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0 日，来自浙江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油品储运岗位的30名新员工，在中
化兴中石油转运（舟山）有限公司岙山
基地，完成了为期半年的油品储运技能
培训。图为参加培训员工协同进行油
轮靠泊作业。 应红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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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国家公路网命名

编号调整工作是深化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国家公路网整体服
务能力和水平、更好服务公众安全便捷出行
的重要措施。要从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的高
度，认真部署，周密安排，细化实化工作方
案，做好系统调整、路网协同和服务保障工
作，加强政策引导和风险评估，指导地方做
好相应工作，在实现全路网交通标识体系科
学合理、统一连续、清晰准确，为使用者提供
完整、准确、有效交通引导服务的同时，降低
对路网运行的影响，减少对社会公众出行的
干扰。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在京部领导，部总师，中央纪委驻交通

运输部纪检组有关同志出席会议。国家铁
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和部机关有
关司局及部属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切实加强和规范
港口工程建设管理
做好国家公路网
命名编号调整工作

1 月 11 日，记者在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江集团”）建设营
运的贵港港苏湾作业区码头看到，由贵港开
往珠三角的船舶往来如梭，码头上堆满了集
装箱，等待装卸的大货车在码头边排起了长
队，3 台吊机正向货轮上吊装货物和集装
箱，后方仓储物流园、进港公路项目也正在
加紧建设……

“作为西江黄金水道重点建设港口，苏
湾作业区朝着广西内河综合性示范港的目
标稳步迈进。”西江集团下属西江物流集团
董事长吕伟东向记者介绍，2017年西江集团
所辖港口吞吐量完成超过 900 万吨，实现港
口吞吐量增长过半。港口吞吐量从 2016 年
的 574 万吨到 2017 年的 953 万吨，这一串数
据不仅是量的突破，更是质的飞跃。

这是西江集团进行港口资源整合、实行
港口互动联合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标志着西
江集团物流产业整合取得了初步成效。

健全机制
打造现代化水运物流体系

“西江集团沿西江流域建设有百色港田
东祥周作业区、贵港港中心港区苏湾作业
区、梧州港临港经济区赤水港作业区等 14
个港口，实现开港运营 12 个，泊位 67 个，设
计年吞吐量达 2261 万吨；设有来宾市西江
现代仓储物流园、南宁物流园分公司等 2 个
物流园区。”西江集团副总经理宁武表示，为
加快构建西江现代水运物流体系、降低社会
物流成本、服务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西江
集团于 2017 年 9 月对西江集团水运物流产
业板块进行整合，成立了广西西江现代国际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江物流集
团 ”）专业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港口资
源。

西江物流集团成立后，通过完善港口公

司业务作业流程和基础管理制度，建立“六
化”业务标准，不断规范港口内部管理，提高
业务协同能力，提升港口服务水平，深化树
立打造西江集团港口品牌。

西江物流集团同时对西江集团 14 个港
口、2 个物流园区项目开展港口园区功能定
位调查，突出梧州港临港经济区赤水港作业
区、贵港港中心港区苏湾作业区等大港“承
东启西”促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的港口优
势功能，不断发挥“发展西江”中的主力军作
用；启动河池红渡作业区至来宾宾港作业区
生态自循环环线，不断发挥“绿色西江”中的
示范作用。通过“以大带小”、“以点带面”
等形式，建立形成西江内河港口有主轴支
撑、多个区域港口联动的良性互动港口发展
模式，不断树立西江港口一体化品牌。

2017 年 11 月 15 日，西江集团柳州西江
港务有限公司组织推进的鱼峰集团供应香
港机场第三跑道扩建工程矿粉水泥物流运
输项目实现顺利首航，该项目首批供货 20
万吨，项目船舶、物流运输及泊位协调由西
江集团下属柳州港务公司负责组织、相关子
公司协同推进完成，体现了西江集团物流板
块业务整合后，水运物流体系运行机制的高
效运转。

深挖市场
不断推进港口业务突破

2017年 11月，来宾市西江现代仓储物流
园来宾西江实业仓库作为广西糖网指定交
收仓、加多宝集团指定供货仓库，获得来宾
市唯一广西食糖仓储物流行业协会五星级
存储仓库。

同月，西江集团启动贵港西江投资公
司苏湾作业区、来宾市西江现代仓储物流
园 2 个仓储设施申报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工
作筹备工作，使港口园区仓库具备交割仓

资质。
“去年，西江集团不断加快盘活港口园

区资产，发挥港口带动作用，积极拓展港口
上下游产业链，发展以港口为枢纽的联运业
务，推进港口经济发展。”吕伟东向记者介绍
到，西江集团把港口繁荣与物流贸易业务、
港口物流园区发展结合起来，整合来宾市西
江现代仓储物流园、贵港西江投资公司苏湾
作业区仓库资源，不断培养港口腹地、物流
园区市场，其中，通过港园联动，不断提高港
口业务量。

同时，西江物流集团依托珠江—西江经
济带、西江黄金水道建设等政策发展优势，
以港口为载体，重点围绕“贸易 +物流 +金
融+信息系统”的模式，创新开拓供应链业
务，不断推进产业互联互通合作。

据介绍，西江物流集团通过开展全程物
流服务，通过“门对门”港口贸易拉动港口业
务量，百色港田东港区祥周作业区、河池港
红渡作业区通过氧化铝、水泥等贸易直接带
动港口吞吐量 15.5万吨；西江集团 2017年煤
炭“统购统运”业务完成量为 91.6万吨，通过
内河水路运输部分约 22.8 万吨，带动水运物
流业务产值约 570 万元，有效推动内河水运
物流业务发展，形成“物流促贸易，贸易强物
流”的良好发展格局，同时有效保障鱼峰集
团生产用煤，降低其用煤成本。

创新驱动
推动智慧西江物流发展

在抓好港口码头基础建设的同时，西江
集团不断整合运力，实现西江集团可控总运
力 27 万吨，实现集装箱定期班轮常态化运
行，并以创新技术为支撑，在节能减排上下
功夫，不断打造实现西江水运物流体系“天
网、地网、人网”三网融合，加快推进“智慧
西江物流”建设。

2017 年，12 月 19 日，广西西江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船闸运营管理分公司、广西西
江船闸运行调度中心（以 下 简 称“ 调 度 中
心”）在长洲船闸举行揭牌仪式。调度中心
投入使用后，可以实现长洲、桂平、贵港鱼
梁、那吉 5 个梯级 9 座船闸统一运行调度和
5个梯级 7座船闸集中监视、控制，并具备动
态展示西江集团管理的船闸、船舶航行等生
产大数据的功能。

为解决船闸运营管理低效的顽疾，西江
集团以智能过闸为目标，于 2016 年 12 月投
入试运行“西江集团船闸联合调度系统”和
新一代“船载北斗智能终端”。据了解，这是
该集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北斗导航技术以
及“互联网+”理念自主研发以解决梯级船
闸相互协调不畅、通行效率不高等问题的联
合调度系统。

目前，已有 408 艘船舶安装北斗智能终
端并自动缴费过闸，实现船舶水上“ETC”
（不停船自动缴费）智能过闸共 10560 次，为
打造“智慧西江”“绿色西江”“畅通西江”提
供了有力支撑，在“互联网+”水运业的发展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西江集团还致力开发建设西江集
装箱定期班轮常态化运行，2017年西江上游
共开通 8 条集装箱定期班轮航线，完成 673
个运营航次。西江物流集团 LNG 双燃料动
力船舶“兴桂 1062 号”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
正式投入运营，成为西江流域第一艘正式投
入运营的 LNG双燃料动力船舶。

下一步，西江集团将继续聚焦主业、深
耕主业，通过港口联运、内部协同，不断创新
港口运营模式，延长港口产业链条，加快港
口转型升级，推动绿色港口发展，推进智慧
西江港口建设，促进港口提质增效升级。

西江集团：握指成拳驶向“新蓝海”
□ 全媒记者 龙巍 通讯员 李昌松 卢春

1月 10日，安徽省马鞍山水上交通安全
检查站（以下简称“马鞍山检查站”）站长何
银乐，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登上停靠在码
头的“水阳江 1286”号船舶，倾听船员心声，
进一步提高海事服务水平。马鞍山检查站
自成立以来，秉承“服务船员、奉献社会”
的宗旨，通过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在广大
船员心目中逐步树立起一座丰碑。

2013年顺利实现转型发展后，不断深化
“徽舟船检、亲情服务”理念，想船员之所
想、急船员之所急，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发
展，逐步开辟出一条最能贴合水运发展实
际、最能体现自身价值、最能满足新时代船
员需求的发展之路。

让航行更安全

马鞍山检查站成立之初的首要任务是，
打击长江干线营运的“三无”船舶，维护水
运市场秩序，查补规费，确保国家财政收入
免遭损失，建立平安航道，维护水上交通安
全形势，推动水运经济安全发展。

从 1997 年至 2013 年，经过 16 年的不懈
努力，马鞍山检查站基本消除辖区内长江
干线上的“三无船舶”，做到了营运船舶持
证率 100%，共收缴规费近 4 亿元，确保了国
家规费应征不漏，共救助落水及困难船员
74 名，长江干线水上交通安全形势平稳；保
护了船员合法权益，营造出了公正公平的
水路运输环境，深受广大船员赞誉。

马鞍山检查站还通过开展联合执法活

动，协助公安、法院、检察院打击犯罪行为，
让心存幻想、企图躲避检查、逃缴规费的船
员不敢越雷池一步。

2009 年，成品油税费改革之后，马鞍山
顺利实现了转型发展。安徽省地方海事局
因势利导，授权马鞍山水上交通安全检查
站，对长江干线安徽籍营运船舶实行船舶
年度集中检验和船舶安检工作。马鞍山检
查站还作为安徽省地方海事局在全国设立
的 5个船舶集中检验点之一。

通过船舶靠站停泊、上船检查、邮寄证
书、提供政策征询等措施，为船员节约了时
间，为船舶公司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截至目前，马鞍山检查站共接受报检船
舶 8059艘，检验发证 7746艘；安检船舶 5617
艘次。

马鞍山检查站开展“上船头、登码头、
进企业”活动，广大船员对该站转型之后的
服务态度、服务举措、服务水平赞不绝口，
纷纷表示到马鞍山检查站办理船舶检验和
安检工作“省钱、省时、省心”，是船员的
服务站，是名副其实的“温暖港湾”。

让基础更扎实

2013年，交通运输部在全国海事系统推
行“三基三化”建设试点工作。马鞍山检查
站被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确定为安徽省交通
系统“三基三化”第一批建设试点单位。马
鞍山检查站以此为契机，狠抓职工素质教
育，实现执法队伍职业化。

通过强化学习，参加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统一组织的执法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实现
执法队伍持证上岗，资格适任；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实现执法站所标准化。通过加大
投入，完善执法装备，打造视觉标准化；细
化制度建设管理，实现管理制度规范化。

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发
展目标，对行政执法制度、单位内部管理制
度进行集中整理和完善，并装订成册，做到
依法行政和以规办事。通过“三基三化”建
设，马鞍山检查站进一步展现了新时代海
事队伍的素质和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推动
了为船员服务上台阶、上水平。

马鞍山检查站还强化党建工作，建立党
员示范岗，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马鞍山检查站根据安
徽省地方海事局党委部署，积极打造党支部
服务品牌。该检查站 3个党支部，结合自身
工作特色和所涉部门工作职责创建出了各
自服务品牌。做到发挥部门优势，进一步提
升为广大船员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以后，该站各
党支部积极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政
策精神。同时，以支部为单位，以船员流
动课堂为平台，给船员讲党课，提高广大
船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主动性和自觉
性。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工作报告，进
一步为船员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水
运经济的发展趋势，为广大船员指引前进
的路，鼓足干事的信心与决心。

让监管更高效

马鞍山检查站利用自身平台优势，创
新思维，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推动海事
监管水平改造升级。在站内设立了“船员
流动课堂”，旨在利用船员前来办事人员
相对集中的优势，对船员开展法律法规及
政策宣传，以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解决
船员的实际困难和现实诉求。通过面对面
沟通，使行政管理单位和执法相对人保持
接触“零距离”。

马鞍山检查站还免费为船员征订《中国
水运报》150 份，自主创办刊物《皖江海事之
窗》免费发放给广大船员阅览。为在就餐
时间前来办事的船员免费提供餐饮。夏季
高温，免费提供绿豆汤，开展上船头“送清
凉”活动。

另外，强化共建活动，共享执法资源。
与长江海事定期举行执法巡航、“保护母亲
河”环保巡航等；与水上公安等开展以“互
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对新时
代海事发展的影响为主题的交流活动；与
芜湖信息中心开展合作，为船员提供船舶
信息台的运用等知识宣传；同时，马鞍山检
查站站积极利用现代技术为日常执法服
务，及时将安徽省交通运输系统需要发布
的文件、政策等在第一时间传达到船员手
中。

服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通过持续不断的加大力度、创新方式、

推陈出新，马鞍山检查站一直走在一条正
确的发展道路上，广大船员对该站的满意
度越来越高，马鞍山检查站站正集中精力，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

“五位一体”全面布局，撸起袖子加油干，为
实现船员满意度百分百而继续努力！

打造皖江服务船员第一站
□ 全媒记者 鄢琦 记者 顾磊 特约记者 许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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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踏上建设交通强国新征程，我
们要继续大力弘扬和实践以“两路”精神为
代表的交通精神，甘当铺路石，敢为天下先，
不断增强责任意识、进取意识，敢于动真、敢
于碰硬，勇于承担、奋力先行。

要 拿 出 久 久 为 功 的 韧 劲 。 政 贵 有 恒 。
交通运输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靠的是我们
扎扎实实地努力、锲而不舍地奋斗。美好理
想不会从天而降，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
脚印去实践。把交通强国的美好蓝图变成
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扬钉钉子精神，
一锤一锤接着敲，一茬一茬接着干，在胜利
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
消沉不动摇，扎扎实实打牢基础，久久为功
推动发展，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我们这一代
交通人有幸身处黄金时期，肩负建设交通强
国的神圣使命，这是我们的无尚荣光。士不
可 以 不 弘 毅 ，任 重 而 道 远 。 让 我 们 振 奋 起
来、行动起来，以敢为人先、搏击潮头的干劲
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创造交通运输更加辉煌的未来！

以良好精神状态
奋力建设交通强国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陈俊
杰 通讯员 沈港航）近日，浙
江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关
于我省地方海事辖区推行普
通货船“多证联办”改革的通
知》，要求从 2018 年起，浙江
地方海事辖区在国内率先全
面实施普通货船“多证联办”
改革。据介绍，此举将使普
通货船证书从“法定的分时
序办理”转向“一次受理、协
同办理”，达到“一事、一窗、
一次”的改革效果。

据悉，2017 年，浙江地方
海事辖区的普通货船近 1 万
艘，运力总规模近 360 万总
吨，涉及航运企业 150 余家，
个体经营户 8 千余户。“长期
以来，船户因为申请材料多、
办理证照多、办结时间长，办
事十分麻烦。”浙江省港航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方
便船户，2017 年在“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推动下，浙江湖州
先试先行，推出了“六证联
办”的举措，设置一个窗口统
一受理《国籍证书》、《最低安
全配员证书》等六证申请，实
现了“一次性申请、一次性提
交、一次性核发”目标。此
次，浙江在湖州“六证联办”
经验基础上再度发力，推行
普通货船“多证联办”改革。

据悉，此次改革涉及普通
货船的《船舶检验证书簿》、
《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营
业运输证》等 6 种船舶证书，
《航行日志》、《垃圾记录簿》、
《船上污染应急计划》等 8 种
船舶文书，船舶法定检验证
书核发、船舶营业运输证配
发、船舶文书签注等 10 项权
力事项。

据介绍，此次改革推行点
单式服务，即申请人办理普
通货船证书时，区分新建、过
户、变更、延续、注销、补证以
及个体水路运输经营资质年
度核查和船舶年度检验等不同情形，可以
根据需要在清单里点单选择申请办理。

同时，改革还推行“一表申请”、“一套
材料”机制。即将原来的十张申请书合并
为一张普通货船“多证联办”申请书，共享
数据可自动采集填写，并通过打破信息孤
岛，打通“内外”、联通“上下”，对船舶数据
和材料进行“大瘦身”，办事材料从 95件减
少到 19件。

“一窗受理”、“一次送达”亦是此次改
革的亮点。

“内河航运航线长、船期紧、船舶回港
成本大。”浙江省港航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降低船户办事成本，提高工作效
率，此次改革整合市县窗口，申请人可登
录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提交申请，由申请
人所在地的港航管理机构办事窗口负责
统一受理，相关证书文书也可由所在地港
航管理机构通过邮政速递（EMS）一次性
寄送申请人。

此外，记者获悉，通过此次改革，各市
县、业务部门之间可依托浙江省港航综合
管理与服务平台等信息系统进行推送，实
现同步审核、协同办理。

“这一改革举措将大大缩短船户办理
期限，普通货船‘多证联办’的办理时限最
长为 15个工作日，个体水路运输经营资质
年度核查和船舶年度检验手续当场办
理。”浙江省港航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