  —

— 13 个区域被交通运输部列为第一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

10 月 9 日，交通运输部召开视频会议，学习领会宣传贯彻
重在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简称《建设纲要》)，部署加
快建设交通强国，启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并为试点单位授
牌。据了解，河北雄安新区、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深圳市为第一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会议要
求，要充分认识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重要性，坚持“点
面结合、探索创新，近远结合、滚动实施，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多方联合、创新机制”基本原则，科学制定和完善试点实施方案，
加强统筹指导，强化评估督导，及时总结推广。

— 上海发布《上海市推进海铁联运发展工作方案》—

— 大连长兴岛港口岸正式对外开放 —

具体内容有以下十方面：一是深化服务业“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和服务商标注册周期；二是深化企业简易注
销改革，试点进一步压缩公告时间和拓展适用范围；三是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开展扩大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四是推动“非
禁即入”普遍落实，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五是制定加快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的意见；六是坚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七是对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在质量监控、消费
维权、税收征管等方面实施线上线下一体化管理；八是推进服务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健全对失信主体的惩戒
机制；九是探索建立涉及民生安全的重点服务领域从业人员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完善服务消费领域信用信息共享共用
机制；十是加强服务环境综合治理，强化服务业价格监管，及时查处消费侵权等问题。

为有效落实上级网络安
全专项检查工作要求以及上
级第四季度工作会议精神，
确保进博会期间公司网络的
安全运行，上港船代于 10 月
17 日上午开展了一次网络信
息安全应急演练。

为了达到充分练兵的作
用，公司针对无法连接生产
业务系统服务器的场景进行
模拟演练，公司网络安全小

组针对此次应急演练对具体演练内容配合专门人员具体处置，并制订

详细具体的工作措施，确保演练时反应快速、报告及时、措施得力、
操作准确。参加演练相关人员按照分工做好各项演练操作，记录演练
中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等信息；同时，研判各类信息，提出对策措施。
演练结束，公司网络安全小组对这次应急预案演练活动进行认真总结，
并形成故障分析及处理报告。此外，还针对非工作日出现网络攻击、
机房设备故障等紧急情况，组织公司调度人员在最短时间内进行断网
处理的现场培训。

上港船代将根据此次演练经验，进一步完善机房设备应急保障措
施，以维护机房设备的正常运行，最大限度地减轻网络与信息安全突
发事件的危害，进一步提高网络与信息系统应急能力，保障公司业务
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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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方案》明确，上海的近期目标是，2019 年完成海铁联运箱量 12 万 TEU，实现同比翻番（其中芦潮港站 8 万 TEU，同比增
长 4 倍）；2020 年完成 24 万 TEU，同比翻番（其中芦潮港站 20 万 TEU，同比增长 2.5 倍）。远期目标，至 2035 年完成海铁联运箱量
175 万 TEU—300 万 TEU，占全港集装箱吞吐量（按 5000 万 TEU － 5500 万 TEU）比重为 3.18%—5.5%，从 2021 年起实现年均增长 10%
以上。在优惠措施方面，根据《工作方案》，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对开通海铁联运班列的经营人，依申请对管内实行铁路运输费最高
下浮 50%（管外 30%）、装卸费下浮 30%-50% 的优惠；对全程提单中转重箱的空箱回程运费，享受空重联运的优惠。铁路场站给予海铁
联运船公司集装箱空箱最长 30 天的免费堆存期。上港集团对海铁联运中转重箱（全程提单）实施大船装卸费 35% 或更大力度优惠，并
确保海铁联运集装箱优先装船。中远海运集团对海铁联运集装箱给予全程运价优惠 50-100 美元 /TEU。



主  编：潘国弘        责任编辑：李振坤        排版设计：张梦雪

— 交通部调研区域港口一体化港口资源整合提速 —

—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等 3 个码头泊位即将对外启用 —

10 月 11 日，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与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现货
贸易首单人民币业务签约仪式在 30 万吨级矿石专用泊位举行。
这是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市场开拓的又一成果。据悉，力拓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矿业集团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四大矿山
之一，力拓公司与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合作已有 10 余年时间。
目前，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正在加快推进与力拓等矿山的合作发
展进程，力争到 2020 年，双方的业务合作再上新台阶，共同打
造全球重要的原材料中转基地。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是中国矿石
运输系统第一层次港口，2018 年，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完成货
物吞吐量 3.8 亿吨，外贸进口铁矿石吞吐量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
一位。2019 年以来，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
展势头，国庆期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13.8%。其中，
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10.3%; 集装箱同比增长 25.6%。

10 月 19 日至 20 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何建中带队到浙江宁波、舟山开展专题调研，重点就港口资源整合、区域港口一体化推
进情况等进行深入调研。何建中强调，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充分利用海港自然条件优势，着眼差异化发展，
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专业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实现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提升航运发展质量。进一步细
化和完善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目标价值取向，从追求吞吐量的增加转向注重服务贸易量的提升和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他表示，
推进区域港口一体化，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现有的区域港口协调机制的作用，提升协调能力和水平；在江海联运发展上作出示范；积
极先行先试，推进航运管理制度创新；积极探索港口和船舶排放控制区试点。随着交通部对区域港口一体化调研的深入，全国港口资
源整合有望迎来高潮。下一步，东北港口的整合预期最为强烈，也会有更多支持东北发展的政策出台。

— 长江干线主要港口 2025 年全部实现铁路进港 —

10 月 15 日，青岛港前湾港区迪拜环球 ( 一期工程 ) 码头 105、106 泊位、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 ( 青岛 ) 有限公司海工建造基地
( 一期工程 ) 码头泊位等三个码头泊位，顺利通过省政府组织的对外启用联合验收组验收，即将获得批复正式对外开放启用。青岛自
动化码头一期工程是《山东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年设计通过能力150万标箱，目前桥吊平均效率超过每小时33自然箱，
单机最高效率为 42.96 自然箱 / 小时，达到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作业效率世界一流水平。2017 年初，工程获得青岛市港航管理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经营许可证》，标志着该码头正式投产运营，也意味着当今世界最先进、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实现了全自动化码头从概念设计到商业运营，开创了全自动化集装箱作业的新纪元。

—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打造绿色高效的现代物流系统建设任务 —

随着两艘满载集装箱货物的货轮 14 日上午缓缓驶离潍坊港
码头，山东省港口集团“潍坊 -青岛”“潍坊 -威海”两条省内
集装箱航线正式开通。今年 8月 6日，整合了山东省内青岛港集
团、烟台港集团、日照港集团和渤海湾港集团的山东省港口集团
在青岛宣布成立。以此为新起点，山东省沿海港口一体化发展进
入新阶段，各港口之间分工协作显著加强。在集装箱业务领域，
山东港口整合后已开通“威海 - 青岛”“日照 - 青岛”“岚山 -
青岛”等多条省内集装箱航线。据了解，新开通的“潍坊-青岛”“潍
坊 -威海”两条集装箱航线，预计每年可为潍坊港带来 8万标箱
集装箱吞吐量。山东省港口集团总经理李奉利表示，山东省港口
集团将继续通过港口资源整合和业务链拓展融合，把山东港口打
造成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优良
平台。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优化运输结构，加快推进港口集疏运铁路、物流园区及大型工矿企业铁路专用线等“公转铁”重点项目建设，
推进大宗货物及中长距离货物运输向铁路和水运有序转移；二是推动铁水、公铁、公水、空陆等联运发展，推广跨方式快速换装转运
标准化设施设备，形成统一的多式联运标准和规则。发挥公路货运“门到门”优势；三是完善航空物流网络，提升航空货运效率。推
进电商物流、冷链物流、大件运输、危险品物流等专业化物流发展，促进城际干线运输和城市末端配送有机衔接，鼓励发展集约化配
送模式；四是综合利用多种资源，完善农村配送网络，促进城乡双向流通；五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优化物流组织模式，提高物流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六是推进物流信息互通共享，促进流程优化和业务协同，发展“互联网 +”高效物流，创新智慧物流营运模式；七是
加快智能收投终端、末端公共服务场所建设，促进城际干线运输和城市末端配送有机衔接，鼓励发展集约化配送模式。八是拓展国际
航运物流，发展铁路国际班列，打造国际航空物流体系。

— 浙江加快“四港”联动初见成效 —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
路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等 5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铁路
专用线建设的指导意见》( 发改基础〔2019〕1445 号文，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要求加快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进度，打
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实现铁路干线运输与重要港口、大
型工矿企业、物流园区等的高效联通和无缝衔接。《意见》提出
发展目标为，到 2020 年，一批铁路专用线开工建设，沿海主要
港口、大宗货物年运量 150 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新建物流
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均达到 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基本引
入铁路专用线 ; 到 2025 年，沿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年运量 150
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力争接入比
例均达到 85%，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全部实现铁路进港。

— 山东省港口整合红利释放新航线加速推出 —

10 月 12 日，浙江成立省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运营商联盟，
以进一步发挥该省海、陆、空运输和信息资源优势，加快推进运
输结构调整，助推物流业降本增效。据悉，此次成立的联盟由浙
江省海港集团、浙江省交通集团、浙江省机场集团、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邮政浙江分公司、传化集团、顺丰控股、
圆通蛟龙集团、浙江电子口岸公司、浙江综合交通大数据中心公
司等 10 家囊括海、陆、空、信息领域的领军企业组成。联盟将
致力于打通不同运输方式间的壁垒，协商解决联动市场运营中的
突出问题，推动成员间的互利合作，面向市场需求提供运输全过
程物流解决方案。按照目标，到 2022 年，集装箱海铁、江海、
海河联运量将分别达到 150 万标准箱、100 万标准箱、120 万标
准箱，散货江海、海河联运量分别达到 4 亿吨、5000 万吨；义乌
国际陆港至宁波舟山港年铁路集装箱输送量达到 15 万标准箱以
上，义新欧班列全年往返 1000 列以上。

— 日照港首次开展现货贸易人民币业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