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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物流业

作为国内业务最为繁忙、吞吐

量最大的港口集群，长三角港口群

在区域物流产业链中占据枢纽地

位，是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

通道。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长江沿

线许多港口的建设存在功能重复、

设置过密、定位不清等问题，其中以

中小型港口的盲目建设尤为严重，

不但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造成

运力的过剩，给长三角港口的发展

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如何推动长三

角江海联运物流发展，已经成为国

内学者所关注的热点。

一、长三角港口江海联运

发展现状

（一）江海联运综合成本优势明

显

长江是我国最长的河流，其干

线航道总长约 2838公里，连接东、

中和西三大经济区。长江水系航道

通航里程为 64848公里，位居世界

内河第一位。2019年，干线港口完

成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1940万 TEU，

同比增长 10.9%，干线港口货物吞

吐量 31.6亿吨，同比增长 11.3%。

目前，长江南京以下最低水深为

12.5米，50000吨级海轮直航。长江

航务管理局对现有航道进行深入整

治，加强航道维护和管理，使得长江

水道通航能力进一步加强。2019

年，干线货物通过量 29.3亿吨，同

比增长 8.9%，在全球内河运输中排

名中位列第一。在长江江海联运运

输网络中，散货公路运输承载运力

有限、成本较高，而江海联运运输方

式则具有占用资源少、运输成本低、

货运量大的特点，有力降低了长江

经济带的物流成本，提升了资本运

转速度，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二）长三角港口国际物流规模

国际物流业是国际贸易发展的

基础产业，在各个行业的生产和消

费活动中构建连接渠道，是对外经

济发展的加速器之一。长三角港口

区域内拥有长达 3500公里的海岸

线，占中国海岸线的 21%，拥有上

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七个沿海主要

港口、三十个规模以上的内河港口。

2019年，长三角港口货物吞吐量占

全国总吞吐量的 22.65%。其中，长

三角主要港口的国际货物吞吐量有

着以下特点：首先是港口货物吞吐

量呈不均匀分布，从长三角港口

2019年货运吞吐总量方面来看，上

海、浙江、江苏、安徽所占比重分别

为 19.36%、29.36%、42.68%和 8.6%。

其中，宁波舟山港完成国际集装箱

吞吐量 2753万 TEU，低于上海的

4330.3万 TEU，位居世界第三位，但

其货物吞吐量完成 66351万吨。其

次，港口吞吐量增幅波动较大。最

后，长江干线主要港口企业集装箱

吞吐量稳步增长，2019年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 1940万 TEU，其中外贸吞

吐量达 501.98万 TEU,增长 2.95%,

内贸吞吐量 648.95 万 TEU，增长

4.10%。

国际贸易的开展需要确保货物

的正常转移，而长三角港口国际集

装箱吞吐量的快速增长，则有力地

支撑着长三角地区国际贸易的发

展，对生产、销售和运输等方面经济

效益的增长有着积极作用。由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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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16 2017 2018 2019

货物吞吐量

（万吨）

上海港 7005 75072 73047.9 66351

同比增长（%） 2.4 7.2 -2.7 -1.7

宁波舟山港 91777 100711 10816 112009

同比增长（%） 3.3 9.5 7.4 7.9

集装箱吞吐

量（万 TEU）

上海港 3713 4018 4201 4330.3

同比增长（%） 1.71 8.2 4.42 3.1

宁波舟山港 2157 2464 2635.1 2753

同比增长（%） 4.54 14.3 7.1 4.5

中外物流业

数据分析可知，江苏省港口吞吐量

位居长三角港口之首，2019年，江

苏省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

57164万吨，全省全年对外贸易总

额 43379.7亿元，位居长三角经济

带前列。

二、长三角港口江海联运

物流发展面临的困境（国际贸易

角度）

（一）泊位供大于求，同质化竞

争严重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

路”等战略的推动下，经由长江运

输的集装箱数量也将会越来越

多。在这种背景形势下，长江沿线

各个城市都对其现有港口规模进

行扩建，使得船舶泊位数量出现

供过于求的问题，造成运力过剩。

例如，重庆寸滩港区设计运力为

140万 TEU，但 2019年实际运力不

到 70万 TEU，还不到吞吐量设计

的一半，使得其产能出现严重过

剩。另外，为加大其经济腹地的竞

争，解决各自泊位产能问题，各个

集装箱港口之间竞争激烈，造成

江海联运市场的混乱。面对数量

众多的集装箱港口，如何对长江航

线的江海联运网络进行优化布局，

对中给港、喂给港、船型和航线进

行统筹协调规划，这是需要各个省

市决策层及码头经营企业等共同

来解决的问题。

以同在长三角水系的上海港

同宁波舟山港为例，两者之间存

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根据表 2

数据可知，2019 年宁波舟山港货

物吞吐量为 112009万吨，上海港

为 66351 万吨；2019 年宁波舟山

港集装箱吞吐量为 2753TEU，上海

港为 4330.3万 TEU。上海港和宁

波港在世界港口吞吐量排名汇总

都位居前列。作为国际枢纽港之

一，上海港的货源大多源自其经济

腹地，而转口货源仅占 5%左右。而

在同为世界十大港口的新加坡和

香港的货源中，转口货物占超过

60%。另外，宁波北仑港因舟山群

岛环绕，受台风等因素影响较小，

而洋山港的年正常作业时间仅有

280天左右。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

应当在航运范围、航线等方面进行

互利互赢的深入合作，以共同面对

如今国际航运发展的下行趋势。

（二）江海联运方式的不合理

和不一致

长江沿线行驶的船舶在稳定

性、硬件配置等方面有所欠缺，难以

满足海洋运输的基本要求，所以无

法出海航行，以至于货物难以经由

同一艘船舶而完成江段和海段间的

全程运输。例如，货物由大型海轮中

卸到小型海船中，再运输到上海、南

通等长江下游港口，先卸货到中转

港的堆场，再由内河船运到长江中、

上游的某个指定港口。这种三程中

转的江海联运方式虽具有一定优

势，但在货物运输时间、中转成本、

货物折损等方面存在不足。相对而

言，江海直达驳船具有较强的稳定

性，不但能够在江河中航行，也能够

在海洋中航行，能够避免三程中转

江海联运方式中的种种问题。例如，

江海直达驳船行至远航海港，转载

货物后由海上推托船拖到入海口，

再和内河顶推拖轮组成船队，直接

驶入长江内河航线，可在沿线各个

港口卸载货物。

（三）体制层面缺乏统一的协调

机制

凭借着独特的社会经济和区位

优势，长三角地区国际贸易和国际

表 1 2016-2019年长三角港口各区段货物吞吐量（单位：万吨）

区段 2016 2017 2018 2019

四川 1154 1268 1424 1595

重庆 5975 6097 6161 6284

湖北 7461 8392 9897 11381

湖南 876 913 1222 1564

江西 1112 1209 1304 1407

安徽 4948 5378 5916 6449

江苏 51437 53581 55231 57164

数据来源：各区段港务局统计数据

表 2 2016-2019年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上海港及宁波舟山港港务局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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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发展条件良好，其中，上海是我

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在发展对外贸

易和国际物流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

条件，这使得上海港国际物流业和

国际贸易发展速度远快于长江沿线

其他港口。同时，长江沿线各个港口

之间没能建立起统筹规划的协调机

制，港口数量众多且设置密集，许多

初建的港口的发展重点往往在码

头基建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上，

但在战略规划方面有所欠缺，港

口规划建设时往往是各自为政。

长江航道不同地区的水位、流量

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各个航段的

航运情况也差别巨大。例如，在长

江枯水期和中水期时，武汉至安庆

航段的江海联运直达船必须要减

少载重才能顺利通行。在此背景

形势下，为了进一步提高航运效

率，减少恶性竞争，长江沿线各港

口可共建港口发展联盟，实现港

口之间的战略发展合作，利用共

享平台把各个港口的情况动态整

合到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以实现

对长江内河航线的协同开发，提高

江海联运的通达性。

（四）长三角航运业同其他行

业协同性不足

首先，长三角地区各个港航企

业就江海联运还未形成联动机制，

特别是在“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

大多数港航企业依然是缺乏协调、

各自为政，这给长三角航运业提升

国际航运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利影

响。其次，长三角航运业同其他行

业协同性不足，特别是货主企业同

港航企业之间未能构建起供应链

模式的合作体系，从而存在海外投

建港口利用率较低、长江沿线船舶

运输效率低，使得许多港行企业面

临较大的经营风险。

三、促进贸易发展下长三

角港口江海联运国际物流发展

建议

（一）明确自身定位与发展方向

1.立足长江经济带，合理布局。

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

要》明确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

的发展格局。长江沿线各个城市应

将自身发展融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

大局中，开拓思路，深化改革，加快

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协同构建长

江航运一体化服务中心。2019年，

上海港以 4330.3万 TEU的集装箱

吞吐量位列全球港口排名首位，港

口基建设施位居世界前列。随着“一

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上海港不能仅

局限于国内竞争，应充分发挥自身

国际性枢纽港的作用，协同航运公

司试航北极航线，加强同北方海航

道沿线港口的合作。上海港可利用

自身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加强与俄

罗斯港口的股权或使用权方面的合

作，以增强自身话语权，吸引国际航

运市场里更多的中转货源。

2. 加快港口一体化建设进程，

分段实施。首先，管理部门应提高宏

观调控力度，结合行政和经济的双

重手段，以资本为纽带，激发各个港

口及航运企业的积极主动性。对于

特定内河航段，通过行政强制手段

推行船舶标准化建设。其次，管理部

门应加快长江沿线港口一体化建

设，整合资源，统筹规划，优化港口

结构，健全港口功能，构建以南京

港、太仓港等主要港口为核心，地区

性港口为补充的层次布局，充分发

挥江海联运的优势。再次，应继续加

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长三

角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可效仿上

海投建港口物流园区来进一步完善

港口服务功能。最后，长三角港口应

加大“互联网 +”物流等现代技术在

江海联运业的深入应用，以进一步

促进长三角地区国际贸易的纵深发

展，使长三角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

得以同步发展。

3.立足国际发展形势，积极发

展。2019年，受贸易保护主义和贸

易政策不稳定的影响，世界经济增

速仅为 2.6%，呈现出下行风险。根

据世行报告显示，世界经济下行风

险加剧，世界经济增速在放缓。由于

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形势，世界各

大港口吞吐量增速有所下跌，个别

港口吞吐量出现下跌情况。2019

年，世界集装箱港口 TOP20共计完

成吞吐量 3.4821亿 TEU，同比增速

为 0.19%，低于 2018年 3.8%的增

速。从港口发展情况来件，上海和宁

波舟山港各有所长，前者以集装箱

吞吐量见长，后者也在货物吞吐量

上超过上海港。

由图 1统计显示，从国际集装

箱中转量方面来看，上海的中转量

占比远低于新加坡、香港和釜山。因

此，上海港应积极发展江海联运，扩

大自身经济腹地，以其国际贸易量

的快速发展来吸引更多的国际中装

货源。应当充分发挥长江水运物流

成本低、运力大的优势，整合长江上

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货源，为中西部

地区提供优质的水运物流服务，拓

展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腹地货

源地，增强对长江内陆沿线城市的

辐射能力，推动长江经济带的转型

升级。另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应将江海联运融入到国际贸易整体

发展中，积极推动国际物流模式的

创新，以进一步强化长三角地区国

际贸易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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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发展江海直驳巴士

在明确港口定位，统筹发展规

划的基础上，长江经济带各港口应

合理调整自身在江海联运体系中定

位，推动江海直驳巴士运输方式的

发展。可根据江河和海洋航行的具

体要求，对江海直驳巴士船舶结构

及其稳定性进行合理设计，组建其

江海直达驳船船队，为长江沿线港

口提供江海直驳服务。通过江海直

驳服务，不但能够节省运输时间、降

低货物损耗、节省运输成本，还能够

避免货物散落所造成的长江水域污

染，保护生态环境。为降低物流成

本，可对江海直达驳船船型结构和

运输方式进行持续优化，制定江海

联运船型设计标准，推动江海联运

船型标准化进程；利用舟山造船业

的优势，加快研发高质量、技术先进

的货物集散和江海联运通用船型；

利用江海联运船型优势，打造专业

直驳船队，提升江海联运的经济效

益。

（三）建立长三角联运发展联盟

首先，加强江海联运港口联盟

建设。宁波舟山港在与上海港竞争

中处于劣势地位，使其江海联运辐

射范围有限，所以宁波舟山港在自

身江海联运建设中，应继续深化港

口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应和上海建

立江海联运跨区合作，实现目标对

接和模式互补。要充分利用上海辐

射效应，对各自江海联运系统资源

进行整合和共享，发展口岸大通关

体系，实现区域合作共赢，强化区域

协同发展，寻求差异化发展，避免各

自为政、重复建设，以推动长三江经

济一体化的发展。其次，应明确港口

功能分工。加强政府、企业、社会的

互动，向多元化发展。要加强技术创

新改革，推动航运技术革新，实现航

运体系和航道的数字化、信息化，加

快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和智慧港口建

设，以适应各个物流节点的服务需

要，提升航运效率。

（四）以资本、市场推动航运发

展机制对接

长三角江海联运发展应结合丝

路经济带发展战略要求，抓住集装

箱、大宗散货、多式联运等需求特

征，以市场为导向合理配置航运资

源，以资本为纽带整合港口资源，积

极推动航运合作模式创新，实现航

运合作领域范围的拓展，通过成本

及利益共享机制切实推动长三角江

海联运发展，并通过股权优化、交叉

持股等资本合作方式，促使长三江

港口航运呈阶梯式、错位发展新格

局。其次，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长

三角地区应发挥自身重要战略地

位，将贸易、物流、金融和保险融为

一个整体，使之能够融入到中国整

个对外贸易和世界物流链中，从而

进一步增加产品附加值。金融产品

的加入，能够为江海联运产品的供

应商和采购者提供更多的融资方

式；保险产品的加入，能够使江海联

运各个环节的交易方降低跨国贸易

和国际物流中的运作风险和损失。

贸易、物流、金融和保险的一体化服

务体系的建设，有助于长三角地区

进一步提升贸易和物流的一体化发

展，从而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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