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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物流业

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

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被定为 2021年八大工

作重点之一。2021年全国两会中，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碳中和，并

明确在“十四五”时期，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

别降低 13.5%、18%。交通运输是国

际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关键来源，

航运业担负着全球近 80%贸易运

输任务，但也带来高达 2.89%的世

界碳排放占比，其“脱碳”之举势

在必行。据测算，我国物流运输行

业二氧化碳排放在全国各类终端

碳排放中占比约 15%。如何推动交

通运输领域实现绿色发展，助力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关注焦点。

但现阶段，中国航运业“大而不

强”的现状仍旧存在，不利于实现

绿色发展。“丝路海运”平台建设

作为航运产业发展的破局之举，

在推动中国航运低碳高效发展的

同时，为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转

型带来极大助益。据人民网报道，

2021 年 4 月 9 日，“丝路海运”发

布了第七批命名航线，累计运营

的航线数量已达 72条，为物流企

业深耕海外市场奠定强有力基

础。同时，截至 2021年 4月底“丝

路海运”命名航线累计开行航次

5277 个，实现吞吐量 509.03 万

箱，为物流企业实现绿色发展、扩

张海外市场提供强大助力。故在

碳中和宏观背景下，探讨“丝路海

运”推动下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

转型的可行蓝本尤为必要。

一、“丝路海运”推动中国国

际物流供应链转型的现实基础

（一）平台航线业务持续增长

立足于碳中和视阈，“丝路海

运”平台航线业务发展对中国国

际物流供应链转型带来较大积极

影响。2018年 12月 24日，中国第

一个“丝路海运”平台在厦门正式

投入运营。此后，该平台得以快速

发展，航运业务大幅度增长。从航

线数量来看，据物流报报道，在

2018-2020年 1月，“丝路海运”平

台命名航线数量已经从零起步扩

张到 43条。另据光明网报道，2021

年 4月 9日，“丝路海运”平台发布

了第七批“丝路海运”命名航线。

至此，平台运营的命名航线数量

增至 72条。在“丝路海运”航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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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海运”推动中国国际物流
供应链转型的创新路径

———基于碳中和视阈

■ 余 璇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院 在“丝路海运”平台辐射带动下，国内航运业务持续增长、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物流技术显著提
升，促使中国国际物流转型得以低排放、高效率推进。但基建配置低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匮乏、

航线运价整体偏高、港口经营环境不佳等问题日渐突出，成为“丝路海运”影响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转型的现

实困厄。为此，立足于碳中和视阈，从新基建项目增加航运“新供给”、“放管服”政策盘活航运“新企业”、“5G+”

港口运作落实航运“新技术”、“海上丝绸之路”物流核心区建构航运“新环境”四个方面探讨“丝路海运”推动中

国国际物流供应链转型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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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显著增加背景下，中国货物周转

力显著提升，为物流供应链转型提

供现实依托。从航线运力来看，据

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志平介绍，截至 2021年 4月底

“丝路海运”命名航线累计开行航

次达 5277个，实现吞吐量 509.03

万箱，整体运力显著提升。可见，

“丝路海运”实现航线扩张与运

力提升，业务持续增长，为中国国

际物流供应链转型奠定扎实基

础。

（二）平台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就合作范围覆盖面而言，截止

到 2020年底，“丝路海运”联盟成

员进一步增至 183家，涉及地区也

从亚非扩展至欧洲、美洲及大洋

洲，合作范围大幅度扩张。至 2021

年 6月，“丝路海运”联盟成员已突

破 200家，航线触达分布在全球

27个国家的 58个港口，其中涵盖

“一带一路”19个国家 33个港口。

就合作主体多样性而言，“丝路海

运”平台的持续壮大，促使物流资

源、商业讯息、金融资本等诸多产

业要素汇集，广泛吸纳各类型主

体参与。例如，2020年 7月，联合

国气候行动峰会“零排放联盟”成

员、国际集装箱航运巨鳄韩国现

代商船公司正式加入“丝路海运”

平台；波兰格但斯克港务局于

2020 年 10 月与“丝路海运”平台

达成合作，对中国国际物流供应

链转型起到良好推动作用。

（三）平台物流技术显著提升

一方面，港口作业技术显著提

升，实现物流减排增效。据东方财

富网统计结果显示，在精准窗口对

接、无人运输平台与港口信息化的

加持下，“丝路海运”航运业务效

率增幅达到 5%，航运船舶在港停

靠时间缩短了 10%，经港货运检查

验收效率提升 20%，极大降低了时

间成本。据第一财经报道，2020年

7月，“丝路海运”平台成功运用

“出口直装”技术完成智能装船作

业，使货物从集装箱进场到装船

耗时仅需 43分钟，显著提升港口

作业效能。另一方面，运作管理技

术显著优化，实现物流流程优化。

据悉，2020年 7月，“丝路海运”平

台从集装箱交接、物流提货单投

放与港口费用结算等方面，提出

全面智能化改造战略，预计在

2021年底完成。该改造工程将实

现“丝路海运”业务全流程线上开

展，物流提货单投入无纸化试点，

且港口费用结算开通电子结算方

式、开通“蓝色公路”快捷处理路

径，为中国国际物流转型形塑技

术加码。

二、“丝路海运”推动中国

国际物流供应链转型面临的制

约要素

（一）基建配置低效

1.港口建设冗余。在“丝路海

运”推动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港口基础设施重复

建设导致航运资源利用存在极大

浪费现象。这不仅与减碳控排目

标背道而驰，也阻滞中国国际物

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进程。根据

国际航运行业标准规定，等级相

同、运力规模相近的航运港口至

少应保持 200公里以上间隔。但目

前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岸线上每隔

50公里便存在一个运量级规模相

近的港口，导致区域内部港口运

营存在闲置状况，降低中国国际物

流供应链运作效率。中国远洋海

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立荣表

示，在港口产能重复建设、低效经

营状态下，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

面临极大阻碍因素，使得“丝路海

运”难以对中国国际物流数字化

转型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2. 泊位配置低下。中国航运

产业内部缺乏垂直化、专业化的

大规模深水泊位，使得国际大型

货运需求得不到有效供给。以中

国大连港为例，该港 5万吨级以上

的深水泊位仅有 9个。但该港所需

对接的国际大宗货物中，超过 5万

吨级的货物占据主流并日趋增多，

这导致深水泊位不足问题进一步

凸显。据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截

至 2020年初，全国 1-3万吨级泊

位数量为 859个，在全国泊位总量

中占比 34.09%；3-5万吨级泊位数

量为 421 个，在总量中占比

16.71%；5-10 万吨级泊位数量为

822个，在总量中占比 32.62%；10

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为 418个，

在总量中仅占 16.59%。且在中国

万吨级及以上泊位中，专业化泊

位为 1332个，占比仅为 58.0%，泊

位的专业化与垂直化水平严重不

足。国内泊位配置低下问题导致

国内外货物流转缺乏有力硬件支

持，进一步削弱了“丝路海运”对

国际物流供应链转型的推动效

应。

（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

物流企业匮乏

一方面，中国物流企业在国际

业务开展中占比较小。据上海国

际航运研究中心发布数据显示，

在当前世界港口物流产业份额

中 ，OCEAN Alliance、THE Al-

liance 和“2M+ 现代商船”呈现三

大巨头“鼎立”局面，中国航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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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占比较小。截至 2020年，三家企

业在亚欧航线运营中包揽了 85%

运力，在亚洲－美洲航线运营中

的运力占比也达 82%。而中国物流

企业却在相关业务中占比极小，难

以为国际物流供应链提供转型助

力。另一方面，中国物流企业经营

能力滞后。物流企业自身经营能

力决定其能否在国际物流供应链

转型中占得先机。但据 2018 年

《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报告》显

示，中国在全球物流指数排名中

处于第 26位。与沿线国家相比，中

国物流经营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但

较之于发达国家仍有极大差距。

且在近 300家国内现有从事国际

海运业务的航运企业中，只有中

海集团、中远航运几家公司在国际

物流业务中勉强占有一席之地。

其余企业均受限于自身经营能力

不足，难以借力“丝路海运”将国

际物流行业转型发展推向纵深。

（三）航线运价整体偏高

从集装箱价格来看，根据上海

航交所统计发布数据，中国出口集

装箱运价指数（CCFI）从 2019年的

897.53 升至 2021 年的 1658.58，

达到近二十年来的历史最高值。

从货仓价格来看，据波罗的海每

日运价指数（FBX）显示，2021年 1

月 15日，从中国港口出发运抵欧

洲的货仓价位已经飙升至每 TEU

7701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2095美

元上涨 268%。相比于运价指数的

一路攀升，一线贸易流转中航运

运价涨幅更为巨大。从实际航运

价格上看，中国至美英西葡等外

贸大国的货运成本一度上涨至原

先的 5-6倍，部分特殊交易情况下

甚至达到 8倍。以中国航运平台

“运去哪”发布的航运价格为例，

一个标准尺寸 40尺高柜的交易价

格约在 2千美元上下浮动。但在

2020年，同等规模高柜在诸多货

运港口中的交易价格接近 1.5万

美元。据中新网报道，2021年 1月

15日，上海港发出至欧洲的货柜

价格已达 1.6万美元，创下历史新

高。航运产业价格的大幅上涨导

致国际物流供应链中实体企业成

本大幅增加，使得“丝路海运”难

以在碳中和目标加持下，对国际物

流供应链转型进程带来更多利好。

（四）港口经营环境不佳

1.港口内耗严重。近年来，大

量港口在同质化影响下，难以有效

发挥集群效应，甚至出现诸多经营

违规问题，在加剧碳排放的同时不

利于国际物流供应链转型升级。

以中国长江三角洲为例，在该区

域现存 7大对外口岸中，内河口岸

约有 20个。部分港口在内耗环境

与利益驱使下，非法占用海岸、私

设码头泊位，导致该区域港口无

法联动发展，影响国际物流畅通运

作。据湖北省交通运输部门清查

结果显示，长江干线无证码头达

477 个，在所有码头数量中占比

41.3%，非法占用长达 56公里的长

江岸线。另据中国江西网报道，

2018年，江西瑞昌港区被执法机

关因违规经营，拆除 24个码头与

27个泊位。可见，在港口无序扩

张、内耗严重背景下，港口集群陷

入恶性竞争。各港口为扩大自身

经济利益，屡屡违规经营，致使行

业行为失范，对于碳中和目标下

“丝路海运”推动国际物流供应链

转型发展造成阻碍。

2.港口垄断问题突出。港口经

营中日益凸显的垄断现象导致行

业“马太效应”明显，港口集群内

部分化严重。国家发改委会同交

通部对上海港与天津港，以及地处

青岛和宁波等地的 39个港口进行

调查后发现：第一，部分港口群对

货运船舶停靠存在排外现象，优

先安排自营货船装卸作业，造成其

他航运公司的货船运输船期延误、

耗能增加，导致物流企业遭受严重

经济损失。第二，部分港口企业限

定货船企业必须使用该港口提供

的船只代理、理货拖轮等服务，在

与货船企业进行交易过程中强制

其接受过度服务、签署不竞争条

图 1 2020年亚欧航线国际航运业务份额

数据来源：Alphaliner航运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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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等一系列交易条件。在垄断经

营之下，诸多港口群出现“赢者通

吃、一家独大”的现象，严重冲击

物流行业经营秩序。这些垄断经

营行径阻碍了合理的市场竞争，

破坏航运产业营商环境，导致

“丝路海运”在减碳降排理念下

推动国际物流供应链转型发展难

度不断增加。

三、几点创新路径

（一）新基建项目扩充航运“新

供给”

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2021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要加快 5G网络、大数据中心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减碳降排与

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转型增添新

的动能。随着“丝路海运”建设持

续推进、碳中和工作不断深化，新

基建作为信息时代智能化“超车”

的关键部署，成为中国国际物流

供应链整合转型、综合提升的重

要内容。故物流企业应大力推进

“碳友好”型新基建项目建设，促进

国际物流供应链转型升级。企业

可借力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

互联网推广电子凭据的常态化场

景使用，减少对于纸质材料的依

赖，在拉升信息传递效能的同时，

降低碳排放。同时，航运物流企业

应借助于新基建优势，持续迭代能

源获取模式，在生物燃料、LNG燃

料加注、燃料电池等新能源领域

积极探索，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和

减排方案的开发和应用，力争实现

物流环节碳中和“新供给”。例如，

2021年 4月，中化石油有限公司

的 ISLAND SPLENDOR 轮完成碳中

和航行，这也是国内第一次油轮

航次碳中和成功实践。

（二）“放管服”政策盘活航运

“新企业”

2021年 3月 11日，李克强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要

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活跃市

场主体。在聚焦碳中和目标、推动

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转型发展进

程中，行政力量的引导与扶持不

可或缺。故此，针对缺少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问题，航运

监管部门应深入落实“放管服”政

策改革，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为

中国国际物流企业发展提供良好

政策环境。第一，在碳中和视域

下，行政监管部门应在航运产业管

理上深入落实“放管服”政策，有

针对性地对绿色低碳交通进行政

策倾斜，推动形成低碳交通运输

结构。第二，市场建设作为现代航

运物流体系的根基所在，应当在行

政管理实践中被放在突出位置。

特别针对违法违规经营、双高运

输排放方面，行政监管部门应进

行严厉查处，为航运企业提供规范

化监管。第三，行政部门应以加快

实现碳中和目标为根本、以物流企

业信用为核心，设立航运产业市场

监管体系，发挥自身在组织范畴的

优势，逐步化解港口之间冲突，进

而引导多元主体共同营建透明、

共赢、可持续的市场经营环境。

（三）“5G+”港口运作落实航

运“新技术”

2020 年 5 月，“丝路海运”平

台厦门港完成了 5G智慧港口的全

流程业务验收，这标志着中国航用

5G 突破理论研讨与模拟实验阶

段，正式投入业务实践。以此为基

础，港口可创新“5G+”港口运作模

式，在提升航运作业效率的同时，

缩减国际物流运作成本、降低碳排

放量，利于早日达成碳中和目标。

第一，深化“5G+”智能化泊位管理。

在碳中和目标下，港口管理部门应

摒弃传统泊位管理方式，通过智能

算法，进行码头吞吐量计算与船舶

滞港时间预判，再对生成的流转信

息进行集成化分层管理与分类运

作。此举既降低港口经营管理成

本，也减少环境成本。第二，实施

“5G+”无人化集卡调度。在港口现

有自动化调度系统运作下，管理部

门应实时收集港口作业现行指令

与数据，对调配作业流程节点的

优先级进行排序。另外，针对碳中

和目标下的节能减排目标，港口应

开展智慧化仓储资源配置与港内

最优路径规划，降低人力成本的

同时提升国际物流运输能效，由

此控制能源消耗，促使“丝路海

运”辐射下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健

转型。

（四）“海上丝绸之路”物流核

心区建构航运“新环境”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

想自提出以来，对国际资源、国际

贸易、国际物流等领域发展带来

重大利好。在碳中和目标的指引

下，“丝路海运”平台辐射下的中

国物流行业应借助这一机遇，构

建“海上丝绸之路”物流核心区，

凸显港口行业集群效应，降低行

业内耗、整合行业资源、减少产业

排放，促进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

转型升级。其一，港口企业可发挥

自身复合型职能资源，与所在地市

行政单位、航运产业科研机构、同

行业内上下游企业强强联手，谋

求更高效益与更低能耗，形成“海

上丝绸之路”物流核心区。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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