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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

港口跨境合作是以港口和城

市为基点，通过连点成线、聚线成

面、由面到体的步骤，推动港口共

同体建设，将成为区域协同发展

的先行示范区。交通运输部水运

局局长李天碧指出：“中国与沿线

国家应深化港口间合资合作，依

托港口增强服务，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注入新动能”。然而，合作仍

面临东道国政局动荡、治安混乱、

文化冲突、经济滞后、法治薄弱及

周边国政治博弈等多维风险；同

时，面临我国企业分工不明等多

元挑战。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新愿

景，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处理海洋事务方面的新型义利

观，又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

海洋合作方面的创新方法论。旨

在促进沿海国形成“和谐共生”的

价值理念，推动沿线港走向深蓝

的务实合作，为合作构筑了全新

的发展机遇。

一、“海洋命运共同体”视

域下港口跨境合作类型

（一）“友好 /姐妹港”合作机

制

“友好 /姐妹港”合作机制是

港际间的横向交流模式。由我国

政府和港航管理部门“牵头”，通

过签署合作宣言、友好 / 姐妹港

协议、合作谅解备忘录及深化合

作协议等方式，与沿海各国共建

长期的港口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核心目标是通过加强港际间人

才、信息、物流、经贸等方面的相

互交流和集聚效应，深化我国与

沿海各国在政治、安全、经济、文

化、法律等领域的相互了解和彼

此信任，达成港口合作的广泛共

识。

（二）港口运营商投资合作机

制

港口运营商（即码头运营商、

港口企业）投资合作机制是港际

间的横向投资模式。以政府间战

略合作框架、共同行动计划为导

向，由我国港口运营商与合作国

政府及港口经营类企业，通过

BOT、特许经营、合资合作、兼并收

购等方式建设、运营和管理沿海

国港口。核心目标是通过港际间

务实合作，使我国与沿海各国形

成稳定、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实

现“1+1>2”的效果。

（三）多元合作机制

多元合作机制是港际间的纵

向投资模式。以政府间战略合作

框架、共同行动计划为导向，搭建

港口跨境合作创新平台。主要包

括两种机制：其一，我国港口企业

与国内外的港口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建立契

约纽带，共同开展多元化港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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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经营。其二，我国建筑企

业、综合集团等与沿海国政府，通

过 EPC、DB、PPP 等方式建设、运营

和管理合作国港口。核心目标是

通过拓展港口物流链上下游经济

体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实现“建设

港口朋友圈”向“盘活港口朋友

圈”的结构性转变，为合作创造新

型利润增长点。

二、港口跨境合作现状

（一）友好港建设情况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启友好港

建设进程，1979 年上海港率先与

西雅图港缔结友好港。目前，我国

沿海主要港口缔结友好港 211

个，以广州港领跑沿线“朋友圈”

建设。区域覆盖 6大洲，内容涉及

装卸理货、信息共享和生态保护

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近年来，我国

继续探索“友好港”升级版，将合

作方从双边拓展为多边，打造联

盟格局，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如中

国 - 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成

员已达 39个；中马港口联盟，成

员已达 21个；16个国内外港口城

市商协会成立商协会联盟。正如

习近平主席指出：“以点（城市和

港口）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

区域大合作”。按照该愿景与行动

计划，未来友好港机制将继续带

动沿海国参与港口联盟建设。

（二）码头运营商投资合作现

状

我国两大码头运营商，即“中

远海运港口公司”和“招商局港口

公司”，分列 2020 年全球码头运

营商第 2位和第 6位。中远海运

港口公司依据自身的航运背景，

在 2016 年与中海码头公司重组，

构筑了集约化的发展格局，推动

了海外港口吞吐量翻番式增长，

2020 年达到 2844 万 TEU，年均涨

幅约 27%，投资遍布 12个国家（地

区）的 37 个港口，区域辐射亚非

欧及南北美地区；招商局港口公

司依靠雄厚的港口建设资本，在

2013 年开始展开全球港口布局，

至今已实现海外港口吞吐量跨越

式增 长，2020 年 达 到 2878 万

TEU，年均涨幅超过 40%，投资遍布

27个国家（地区）的 68个港口，区

域辐射 6大洲。目前，两家企业均

已形成各自的港际合作网络。

（三）港口企业投资合作现状

近年来我国港口企业在“走

出去”战略指导下，逐步开展投资

建港和多元化经营等海外项目。

在投资建港方面，2010-2019 年已

有 9家港口企业参与了亚非欧地

区港口项目投资项目（见表 1）。

在多元化经营方面，不断探索与

港口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多领域

合作，目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表 1 我国港口企业投资建港及多元化项目合作情况

港口企业 起始年份 合作形式 合作内容

上海港
2010年 收购比利时泽布吕赫港 25％股份 参与港口运营、管理

2015年 中标以色列海法新港特许经营权 负责港口建设、运营、管理

广西北部

湾港

2013年 收购马来西亚关丹港 40%股权 参与港口建设、运营、管理

2016年
与达鲁萨兰资产公司成立合资公

司
负责文莱摩拉港运营、管理

大连港

2015年 与远东运输集团签署协议
负责改建纳霍德卡港及远

东自贸区基础设施

2016年
与俄罗斯铁路集装箱公司签署备

忘录
共建“中韩俄”物流通道

盐田港

2016年 与印尼力宝等集团组建合资公司 共建印尼 -深圳产业园

2017年 与日照港等集团组建投资联合体
参与马来西亚皇京港建设、

运营、管理

河北港 2016年 成立印尼秦海港口公司
投资占碑省钢铁工业园综

合国际港项目

宁波舟山

港

2017年 牵头组建投资联合体
投资印尼丹戎不碌港扩建

工程

2020年 与网易云等公司签署协议
推动宁波舟山港迪拜中转

仓项目数字转型

日照港
2017年 与中水电组成联营体

运维巴基斯塔卡西姆港卸

煤码头

2019年 与中铝物流签署协议 运维中铝几内亚博法港

青岛港

2015年 与马士基拖轮签署协议 开展海外拖轮业务

2016年 与马士基成立合资公司
建设、运营、管理意大利瓦

多利古雷港

2017年
与中石油东南亚原油管道公司签

署协议
运维缅甸皎漂港原油码头

烟台港

2015年 与 UMS等集团组建赢联盟 投资几内亚博凯河港码头

2018年 与赢联盟同几内亚政府签署公约
投资几内亚铝矾土矿全产

业链

2019年 与金波矿业等集团组建合资公司
投资几内亚金波联合港口

项目

资料来源：根据港口官网数据及相关网页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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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 年已有 6 家港口企业

分别与航运、物贸和技术等国内

外企业展开了多元经营（见表

1）。基于此，港口企业通过多元合

作加强了港航联盟的紧密性。

（三）其他企业投资合作现状

在“基建”走出去战略驱动

下，除港口运营商外其他企业也

陆续开展海外建港业务。其一，工

程建筑、综合投资等类型央企，通

过多元方式承包东南亚、南亚、西

亚 -北非等港口项目，截至 2020

年建设区域已辐射至 6大洲。其

二，能源类央企开始布局能源支

点港，如 2016 年中石油和中石化

共建伊朗中格什姆岛石油码头。

其三，民营企业以独资及联合体

方式投资建港，如 2016年岚桥集

团投资的玛格丽特岛港项目，以

及 2017 年泛太矿业等集团共建

的阿布扎比哈里发港项目。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视

域下港口跨境合作困境

（一）合作出现泛“政治化”倾

向

港口跨境合作通常涉及重大

民生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

性，极易成为反对党攻击执政党

的工具，沦为新旧政府交替的政

治牺牲品。如巴加莫约港、比雷埃

夫斯港等项目被迫停滞的原因之

一就是新政府上台采取“新官不

理旧账”的态度所致。此外，合作

涉及港口及毗邻各园区建设，会

打破原有的地缘利益结构，引起

美日澳印新等国不满。其一，炒作

“债务陷阱论”、“经济掠夺论”，对

合作进行妖魔化攻击。采取间接

拉拢、政治制裁等方式，迫使东道

国采取模糊的外交政策，削弱我

国区域凝聚力，导致我国参建的

汉班托塔港、皎漂港、瓜达尔港、

多哈雷港、海法新港等项目被迫

陷入僵局。同时，在沿海国渲染

“中国威胁论”、“被援国受害论”，

瓦解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

济体与我国的合作意愿。其二，在

中资项目周边展开大规模港口建

设，进行项目博弈。如印资恰巴哈

尔港、日资马塔巴里港和印日合资

科伦坡东港项目，分别与中资瓜达

尔港、皎漂港和科伦坡南港项目，

在印度洋形成对峙和恶性竞争，

导致互利共赢的经济对话上升为

争取区域话语权的政治博弈。

（二）合作地区存在安全隐患

合作地区长期面临传统和非

传统安全威胁，对合作产生不利

影响。传统安全方面，我国与周边

国仍存在南海、钓鱼岛及领土等

主权争端，制约了合作的有序推

进，如中印港口合作至今尚未展

开。非传统安全方面，沿线国均不

同程度存在各类不安定因素。如

南亚、北非、中东等地因民族、宗

教、党派等矛盾不断产生武装冲

突，长期处于内战状态；拉美地区

走私贩毒、凶杀绑架、抢劫盗窃、

贪污洗钱案件频发，社会秩序混

乱；东南亚部分国家因民族主义

情绪高涨不断涌现排华事件并升

级为抵制合作等极端行为，已危

及到我国港口外交。此外，恐怖袭

击已外溢到亚非拉等地，根据

《2020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

显示，海丝沿线均面临恐怖主义

威胁。这些问题如集聚爆发，将导

致沿海国局势动荡，给我国企业

及员工的财产及生命安全造成威

胁，加剧企业“走出去”的畏惧心

理，给港口合作带来不确定性。

（三）跨文化交流面临巨大挑

战

合作跨越全球 9 个文化区，

地缘文明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学

家亨廷顿指出：“国家都倾向于追

随文明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

没有文明共性的国家”。企业如未

重视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极

易产生冲突而影响项目进度。其

一，合作区域涉及 60余种官方语

言，企业与当地雇员存在语言鸿

沟，如产生表达瑕疵，则会造成信

息传而不通。其二，合作国通常教

派林立，如东南亚、南亚、北非、中

东等地涉及伊斯兰教、基督教、印

度教、佛教、犹太教等教派。因此，

企业应尊重当地宗教信仰，保障

劳工权益，否则难免因宗教信仰

差异引发情感认同障碍并造成对

立。如吉布提港城 98%为穆斯林，

宗教节日期间当地雇员无法工

作，与项目进度极易产生矛盾。此

外，由于港口基建类项目远离生

活区，企业往往忽略与当地民众

沟通交流，难免产生分歧而影响

东道国合作意愿。如皎漂港项目，

因中信公司未考虑当地民情，对

于建港所及民生问题缺乏公示和

透明度，导致被迫叫停并重审。

（四）合作面临经济和经营风

险

我国企业海外建港主要采用

BOT、PPP等长周期模式，经营绩效

易受东道国税收、通胀、债务、腐

败、汇率等因素干扰。根据联合国

2020 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在

150 个沿海国中约 80%为发展中

国家，经济差异指数较高，宏观经

济环境不稳定。如拉美等地税收

制度复杂，巴西就存在“央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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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税收体系；南亚等地通货膨胀

较为严重；非洲等地债务危机频

发造成偿付受阻；东南亚等地外

汇储备不足且管制严苛，导致经

营利润汇回受阻及汇兑损失；

2020 年全球营商环境排名显示，

沿海国除欧洲外均不同程度存在

腐败现象，增加了企业投资成本。

此外，海外建港的投资主体主要

包括港口运营商和建筑企业等，

均拥有不同的经营禀赋和资源优

势。然而，因建港普遍采用“投资、

运营、管理”的一揽子运作机制，

往往造成项目投资低效、经营僵

化等情形。

（五）合作缺乏有力的法治保

障

沿海国分属大陆、英美、伊斯

兰等不同法系，其法律制度、司法

习惯、争端解决机制不尽相同，造

成港口项目面临“水土不服”。许

多沿海发展中国家尚未形成健全

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体系，甚至

投资纠纷无法可依，东道国出于

地方保护频发执法司法不公现

象，给港口及多元化项目造成投

资损失。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纷

纷颁布和修改本国外商投资法，

为我国企业畅通合作渠道，但因

部分沿海国仍处于市场经济初

期，法律及政策变动频繁。如东南

亚等地政府文件朝令夕改，给我

国企业的 BOT、PPP 等港口基建类

长周期项目增加了不确定性。此

外，沿海国劳动、就业、环境、土地

等民商事法律较为严苛，与我国

存在差异及冲突，如企业了解不

及时，将间接提高合作的违法成

本。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视

域下港口跨境合作的优化路径

（一）加强政府港口外交，打

造区域安全格局

我国已与 170 多个国家（地

区）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加

入了《汉城公约》和《华盛顿公约》

等多边投资保护公约。区域间也

已成立经贸、交通、安全等合作组

织，及调解和仲裁等争议解决中

心，对港口跨境合作起到了指导、

监督和保障作用。然而，因基建项

目较强的地缘敏感性，极易造成

合作国猜忌，我国港口项目已多

次叫停或无限期搁置。同时，合作

地区仍存在内部局势动荡及周边

政治博弈等风险，对合作造成不

利影响。因此，我国应继续秉承

“共建共治共享”的港口外交理

念，在友好港的框架内，与沿海国

政府展开多领域磋商，加强政治

互信、安全协作、经济融合、文化

包容和法律交流，通过搁置争议、

摒弃分歧等方式共建利益补偿、

风险预警、争议解决、投资保障等

常态化机制，营造安全的合作氛

围。

（二）加强政企联动，提升风

险评估和应对能力

构建政企“协同出海”模式，

从多维视角分析港口跨境合作相

关风险，共同研讨风控策略。第

一，提升风险评估能力。政府以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为样本，与沿海国共搭信息平台，

公示投资环境信息并为合作提供

政策引导；各协会、商会、律所及

咨询机构组建咨询联盟，共同研

究制定项目评估报告为合作提供

技术支持；企业加强风控意识，实

地考察沿海国（地区）外部地缘环

境及内部营商环境，对合作企业

做尽职调查。通过这些方式科学

研判投资形态和风险。第二，提升

风险应对能力。政府部门应制定

宏观对外投资政策，加快涉外法

律体系建设进程。通过健全海外

港口投资援助法律制度，以及与

合作国共建标准化港口投资制度

等为合作提供法治护航。此外，牵

头设立港口项目风险基金为合作

提供后勤支撑；保险公司共建保

险联盟，联合承保工程、履约、劳

务等险种为企业提供风险保全；

金融机构通过对项目进行股权投

资等方式，分担项目投资风险；

2018年颁布的《企业境外经营合

规管理指引》对企业提出了建设

合规文化与制度等要求，企业应

深入了解合作区域相关政策及法

律，科学制定权利义务及争议解

决等合同条款，优化风控能力。通

过人民币结算及金融避险工具等

方式，合理规避东道国汇率及金

融市场变动，有效降低财务风险。

此外，加强文化交流并尊重当地

风俗习惯，以属地化经营方式减

少文化摩擦成本。

（三）加强资本纽带，破解投

资政治化困境

对于合作出现的政治化倾

向，应深入探索“中资企业 +”模

式，邀请利益攸关方成为合作伙

伴，对项目进行联合开发，以资本

纽带强化合作稳定性，重拾互利

共赢格局。合作主体方面，与港口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组建多元化投

资联盟，创新“港航货一体化”合

作模式。如烟台港、魏桥、UMS和韦

立等集团共同打造“赢联盟”，联

合开发港口基建类项目，受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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