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伊始，湖北省政府正式批复了
《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总体规划》，明确
了航运中心发展将重点攻坚“八大主要任
务”，其中就包括了建设以长江干线为主轴
的黄金水道、构建武汉港等主要港口的集
疏运网络、发展铁水联运和江海直达为主
的多式联运、推进航运服务业发展等。

目前的多式联运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尚不相适应，其原因之一
就是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衔接不够顺畅。以
阳逻港为例，眼下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集疏
运体系尚不完善，沟通主城的汉施公路不

堪重负，沿江平江路客、货运混杂，江北快
速路建设滞后，垂江道路仅有 4 条，铁水联
运“最后一公里”还没能解决。多式联运转
运装备、场站设施设备、运营服务及信息化
等关键环节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多式联运发展速度和效率，为此，
长江新丝路公司将加快搭建“互联网+”智
慧物流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全程物流运营
效率。

长江新丝路公司将“互联网+”智慧物
流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作为今年公司建设发
展的重点工作，计划总投资 2 亿元，实现各

方信息数据有效对接，对接武汉航交所、电
子口岸“单一窗口”等行业主管部门和港航
市场运营主体，积极打造“互联网+”智能
平台；构建柔性供应链云平台，通过船舶统
一申报系统、订舱订车服务系统和报关报
检系统对接各业务单位数据，为综合物流
个性化定制解决方案等相关业务联通奠定
基础；搭建供应链管理基础信息系统，完成
平台整体架构设计、综合物流供应链管理
数据库建设、构建柔性供应链云平台挥调
度系统基础网络支撑平台，搭建覆盖阳逻
港、花山港、金口港和铁水联运、海关监管

中心等重点港区、物流站场的可视化系统
（一期），筹建信息化专业公司。

如今，三大航运中心的建设正如火如
荼，与“龙头”上海、“龙尾”重庆相比，武汉
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的步伐也正在加
速。

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及
《“十三五”长江经济带港口多式联运建设
实施方案》等一系列上层规划、政策的深入
实施，以水运为核心，直通内陆、连接世界
的长江多式联运发展将迎来更加广阔、更
具活力的前景。

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在阳逻
地区规划建设多式联运核心区，提升多种
运输方式连通、集成能力”，“建设两中心、
两枢纽（全国性铁路路网中心、长江中游航
运中心、中部门户枢纽机场和国家多式联
运枢纽）”。湖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强调

“打造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加快武汉新
港等港口建设，促进港产城一体化，发展多
式联运，提高通江达海运输能力”。作为国
家多式联运中心试点城市，武汉正在积极
布局与规划，力争形成陆运、航运、空运等
一体的多式联运枢纽，进一步提升武汉全
国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

为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运输潜能，
武汉重点发展水水、水铁、水陆联运。武汉
港以阳逻港成熟的航线发展水铁公联运，
主要由中远、中外运、华航等企业组织实
施；以金口、沌口发展商品车滚装多式联
运，由安吉物流和中国外运长航集团运营，
常年为神龙、东本、通用、江汽、一汽、小
康、力帆、长安等货主单位提供安全、优质、
经济、快捷的整车及零部件物流服务，年商
品车转运能力达 40万辆，主要航线为汉渝
线（武汉—重庆） 、汉申线（武汉—上海） 、
渝申线（重 庆 — 上 海） 。另外，“江海直
达”、“泸汉台”“东盟四国”以及“日韩快

班”等远洋航线也日益成熟，增长迅速。
依托武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汉口北、

舵落口和大花岭等站场设施，发展公铁、水
铁、水公铁联运，重点发展国际、国内铁路
货运班列。武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是铁道
部批准建设的 18 个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之
一。中心站根据功能设有一关两检、堆存
区、仓储区、修箱区及不同箱类专区。中心
站与武康线吴家山车站接轨，经武康、京广
铁路通达全国，辐射世界。

“汉新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途经郑
州、乌鲁木齐，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
俄罗斯，抵达波兰罗兹市，全程运行 15 天，

比现有海运方式运输时间节省一半以上，
开行了马拉舍维奇（波兰）、巴维列茨卡娅
（俄罗斯）、吉普扎克（土库曼斯坦） 的国际
班列。富士康发往欧洲电子产品、东风汽
车公司发往俄罗斯汽车整车、麻城地区石
材与长飞光缆光纤等武汉出口产品通过公
铁联运到欧洲。

天河机场是我国公共航空运输体系确
定的全国 8 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已开
通 41 条国际和地区航线，另外，还开通了
友和道通运营的武汉至哈萨克斯坦、武汉
至新德里全货机航线，重点发展快递、快件
和货物航空多式联运。

201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武汉新
港时强调“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分发挥
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
道”。随即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进长
江经济带战略，提出加快上海、武汉、重庆
三大航运中心建设，确定了武汉长江中游
航运中心在长江沿线战略支点地位。

武汉港发集团以发展铁水联运作为加
快航运中心建设的突破口，加快统筹优
化、分层布局、协调建设城市多式联运枢
纽场站，促进资源集约利用。 2016 年 6 月
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申
报的武汉集装箱铁水联运工程入选国家
级首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70 亿元，并交由港发集团牵头实施。在中
国铁路武汉局、武汉港发集团、华能阳逻
电厂主要领导的协调推进下，经多方 3 个
月的努力，现已完成铁路专用线资质办

理、三方协议签署、场站硬件完善、运营设
备进驻、市场货源组织等具体工作，阳逻
港集装箱铁水联运一期具备正常化运营
条件。铁水联运一期工程实现了铁路贯
通集装箱港区的零突破，航运向东入海、
班列向西入欧，赋予阳逻国际港以衔接

“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最佳
结合点”的新定位。

作为武汉港发集团多式联运经营人和
阳逻港集装箱铁水联运一期场站的主体运
营人，长江新丝路公司积极形成长江中游
航运中心服务支撑保障平台新优势，夯实
基础实现铁水联运正常化优质化运营，协
同武汉铁路局集团申请“滠口站—铁水联
运场站”专用线集装箱业务办理资质，并得
到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准许办理批复，有效
解决“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积极
与阳逻电厂会商铁路专用线的使用方案，

力争以国铁运输价格租赁铁路线，形成定
时发运机制，保障物流方案的时效性，满足
市场需求。长江新丝路公司还采用实体化
操作、平台化管理的模式，以铁路货站作业
指南为基础，制订作业流程标准与操作方
案体系，提供从货源组织，到铁路运输、水
路运输、公路运输，到货物交付全程一个合
同、一次托运、一单到底、一次收费、统一理
赔和全程标准化操作和一体化管理，形成
实际集装箱通过量乘以国铁线收费标准的
收费方式和“定时发运”机制，保障中转时
效性，充分发挥多式联运在物流降本增效
中的“利器”作用。

同时拓展物流贸易深入合作的深度与
广度。与深圳中海通合作：打造“东三省—
盘锦港—武汉港—云贵川（黄金水道）铁水
联运物流粮食大通道”，该粮食大通道已经
于 1 月 31 日开始开通，今年计划完成 0.7 万

标箱（20 万吨），先期每周一班列，后续“天
天班”常态化开行。预计未来年货运量突
破 1200 万吨。与中谷海运合作：打造“川
渝—武汉—上海”联运通道，2018年计划完
成 0.5 万标箱。与中铁伊通合作：共同打造

“日韩—上海—武汉—新疆—欧洲”国际货
运大通道，计划实现 0.3 万标箱。与安通控
股合作：打造宁夏、陕西地区大宗货物经武
汉发往上海大通道，2018 年计划实现 0.2 万
标箱。与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港航联盟成员
合作：共同推动跨区域港口、航运、物流、货
主、园区及信息平台等供应链上下游的企
业联动发展，“以线串珠”拓展与长江中游
航运中心港航联盟合作的新业务。目前我
们已与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港航联盟在内的
72家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2018年长
江新丝路公司计划运营铁水联运量 3 万标
箱，较 2017年 1.5万标箱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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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抢占长江物流转型升级鳌头
□ 全媒记者 鄢琦 记者 马日福

4 月 8 日 15 时许，装载
50 个标准集装箱食用油的
铁路货运班列从武汉阳逻港
场站发车，开往汉口北站进
行重新编组，走铁路向成都
城厢、陕西渭南进行分拨。

该批食用油于 3 月中旬
从福建泉州起运，通过海进
江走水路运抵阳逻港，预计
3天后运抵川陕目的地。

自3月 20日正式开启常
态化运营以来，阳逻港铁水
联运“天天班”已稳定运行
20天整。

1. 招标条件

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化工程（一期）交

通运输部建设项目已由交通运输部以交

水函﹝2017﹞52 号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

自中央预算内资金，武汉千代工程建设招

标代理有限公司受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

管理局委托，就项目中长江危化品运输安

全监管信息系统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工

程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合格的投标人参

加投标。

2. 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概况

在长江航务管理局建设部署长江危

化品运输安全监管信息系统，并研究编制

长江危化品运输安全监管部省数据交换

技术标准。

2.2 招标范围：本应用系统的软件开

发、系统集成、硬件设备购置安装及相关

技术标准编制等。

2.3 计划工期：12 个月。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营业执照要求：投标人必须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注册的、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业，具有软件开发、系统集

成等相关的营业范围；

3.2 业绩要求：近年内（2015 年～2017
年）至少承担过一个安全生产监管类似的

信息化项目（包含软件开发），合同金额

300 万元及以上，需提供合同等相关证明

文件；

3.3 资信要求：资信良好，近年（2015
年～2017 年）未因信誉问题受到相关管理

部门的正式处理；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方式。

5. 投标人登记

本项目开评标工作在武汉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进行，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前

应取得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CA 钥

匙 ，并 登 陆 武 汉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http://www.jy.whzbtb.com/）进 行 报 名 ；同 时

按《长江航务管理局系统建设项目进入地

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管理暂行办法》（长

航规〔2013〕130 号）（http://xyxt.cjhy.gov.cn/）
有关规定办理登记，并持相关原件进行现

场审核。

6. 招标文件的获取

6.1 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请持法人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资质证明复印件、

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2018 年 4 月 23 日（法定公休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00 时至

11:30 分（北京时间，下同），下午 14:00 时

至 16:30 分 , 在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经济

发展区宏图大道 33 号金银潭现代企业城

B1 栋 12 楼（武汉千代工程建设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购买招标文件。逾期停止出售

招标文件。

6.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为人民币 800
元整，售后不退。如需邮购的，请汇款至

如下账号，招标代理机构在收到 6.1 款规

定相关资料和汇款凭证后 1 日内以特快

专递方式邮寄，免邮寄费，有丢失或迟误，

概不负责。

单位名称：武汉千代工程建设招标代

理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421861206018010070672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花桥支行

7. 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00 时整，递交地点：武汉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定的开标室（地

址 ：武 汉 市 民 之 家 江 岸 区 金 桥 大 道 117
号）。

7.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8. 开标时间、地点

8.1 开标时间：2018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
00 时整。

8.2 开标地点：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确定的开标室（地址：武汉市民之家

江岸区金桥大道 117 号）。

9.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

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中

国 水 运 报 、武 汉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www.jy.whzbtb.com）以及交通运输部长江

航务管理局政府网（www.cjhy.gov.cn）上发

布。

10. 联系方式

招标人：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34 号

邮编：430014
联系人：唐霞

电话：027-82766715
传真：027-82766715
招标代理机构：武汉千代工程建设招

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经济发展

区宏图大道 33 号金银潭现代企业城 B1 栋

12 楼

联系人：王达

电话：027-82863226 027-82861556
传真：027-85563393
电子邮件：whnywy@vip.163.com

2018 年 4 月 16 日

1. 招标条件
长江海事局三峡库区应急避险区建设一

期工程已由交通运输部以交水函〔2014〕321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宜昌海事局，建设资金全部来自交通部专项
资金，招标代理机构为武汉千代工程建设招
标代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宜昌段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宜昌段建设规模：设置应急避险区 4 个，

其中，新建刘家坊、白水河、王家滩 3 处应急
停泊区，新建应楠木园 1 处应急冲滩区。配
套建设地牛、应急避险区标志牌等。

总平面布置
（一）应急停泊区。
刘家坊、白水河、王家滩 3 个应急停泊区

地牛分为 2 级设置，每级设置 3 个 450KN 地
牛；在每处应急停泊区设 1 座标志牌。

（二）应急冲滩区。
楠木园冲滩区斜坡道长度为 144m，宽为

30m，坡比不陡于为 1:8；斜坡道顶高程为 174.00m
（85国家高程基准，下同），底高程为 156.00m。

2.2 招标范围：
2.2.1 应急停泊区
刘家坊、白水河、王家滩三个应急停泊区

分别设置一个标志牌，6 个 450KN 的地牛。
2.2.2 应急冲滩区
楠木园应急冲滩区为一级斜坡道形式，

长度为 144m，宽度为 30m，设置一个标志牌、5
个地牛。冲滩区坡底高程为 156.0m，坡顶高
程为 174.0m。

2.3 计划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10日历天。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要求：
3.1.1 投标人必须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关法律设立的，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
式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公司；

3.1.2 投标人必须具备港口与航道工程施
工总承包企业三级及以上资质或港口与海岸
工程专业承包企业三级及以上资质；

3.1.3 投标人必须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
3.2 财 务 要 求 ：投 标 人 需 提 供 近 三 年

（2014 年～2016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且三
年不得连续亏损；

3.3 业 绩 要 求 ：近 三 年（2015 年 ～2017
年）承担过类似工程施工业绩；

3.4 信誉要求：企业近三年（2015 年～
2017 年）未受到省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批评，未有骗取中标等违规现象发生；

3.5 项目经理（建造师，下同）资格：
3.5.1 具有港口工程或类似专业二级及以

上建造师；
3.5.2 近三年（2015 年～2017 年）有承担类

似工程项目经理的业绩；
3.5.3 必须有只承担本招标项目一个工程

项目经理的承诺；
3.6 其他要求：必须有持证的安全员常

驻施工现场；
3.7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方式。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 ,请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2018 年 4 月 23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
节假日除外），上午 09:00 时至 11:30 分（北京
时间，下同）、下午 14:00 时至 16:30 分 , 并持法
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资质证书（副本）
复印件一套及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和
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单
位公章），在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经济发展区
宏图大道 33 号金银潭现代企业城 B1 栋 12 楼
（武汉千代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购买
招标文件。

5.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人民币 1000.00 元
整，逾期不售，售后不退。

5.3 如需邮购的，请汇款至如下账号，招
标代理机构在收到 5.1 款规定的相关资料及
汇款凭证后 1 日内以特快专递方式邮寄，邮
寄费免收，如有丢失或迟误，概不负责。

单位户名：武汉千代工程建设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421861206018010070672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花桥支行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

间，下同）为 2018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00 时整，
递交地点为开标现场。开标地点为：武汉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定的开标室（地址：武汉
市民之家江岸区金桥大道 117 号）。

6.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
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 开标时间、地点
7.1开标时间：2018年5月11日上午9:00时整。
7.2 开标地点：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确定的开标室（地址：武汉市民之家江岸区金
桥大道 117 号）。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

服 务 平 台（www.cebpubservice.com）、中 国 水 运
报、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www.jy.whzbtb.
com）、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政府网
（www.cjhy.gov.cn）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海
事局政府网 (www.cjmsa.gov.cn)上发布。

9. 投标人登记
按《长江航务管理局系统建设项目进入

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管理暂行办法》有关
规定执行。

10.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宜昌海事局
地址：宜昌市沿江大道 119 号
邮编：443000
联系人：杜月
电话：0717-6242920
传真：0717-6242920
招标代理机构：武汉千代工程建设招标

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经济发展区

宏图大道 33 号金银潭现代企业城 B1 栋 12 楼
邮编：430022
联系人：王达
电话：027-82863226
传真：027-85563393
电子邮件：whnywy@vip.163.com

2018 年 4 月 16 日

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化工程（一期）交通运输部建设项目
长江危化品运输安全监管信息系统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工程招标公告

长江海事局三峡库区应急避险区建设一期工程（宜昌段）招标公告

▷武汉阳逻港全景图。
楚天云图航拍中心 供图

△阳逻国际港具备衔接“一带一路”倡
议、长江经济带战略“最佳结合点”的新定
位。 湖北省港航管理局 供图

△襄阳—武汉—欧洲国际货运班列
开行。 王瑶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