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对港口结构性产能过剩

对接“新丝路” 宁波港破货源之困

本报记者 官平 周文天

过去，由宁波港出口的货物主要来自浙江省内，比如打火机，皮鞋、服装、家具等；现在，江西、陕西、甘肃甚至新疆等地货物，包括电解铝、葡萄干、棉花、太阳能组件……也从宁波港“出海”。

这主要得益于宁波港在海铁联运方面的深度拓展和集装箱干线航班的密集开通。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面对国际航运业仍然低迷、全国港口结构性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为了“喂饱”港口，宁波港紧盯市场变化，不断向陆上丝绸之路开拓腹地，投资建立“无水港”，开发新货源，挖掘新客户，并在今年上半年创出货物与集装箱吞吐量历史新高，探索出了一条港口突围之路。

统计显示，2014上半年，中国沿海及内河港口完成吞吐量增幅双双回落，而宁波港货物与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完成2.65亿吨、930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9.5%和12.5%，两项增幅位居全国主要港口首位。

海铁联运揽活“新丝路”

6月初的一个清晨，艳阳高照，一列载满货物从新疆乌鲁木齐驶来的火车，缓缓进入宁波港北仑港区。 连接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今年1月底，宁波至新疆的海铁联运双向班列开通，实现了来去箱内都装货的100%双重运输模式。

宁波至新疆班列只是宁波港海铁联运的一个缩影。 2009年3月，宁波—义乌集装箱班列开通，这是宁波港口首次开通集装箱班列，标志着宁波港口海铁联运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随后，宁波至台州、金华、绍兴、衢州及省外的南昌、上饶、鹰潭、景德镇、萍乡、新余、西安、襄阳等地班列陆续开通，宁波至华东地区集装箱海铁联运通道还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示范项目之一，海铁联运逐渐成为宁波港集装箱运输的亮点。

所谓海铁联运，就是将运输量都比较大的海运和铁路运输结合起来，增加港口运能和提高货物集散效率。 截至6月底，今年上半年宁波港“海铁联运”箱量完成5.8万标准箱，增速达到17.4%，成为海铁联运南方第一大港。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研究员秦诗立认为，随着上海港长江战略和自贸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加上长江口三期疏浚完成带来的通过能力大提升，江苏沿江港口群发展正迎来巨大新机遇。 相对而言，宁波—舟山港等浙江港口亟待进一步完善港航物流业态和揽货能力，而海铁联运大发展无疑将是重点选项。 而且，随着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浙江需在全国进一步优化战略地位、增强服务全国能力，以宁波—舟山港为枢纽，以广大中西部地区乃至中亚、东南亚为腹地的海铁联运市场大拓展，无疑可成为重要抓手。

宁波市现代物流规划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室主任戴东生则建议，要利用宁波港口优势，加快宁波连通中西部的甬金铁路建设，支持海铁联运延伸到长江经济带和中西部地区，重点建设国家级海铁联运综合实验区，扩展港口腹地。

宁波市港航管理局数据显示，2013年宁波港海铁联运完成10.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6.6%，成为物流业务的大亮点。 事实上，宁波海铁联运发展战略2009年才启动，但发展迅速，2010年、2011年、2012年分别达2.8万、4.7万、5.95万标准箱，2013年的10.5万标准箱的规模已居我国前列，显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宁波港董秘蒋伟表示，过去从宁波港进出的集装箱，大多来自浙江省内。 尽管随着当地外贸经济发展，港口吞吐量逐年增长，可腹地偏小、箱源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 为能让港口吃得更饱，宁波港集团近几年一直努力打破地域局限，想方设法拓展腹地空间。

宁波港旗下一物流公司总经理方奕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该公司主要负责宁波港有关腹地的开发，2003年至2008年一直亏损经营，后在“双重甩挂”模式下找到了利润突破口。 所谓“双重甩挂”，主要指从内陆“无水港”到宁波港之间的陆路运输，实现重箱进港、重箱出港，形成“重去重来”的模式，通过“重去重来”，能耗下降33%，物流成本也大大下降，效率却提升不少。

方奕指出，港口物流离不开“无水港”。 “无水港”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单看“无水港”的效益可能不怎么样，但它对腹地经济产生的辐射力很强。 目前公司在萧山、绍兴、柯桥、衢州、上饶、鹰潭、新余等地都是以“无水港”为节点进行腹地开发，充分利用“无水港”资源来做大物流。

“宁波港在省内的9个“无水港”和在省外的3个“无水港”，目前已成为宁波港开拓省内及周边区域腹地货源的12个“桥头堡”。 ”宁波港董事长徐华江介绍，上半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完成2．65亿吨，同比增长9．5％；集装箱吞吐量完成93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2．5％。 两项吞吐量增幅均位列国内沿海主要港口首位，实现了逆势上扬。

上半年，宁波港科学完善调整50多条集装箱国际航线，目前集装箱远洋干线达114条，航线总数达230条，推动着宁波港向“量质并重”转型升级。 宁波港积极提高码头装卸能力，苦炼“内功”，加快船舶周转，通过扩大水水中转业务，“港航”、“港港”合作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宁波港每15秒能装卸一个集装箱，保持着船舶全球挂靠港效率第一的位置。

积极对接“一路一带”

自年初以来，宁波港海铁联运“立足省内、深耕江西、开发三北”战略进展顺利，其中“开发三北”战略紧贴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新疆、陕西西安、甘肃兰州，取得突破性进展。 统计显示，宁波港与新疆、兰州、西安的海铁联运发展得红红火火，至7月底，今年以来完成箱量7400标准箱，是去年同期的近16倍。

关于宁波港对接和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自身优势，徐华江指出，宁波港处于沿海和长江“T”型交汇点，紧邻亚太国际主航道要冲，对内通过“长江经济带”连接中西部广阔腹地，对外可通过海上通道的互联互通，区位优势突出。 宁波港口条件非常突出，拥有330余座生产性泊位，其中万吨级以上大型深水泊位就有99座（5万吨级及以上深水泊位63座），是中国大陆大型和特大型深水泊位最多的港口。 2013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完成4.96亿吨，列世界港口前4位；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677万标准箱，排名世界港口前6位。 宁波港是东盟国家输往日韩、北美等地国际贸易货源的重要中转站，也是连接东南亚和日韩黄金航道的交通枢纽。

在谈到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具体思路时，徐华江表示，首先，我们积极配合浙江省、宁波市做好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相关前期工作，争取更多的开放政策；其次，完善浙江省港口联盟建设，加快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充分发挥“宁波―舟山港”的龙头作用，带动嘉兴、温州、台州等南北两翼港口快速发展，推进全省港口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增强浙江港口的整体竞争力。 第三，抢抓“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机遇，推进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互联互通，争取与东盟的一些港口建立友好港口关系，加强合作交流机制；争取公司下属的宁波远洋开通东南亚集装箱航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增强宁波港的国际竞争力。

徐华江还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了宁波港如何有效对接上海自贸区政策的思考。 他说，宁波港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参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争取承接上海自贸区在港航服务业领域、投资贸易领域等方面的有益辐射。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海关、国检等口岸监管部门合作，参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做法，积极争取国家海关总署、国检总局支持，不断改善宁波口岸服务环境。 宁波港还将持续密切关注自贸区的最新发展动向，积极探索、寻求公司在港口、航运、金融、投资等方面有效对接自贸区政策。

在谈到宁波港实施推动“宁波—舟山港”一体化方面的具体思路时，徐华江表示，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是浙江海洋经济核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浙江省“港航强省”和“港口联盟”战略的龙头工程，是构建“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的重要依托。 他介绍，近年来，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先后合资合作开发建设了舟山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衢山鼠浪湖铁矿石中转码头前期工程、六横凉潭岛武港码头等项目；同时，宁波港股份公司与舟山港股份公司互为发起人，实现了两公司间的资本合作，参股舟山港IPO。 下一步还将构建、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探讨宁波—舟山港发展战略、投资项目合作、航道建设等事宜，实现双方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徐华江指出，在结构转型方面，宁波港将围绕“强港工程”打造全球优秀的码头运营商和现代港口物流运营商目标，实现从本港向外港拓展、从数量规模型向综合质量型、从运输港向商贸物流港、从干线港向枢纽港发展转变。

关于多元化发展，徐华江表示，资本经营是企业的重要利润源，是保障码头和物流发展的重要举措。 下一步，宁波港将创新思路，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做强码头经营业，做大现代港口物流业，同时积极拓展资本经营业，促进“三大板块”高效互动、协调并进、融合发展，实现“三轮驱动”效益最大化。 同时，按照“新国九条”精神，公司将积极探索资本市场的市值管理、并购重组、再融资等相关业务，努力打造一个负责任的、优秀的上市公司。

徐华江认为，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要与金融资本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产业资本做大、做强。 他透露，宁波港与上港集团、人保等合作筹建的国内首家港航保险法人机构，目前正在报批之中。

转型调整迎行业拐点来临

近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连续上升，预示着全球经济活动有所好转。 7月底BDI指数收盘755点，而目前这个指数已达到1015点，重返千点大关口，市场信心逐渐恢复，航运业有望温和复苏。

数据显示，今年1-7月，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同比增长了18%，港口铁矿石库存从2013年最低时7000万吨的水平上升至1.1亿吨。 铁矿石有望继续推高海岬型船运价，海岬型船市场将持续好转并带动BDI回升。

而在7月份之前， BDI指数下跌趋势已经延续了5年。 股票市场上，港口航运板块近年来一直饱受“周期之痛”，多只股票价格“破净”，退市长油列由于业绩原因被迫退市。

但去年底开始，就有业内人士预计，今年该板块将迎来拐点。 因为随着世界经济增速加快、运量需求增加，船东控制运力投放并加大老旧船舶拆解力度，全球航运业供需状况将逐渐好转，港口航运业景气也将回升。

从23家港口航运上市公司披露的2013年年报来看，2013年是航运公司很难过的一年，多数上市公司经营惨淡，三家上市公司现首亏，扭亏为盈的公司大多也是依赖出售资产。 不过，业内普遍认为，最坏的时候或已经过去，港口航运业开始出现回暖信号。

随着自贸区和国企改革概念发酵，港口航运股表现活跃。 今年以来，Wind统计的20只港口股中，营口港股价涨幅累计超过116%，8只港口股股价累计涨幅超过10%，7只股票累计收跌。

相关机构监测数据显示，中国航运景气指数为93.87，较一季度微涨3.48点，仍处于不景气区间；中国航运信心指数为80.55点，再次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跌落至较为不景气区间；港口企业盈利状况大幅改善，中国港口景气指数达到109.79点，再次进入微景气区间。 业内普遍认为，2014年将是航运业缓慢复苏之年。

“港口航运”板块拐点真的来了？ 宁波港董秘蒋伟表示，2014年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业内企业的主动转型调整，不管是油运市场还是干散货市场，都相较去年同期好转。 预计今年全球运量需求将增长5.4%，新船完工交付1.15亿载重吨，老旧船舶拆解量为4500万载重吨，年底全球运力增长4.1%，运量增速超过运力投放。

“2014年航运公司自‘现金平衡点’过渡到‘盈亏平衡点’，部分航运公司将扭亏为盈。 ”蒋伟指出，近期航运产业链出现三个积极变化：新造船价格上涨推动船舶资产价值回升、经营性现金流由于运价抬升将得到改善、新兴国家汇率贬值间接驱动需求。

事实上，中国远洋已经大胆出手“抄底”。 中国远洋6月13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下属Prosperity Investment 2011 Limited作为买方，与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联合卖方，于6月13日签署了造船协议，约定由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为Prosperity Investment 2011 Limited建造、下水、配备及交付四艘6.4万吨灵便型散货船，协议船价为2828万美元/艘。 中国远洋表示，此次通过下属公司签署造船协议，旨在优化公司散货船队结构并提升船队的整体竞争能力。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航运需求的复苏，BDI止跌反弹，中国远洋在这个阶段进行船只的采购，正是航运业复苏的积极信号。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推进港口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港口将逐步由粗放型向效益型发展转变，到2020年，基本形成质量效益高、枢纽作用强、绿色安全、集约发展、高效便捷的现代港口服务体系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蒋伟认为，港口板块向来对主题性投资最为敏感，港口行业利好消息不断，有助于提升港口股估值水平。 此外，今年以来与港口板块投资相关的主题还包括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西部开发及丝绸之路、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后期在航运业复苏有迹象的同时，港口业应率先迎来新的发展红利。

■ 记者手记

走“新丝路”

要有新思路

□本报记者 官平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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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合称为“一带一路”，也被称

为“新丝绸之路”。 与之紧密相连的国内

沿海港口，均在积极制定规划，试图从

中谋求新的发展机会。

港口发展关键在腹地

翻开历史书和地图， 可以知道，古

代丝绸之路起始于汉代中国，是连接亚

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

线。 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

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跨越陇山

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

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

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

欧洲。 海上丝绸之路则以中国东南沿海

为起点，经东南亚、南亚、非洲，最后到

达欧洲。

不论是新丝路还是古代丝绸之路，

共同之处在于贸易繁荣，港口则从繁荣

中获得充裕货源。 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

丝绸之路，遥遥万里，最重要的环节之

一是交通。 要构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要把交通运输领域

放在重要位置。

对港口来讲同样如此。 要加快建

设交通基础设施， 以港口为战略支点

将各国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带串起来，

通过海上互联互通，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经济带；陆路方面，要加快完善

铁路运输网络， 使港口与内地真正实

现包括水路、陆路、海路三者“立体式”

互联互通。

港口发展程度与背靠的腹地经济

息息相关，腹地经济发展水平高，港口

就发展快，腹地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港

口发展也肯定受限。 从当前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来看，背靠长三角地区、珠三

角地区、 渤海湾地区三个区域的港口

发展相对较快，比如上海港、广州港、

天津港等。

打开服务半径靠铁路

面对“新丝路”，港口不能仅靠传统

腹地，在当前港口之间竞争“白热化”情

况下，货源拓展光靠传统腹地已经不现

实。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宁波、青岛、湛江

等地调研发现， 一些港口不仅 “走出

去”，还深入拓展腹地范围，把触角伸到

新疆、甘肃等西部地区，把服务半径极

大地打开了。

一些港口经营负责人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要真正拓展腹地，要打通陆

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必须

跟上，比如铁路进港，可以有效减少物

流成本。 这就意味着，海上运输要与铁

路运输相结合。 铁路一直是港口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但是以往港口与铁路一

直不能做到完美的衔接，使得不少港口

腹地拓展遇到瓶颈。

近年来， 随着铁路改革的深入，海

铁联运也在成为铁路运输与服务的重

心，尤其是随着高速铁路专线的开通和

运营， 为既有线释放了大量的运力，一

方面有政策的支持，一方面有铁路建设

做依托，海铁联运发展前景广阔。

以宁波港为例，今年

4

月

18

日，上饶

至宁波港“天天班列”正式开行，有效促

进了江西方向的货运量稳定和上饶“五

定班列”时效稳定。

1

至

6

月份，宁波港完

成江西方向到发海铁联运

1.54

万标准

箱，同比增长

22%

。 其中，上饶至宁波港

班列共开行

103

趟， 发运量为

5400

标准

箱。 如今，宁波港海铁联运已经从西安

延伸到了兰州和新疆，正式开启了宁波

港“一路一带”海铁联运通道建设。

以往货运列车经常要为客车让路，

较难保证按点发车和到站，全程运输时

间长。 随着“集装箱班列”的诞生，使港

口货物的运输更具有时效性，为港口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整点准时发车也有

效地消化了港口吞吐量，为港口货物流

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当前中国港口已经出现结构性产

能过剩，“吃不饱”现象突出。 怎么在竞

争中挖掘合作效益，也是发展“新丝路”

需要考虑的。 据了解，为完善省内港口

联盟建设， 加快推进宁波

-

舟山港一体

化，充分发挥“宁波―舟山港”的龙头作

用，带动嘉兴、温州、台州等南北两翼港

口快速发展，推进全省港口资源的有效

整合和利用，目前，宁波港与省内港口

已经形成了“紧密型”的港口联盟，增强

了浙江港口的整体竞争力。

转型调整迎行业拐点来临

近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BDI)连续上

升，预示着全球经济活动有所好转。 7月底BDI

指数收盘755点， 而目前这个指数已达到1015

点，重返千点大关口，市场信心逐渐恢复，航运

业有望温和复苏。

数据显示，今年1-7月，中国铁矿石进口量

同比增长了18%，港口铁矿石库存从2013年最

低时7000万吨的水平上升至1.1亿吨。铁矿石有

望继续推高海岬型船运价， 海岬型船市场将持

续好转并带动BDI回升。

而在7月份之前，BDI指数下跌趋势已经延

续了5年。 股票市场上，港口航运板块近年来一

直饱受“周期之痛” ，多只股票价格“破净” ，退

市长油列由于业绩原因被迫退市。

但去年底开始，就有业内人士预计，今年该

板块将迎来拐点。因为随着世界经济增速加快、

运量需求增加， 船东控制运力投放并加大老旧

船舶拆解力度， 全球航运业供需状况将逐渐好

转，港口航运业景气也将回升。

从23家港口航运上市公司披露的2013年

年报来看，2013年是航运公司很难过的一年，

多数上市公司经营惨淡，三家上市公司现首亏，

扭亏为盈的公司大多也是依赖出售资产。不过，

业内普遍认为，最坏的时候或已经过去，港口航

运业开始出现回暖信号。

随着自贸区和国企改革概念发酵，港口航运

股表现活跃。 今年以来，Wind统计的20只港口

股中，营口港股价涨幅累计超过116%，8只港口

股股价累计涨幅超过10%，7只股票累计收跌。

相关机构监测数据显示， 中国航运景气指

数为93.87，较一季度微涨3.48点，仍处于不景

气区间；中国航运信心指数为80.55点，再次出

现较大幅度下滑，跌落至较为不景气区间；港口

企业盈利状况大幅改善， 中国港口景气指数达

到109.79点，再次进入微景气区间。业内普遍认

为，2014年将是航运业缓慢复苏之年。

“港口航运”板块拐点真的来了？宁波港董

秘蒋伟表示，2014年以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行业内企业的主动转型调整， 不管是油运市场

还是干散货市场，都相较去年同期好转。预计今

年全球运量需求将增长5.4%， 新船完工交付

1.15亿载重吨， 老旧船舶拆解量为4500万载重

吨，年底全球运力增长4.1%，运量增速超过运

力投放。

“2014年航运公司自‘现金平衡点’ 过渡

到 ‘盈亏平衡点’ ， 部分航运公司将扭亏为

盈。 ” 蒋伟指出，近期航运产业链出现三个积极

变化：新造船价格上涨推动船舶资产价值回升、

经营性现金流由于运价抬升将得到改善、 新兴

国家汇率贬值间接驱动需求。

事实上，中国远洋已经大胆出手“抄底” 。

中国远洋6月13日晚间发布公告称， 公司下属

Prosperity� Investment� 2011� Limited作为

买方， 与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和中国船

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联合卖方， 于6月13

日签署了造船协议， 约定由中船黄埔文冲船舶

有限公司为 Prosperity� Investment� 2011�

Limited建造、下水、配备及交付四艘6.4万吨灵

便型散货船，协议船价为2828万美元/艘。 中国

远洋表示，此次通过下属公司签署造船协议，旨

在优化公司散货船队结构并提升船队的整体竞

争能力。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航运需求的复苏，

BDI止跌反弹， 中国远洋在这个阶段进行船只

的采购，正是航运业复苏的积极信号。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推进港口转型升

级的指导意见》提出，港口将逐步由粗放型向

效益型发展转变，到2020年，基本形成质量效

益高、枢纽作用强、绿色安全、集约发展、高效便

捷的现代港口服务体系,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蒋伟认为，港口板块向来对主题性投资

最为敏感，港口行业利好消息不断，有助于提升

港口股估值水平。此外，今年以来与港口板块投

资相关的主题还包括京津冀一体化、 长江经济

带建设、西部开发及丝绸之路、混合所有制改革

等，后期在航运业复苏有迹象的同时，港口业应

率先迎来新的发展红利。

应对港口结构性产能过剩

对接“新丝路” 宁波港破货源之困

□本报记者 官平 周文天

海铁联运揽活“新丝路”

6月初的一个清晨，艳阳高照，一列载满

货物从新疆乌鲁木齐驶来的火车， 缓缓进入

宁波港北仑港区。连接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今年1月底，宁波至新疆的海铁联运双向班列

开通，实现了来去箱内都装货的100%双重运

输模式。

宁波至新疆班列只是宁波港海铁联运的

一个缩影。 2009年3月，宁波—义乌集装箱班

列开通， 这是宁波港口首次开通集装箱班列，

标志着宁波港口海铁联运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随后，宁波至台州、金华、绍兴、衢州及省外的

南昌、上饶、鹰潭、景德镇、萍乡、新余、西安、襄

阳等地班列陆续开通，宁波至华东地区集装箱

海铁联运通道还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示范项目

之一，海铁联运逐渐成为宁波港集装箱运输的

亮点。

所谓海铁联运， 就是将运输量都比较大的

海运和铁路运输结合起来， 增加港口运能和提

高货物集散效率。 截至6月底，今年上半年宁波

港“海铁联运” 箱量完成5.8万标准箱，增速达

到17.4%，成为海铁联运南方第一大港。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研究员秦诗立认

为， 随着上海港长江战略和自贸区建设的深入

推进， 加上长江口三期疏浚完成带来的通过能

力大提升， 江苏沿江港口群发展正迎来巨大新

机遇。相对而言，宁波—舟山港等浙江港口亟待

进一步完善港航物流业态和揽货能力， 而海铁

联运大发展无疑将是重点选项。而且，随着长江

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实施， 浙江需在全国进一

步优化战略地位、增强服务全国能力，以宁波—

舟山港为枢纽，以广大中西部地区乃至中亚、东

南亚为腹地的海铁联运市场大拓展， 无疑可成

为重要抓手。

宁波市现代物流规划研究院综合运输研

究室主任戴东生则建议， 要利用宁波港口优

势， 加快宁波连通中西部的甬金铁路建设，支

持海铁联运延伸到长江经济带和中西部地区，

重点建设国家级海铁联运综合实验区，扩展港

口腹地。

宁波市港航管理局数据显示，2013年宁波

港海铁联运完成10.5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76.6%，成为物流业务的大亮点。 事实上，宁波

海铁联运发展战略2009年才启动， 但发展迅

速，2010年、2011年、2012年分别达2.8万、4.7

万、5.95万标准箱，2013年的10.5万标准箱的规

模已居我国前列，显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宁波港董秘蒋伟表示， 过去从宁波港进出

的集装箱，大多来自浙江省内。尽管随着当地外

贸经济发展， 港口吞吐量逐年增长， 可腹地偏

小、箱源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为能让港口吃得

更饱， 宁波港集团近几年一直努力打破地域局

限，想方设法拓展腹地空间。

宁波港旗下一物流公司总经理方奕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 该公司主要负责宁波港有关腹

地的开发，2003年至2008年一直亏损经营，后

在“双重甩挂”模式下找到了利润突破口。所谓

“双重甩挂” ，主要指从内陆“无水港” 到宁波

港之间的陆路运输，实现重箱进港、重箱出港，

形成“重去重来”的模式，通过“重去重来” ，能

耗下降33%，物流成本也大大下降，效率却提升

不少。

方奕指出， 港口物流离不开 “无水港” 。

“无水港”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单看“无水

港” 的效益可能不怎么样，但它对腹地经济产

生的辐射力很强。目前公司在萧山、绍兴、柯桥、

衢州、上饶、鹰潭、新余等地都是以“无水港”为

节点进行腹地开发，充分利用“无水港” 资源来

做大物流。

“宁波港在省内的9个“无水港” 和在省外

的3个“无水港” ，目前已成为宁波港开拓省内

及周边区域腹地货源的12个“桥头堡” 。 ” 宁波

港董事长徐华江介绍，上半年，宁波港货物吞吐

量完成2．65亿吨，同比增长9．5％；集装箱吞

吐量完成93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2．5％。 两

项吞吐量增幅均位列国内沿海主要港口首位，

实现了逆势上扬。

上半年，宁波港科学完善调整50多条集装

箱国际航线，目前集装箱远洋干线达114条，航

线总数达230条，推动着宁波港向“量质并重”

转型升级。宁波港积极提高码头装卸能力，苦炼

“内功” ，加快船舶周转，通过扩大水水中转业

务，“港航” 、“港港” 合作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

宁波港每15秒能装卸一个集装箱，保持着船舶

全球挂靠港效率第一的位置。

积极对接“一路一带”

自年初以来，宁波港海铁联运“立足省内、

深耕江西、开发三北” 战略进展顺利，其中“开

发三北” 战略紧贴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重

要节点———新疆、陕西西安、甘肃兰州，取得突

破性进展。 统计显示，宁波港与新疆、兰州、西安

的海铁联运发展得红红火火，至7月底，今年以

来完成箱量7400标准箱，是去年同期的近16倍。

关于宁波港对接和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战略的自身优势，徐华江指出，宁波港处于

沿海和长江“T” 型交汇点，紧邻亚太国际主航

道要冲，对内通过“长江经济带”连接中西部广

阔腹地，对外可通过海上通道的互联互通，区位

优势突出。 宁波港口条件非常突出，拥有330余

座生产性泊位， 其中万吨级以上大型深水泊位

就有99座（5万吨级及以上深水泊位63座），是

中国大陆大型和特大型深水泊位最多的港口。

2013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完成4.96亿吨，列世

界港口前4位；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677万标准

箱，排名世界港口前6位。 宁波港是东盟国家输

往日韩、北美等地国际贸易货源的重要中转站，

也是连接东南亚和日韩黄金航道的交通枢纽。

在谈到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

具体思路时，徐华江表示，首先，我们积极配合

浙江省、宁波市做好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先行区的相关前期工作，争取更多的开放政策；

其次，完善浙江省港口联盟建设，加快推进宁波

-舟山港一体化，充分发挥“宁波―舟山港” 的

龙头作用，带动嘉兴、温州、台州等南北两翼港

口快速发展， 推进全省港口资源的有效整合和

利用，增强浙江港口的整体竞争力。 第三，抢抓

“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机遇，推进与“海上丝绸

之路” 沿线港口互联互通，争取与东盟的一些

港口建立友好港口关系，加强合作交流机制；争

取公司下属的宁波远洋开通东南亚集装箱航

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海上丝绸之

路” ，增强宁波港的国际竞争力。

徐华江还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了宁波港

如何有效对接上海自贸区政策的思考。他说，宁

波港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积极参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争取承接上

海自贸区在港航服务业领域、 投资贸易领域等

方面的有益辐射。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海关、国

检等口岸监管部门合作， 参照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有关做法，积极争取国家海关总署、国检总

局支持，不断改善宁波口岸服务环境。宁波港还

将持续密切关注自贸区的最新发展动向， 积极

探索、寻求公司在港口、航运、金融、投资等方面

有效对接自贸区政策。

在谈到宁波港实施推动“宁波—舟山港”

一体化方面的具体思路时，徐华江表示，宁波—

舟山港一体化发展是浙江海洋经济核心区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浙江省“港航强省” 和“港口联

盟” 战略的龙头工程，是构建“三位一体” 港航

物流服务体系的重要依托。 他介绍，近年来，宁

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先后合资合作开发建设了舟山金塘大浦口集装

箱码头、衢山鼠浪湖铁矿石中转码头前期工程、

六横凉潭岛武港码头等项目；同时，宁波港股份

公司与舟山港股份公司互为发起人， 实现了两

公司间的资本合作，参股舟山港IPO。 下一步还

将构建、 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探讨宁

波—舟山港发展战略、投资项目合作、航道建设

等事宜，实现双方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和共同发展。

徐华江指出，在结构转型方面，宁波港将围

绕“强港工程” 打造全球优秀的码头运营商和

现代港口物流运营商目标， 实现从本港向外港

拓展、从数量规模型向综合质量型、从运输港向

商贸物流港、从干线港向枢纽港发展转变。

关于多元化发展，徐华江表示，资本经营是

企业的重要利润源， 是保障码头和物流发展的

重要举措。 下一步，宁波港将创新思路，优化产

业结构，进一步做强码头经营业，做大现代港口

物流业，同时积极拓展资本经营业，促进“三大

板块” 高效互动、协调并进、融合发展，实现“三

轮驱动” 效益最大化。 同时，按照“新国九条”

精神，公司将积极探索资本市场的市值管理、并

购重组、再融资等相关业务，努力打造一个负责

任的、优秀的上市公司。

徐华江认为，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

须要与金融资本很好地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把

产业资本做大、做强。 他透露，宁波港与上港集

团、 人保等合作筹建的国内首家港航保险法人

机构，目前正在报批之中。

过去， 由宁波港出口的货物主要来自浙江省

内，比如打火机，皮鞋、服装、家具等；现在，江西、

陕西、甘肃甚至新疆等地货物，包括电解铝、葡萄

干、棉花、太阳能组件……也从宁波港“出海” 。

这主要得益于宁波港在海铁联运方面的深度

拓展和集装箱干线航班的密集开通。 中国证券报

记者调研发现，面对国际航运业仍然低迷、全国港

口结构性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 为了 “喂饱” 港

口，宁波港紧盯市场变化，不断向陆上丝绸之路开

拓腹地，投资建立“无水港” ，开发新货源，挖掘新

客户， 并在今年上半年创出货物与集装箱吞吐量

历史新高，探索出了一条港口突围之路。

统计显示，2014上半年， 中国沿海及内河港

口完成吞吐量增幅双双回落， 而宁波港货物与集

装箱吞吐量分别完成2.65亿吨、930万标准箱，同

比分别增长9.5%和12.5%，两项增幅位居全国主

要港口首位。

全球最大集装箱船挂靠宁波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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