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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煤南移工程提前半年投入运
营的背后，是建设者们汗水的凝聚。

东煤南移工程开工以来，日照
港集团统筹组织、挂图作战、责任
到人，想尽千方百计确保各项工作
见底到位、落地见效。

开工伊始，困难重重。施工现
场无水、无电，由于位置偏僻，甚至
连手机都没有信号。凛冽的寒风夹
杂着漫天黄沙，吹在脸上像刀割一
般。由于施工现场由吹填造陆形
成，测量员放线时陷入泥潭的事情
时有发生。

度过了最初的艰难时期，施工
的困难又日渐浮现。

东煤南移工程需要的碎石、强
夯料等用量巨大，供货商供货困
难。港湾公司石臼港区南区项目部
想方设法，通过屯料、使用开挖料

的方法，有效缓解了砂石料紧缺对
工期的影响。

翻车机房基槽侧壁挖掘遇到坚
硬岩石，成槽机无法凿除。南区项
目部集思广益，连续三天召开 10 余
场紧急会议，最终通过成槽机改造
破除了侧壁岩石。

皮带机所需托辊量大、型号多、
工艺复杂。船机公司港机公司合理
调配人员、周密制定计划，倒排工
期昼夜赶工，仅用一个月完成托辊
制作。

电缆铺设点多面广、变电站建
设工程量大。股份动力公司上下联
动，克服登高作业、封闭空间作业
等施工难题，为东煤南移工程提供
了坚强动力保障。

翻车机房是东煤南移陆上工程
的核心部位，也是控制工期的重心。

由于高压旋喷桩、地下连续墙等项目
都需要 24 小时连续施工，港湾公司
南区项目部和监理单位 24小时钉在
现场，凌晨到现场进行检测、验收是
常态。项目部管理人员放弃休假、全
员值守，即使前一天已经值守 24 小
时，第二天仍旧照常工作，很多人每
月工作 29天以上。

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东煤
南移工程的顺利投产运营和建设者
的担当作为、狠抓落实是分不开
的。

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相关负责
人表示，工程的投产为瓦日铁路扩
能上量和山西焦煤日照千万吨配煤
基地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并对推
动海龙湾综合开发，加快中央活力
区南端建设，促进港产城海融合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丹桂时节、共商油事。近日，第三届世界
油商大会在浙江省舟山市开幕，国内外油气大
咖云集于此。今年的大会，包括来自世界五百
强企业、世界石油和化工五十强企业的代表，
共 681 位嘉宾参会，国内外企业之多，到会外
嘉宾规格之高，都远超往年。

在大会举行的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共有
21 个项目签约，协议涉及总金额 567.6 亿元。
其中，产业项目 16 个，合作项目 1 个，协议涉
及总金额 336.6 亿元人民币；采购项目 4 个，协
议采购贸易金额 231亿元人民币。

通过大会，舟山释放出的信号愈加清晰
——不再满足于做全国第一大加油港，而是要
放眼全球，争做国际一流。

看齐顶尖加油港 努力寻求突破

浙江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仅仅两年多时
间，舟山便已是中国最大的“海上加油站”。
第三届世界油商上，浙江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成
果获得了国内外油气巨头的频频点赞。

今年 1 至 8 月，舟山油品贸易额 1923 亿
元，增长 33.5%，船用燃料油供应量 248 万吨，
增长 10.6%。舟山市副市长、浙江自贸试验
区管委会副主任韩峻介绍，保税燃料油加注
业务突飞猛进的背后，是浙江自贸试验区不
断加快建设的油气全产业链。目前，舟山已
经成为全国油气企业最集聚的地方，新增注
册油气企业 4797 家。

放眼国内，舟山在保税燃油加注领域，可
谓“一骑绝尘”。但若是与国际顶尖加油港相
比，差距却依旧巨大。以第一大船舶燃料油加
注港新加坡为例，去年新加坡船舶燃油销售量
高达 4980万吨，比舟山多 10倍有余。

“保税燃油加注，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业
务，比拼的是多方面综合素质。”韩峻举例道，
仅就燃料油价格而言，舟山的短板就格外明显
——之前，舟山通过各项改革举措，与新加坡
的燃料油价差曾一度缩小到每吨 5 美元；但这
段时间，受高硫油价格不稳定的影响，每吨的
价格差又回到了约 50美元。

“此外，油气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有着相
对固化的‘圈子’。”浙能集团董事长童亚辉在
大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舟山原本

“不产一滴油、不产一方气”，产业基础薄弱，
想要跻身世界顶尖供油港“俱乐部”自然不
易。要打破原有格局，除了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优势，舟山还需在
顶层设计和政策突破上下足功夫。

当然，赶超国际一流，舟山并非没有机会。10月 18日上午，海关
总署副署长张际文在主旨演讲中提到，在正常条件下，如今浙江自
贸试验区在保税燃料油通关效率上已领先新加坡，所需时间足足快
2小时。

可以相信，随着浙江自贸试验区改革举措不断向深向实，舟山将
赢下越来越多这样的单项竞赛。

改善营商环境 增加投资者信心

“浙江自贸试验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浙江向国内外投资者
开放油气市场。”在大会上，托克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Jeremy
Weir 这样说道。在他看来，自贸试验区释放出的积极信号和搭建的
开放平台，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者。

的确，浙江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除了自身大刀阔斧的改革，也离不
了国际油气巨头的参与。今年 1 至 8 月，自贸试验区新增油气企业
1987 家，同比增长 63.1%，并且全球排名前十的国际油气巨头已有 7
家落户于此。

不少来自国际油气巨头企业的参会嘉宾告诉记者，渴望更多地参
与舟山加油港的进一步发展。嘉能可集团有关负责人在主旨发言中
多次提及，他们希望和中国的油气企业在舟山开展更多领域的合
作。嘉能可愿意利用其在油气领域的专业能力，帮助舟山共建油气
全产业链，从而共享发展红利。事实上，嘉能可集团一早便已开始行
动，他们已与浙石油在舟山成立了合资公司，着手开展原油贸易等业
务。

“当然，要我们持续看好舟山自贸试验区，还需要舟山有更多实
际行动。”参会的某新能源财经亚太区及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负责人
Ashish Sethia 表示，浙江省、舟山市的政府都需要不断创新自贸区的
改革举措，才能增强国际投资者对这片投资热土的信心，从而继续
在此加大投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具体来说，舟山乃至浙江除了不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更要在
软环境上下功夫。”上海波罗的海航运公会中心总经理庄炜表示，以
新加坡为例，便是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将航运、油气产业作为当地支
柱产业来发展。因此，新加坡对油气产业发展的资金保障、政府部
门执行力以及对国际规则的理解力都要胜过舟山不少。对此，舟山
需要在服务和专业等方面不断发力，循序渐进地营造具有国际一流
水平的油气产业发展软环境。

“低硫油时代”到来 自贸试验区站上“风口”

在第三届油商大会上同时举行了 7 场平行论坛。其中，一场主
题为“低硫油转化期市场变化和船东选择”的论坛现场格外火爆，
座无虚席。论坛“一座难求”背后，是国际海事组织（IMO）规定，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将实施全球船舶燃油硫含量 0.5%的排放限制。

对于舟山来说，这或许是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重要契机。韩峻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低硫油时代”到来，中石化、中海油在长三
角地区的一些炼化厂的低硫油炼化产能将得以释放，浙江有机会改
变之前形成的传统高硫油价格的国际格局。“舟山口岸和国际顶尖
油港之间，巨大的燃料油价差或将因此被打破。”

然而，浙江自贸试验区要真正站上低硫油的“风口”，或许离不
开顶层设计的支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许琰在平行
论坛上指出，目前浙江自贸试验区正向国家争取低硫燃料油加注的
相应政策，已经到了关键阶段。“相信，这方面的政策突破只是时间
问题。”他颇有信心地说，目前对自贸试验区来说，要更多考虑的是，
一旦政策获得突破，如何将其尽快顺利落地。

缩短与国际顶尖油港的差距，浙江自贸试验区还瞄准了液化天
然气（LNG）领域。就在 18日上午的大会项目签约仪式上，韩峻与中
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总经理段彦修签订《中石化天然气六横 LNG 综
合利用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普陀区委副书记、六横管委会主任
徐炜波与浙江能源天然气集团董事长杨敬东签订《舟山六横液化天
然气接收站项目投资协议》。

就此，六横一口气将 2 个大型 LNG 接收站合作项目“纳入麾
下”。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局长徐全昌分析，这标志着舟山将
开启“北油南气”产业新格局，对于舟山完善油气全产业链、发展
LNG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嘉能可亚洲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衍生品交易负责人刘哲在大会的
发言中，也多次表示看好 LNG 产业看来。在他看来，此时加码布局
LNG 产业，可谓恰逢其时。经过几年的发展，浙江自贸试验区在布
局油气全产业链过程中，对于产业动向的把握越来越精准，这将有
助于舟山的加油服务加快跻身国际顶尖油港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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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堆场变身“金沙滩”
□ 全媒记者 杨柳 通讯员 贾宗杰 王光津

10 月 18 日，历经两年工程建

设，山东港口日照港东煤南移工

程 投 产 运 营 ，同 时 ，山 焦 销 售 日

照千万吨配煤基地开工奠基。预

计到 2020 年底,东煤南移工程全

部建成后，日照港年煤炭运输能

力将达到 5000 万吨。

北纬 36 度海岸线上，煤堆场

变身“金沙滩”，滩涂上建成现代

化绿色港口，随着东煤南移和海

龙 湾 工 程 落 地 生 根 、腾 笼 换 鸟 ，

日 照 港 正 助 力 日 照 打 造 生 态 之

城、活力之城……

为满足北煤南运和对外贸
易需求，1982 年 2 月 17 日，随着
炸礁填海的一声炮响，日照港主
体工程正式开工。 1986 年 5 月
20日，交通部公布日照港为一类
对外开放口岸，日照港石臼港区
也正式开港。

30 多年的发展，从东区煤码
头到 2大港区、66个泊位，山东港
口集团日照港货物吞吐量迅速跻
身全国沿海港口第七位。但城市
发展需要更加清洁的海岸线，产
业发展需要更加绿色的港口。港
口与城市如何协调、共生，成为
一个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2015年 1月，交通运输部、山
东省政府联合批复《日照港石臼
港区规划方案调整报告》，要求
彻底消除日照港石臼港区东作
业区的煤炭堆场散货堆存作业
对居民区环境质量、居民生活
的影响，成为实施东煤南移工程
的关键节点。

2017 年 10 月 17 日，日照港
东煤南移工程正式开工。工程
总投资 35 亿元，计划改造 3 个专
业化煤炭装船泊位，建设南区铁
路车场、翻车机及堆场等配套设
施，实现东区煤一期系统南移，
年吞吐量为 2500万吨；二期工程

完成后，可实现煤炭运输 5000万吨。
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0 年东煤南移工程结束后，靠近
主城区的石臼港区东区煤炭运输功能，
将搬迁到远离城区的石臼港区南区；来
自山西、兖州等地区的煤炭将直接由南
区进港，不再穿越城市居民区。此外，
该工程不仅决定着日照港石臼港区功
能布局和项目施工次序，更重要的是有
利于日照煤炭业务、港口岸线和土地资
源的全面转型升级。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彭玉生表示，东煤南移工程实施
后，将部分港口空间让给城市，使港城
矛盾得到改善。搬迁后日照港的煤码
头栈桥将作为工业遗存保留下来，使人
们切身感受到港口与工业、历史与文化
的发展脉络，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
工程案例。

此外，作为东煤南移的配套工程，
海龙湾是我国第一个“退港还海”的港
口岸线修复整治工程，目前已全部竣
工，修复岸线 1882 米，形成 46 万平方米
的“金沙滩”。优美的天际线、海岸线在
此交汇，海鸥、海龟在沙滩上觅食，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海龙湾正在成为新的城
市生态景观。

每一次变动，都伴随着机遇的
到来，日照港东煤南移工程也不例
外。日照港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东煤南移工程建设过程中，他们
加快技术革命步伐，在工程中突出

“创新、智能、环保、高效”，助力港
口升级换代。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主动
创新，他们广泛应用 3D 建模、码头
自动化等信息化新技术，将航道施
工与填海造陆相结合，节约沙石料
成本 2000 余万元；将设备搬迁与智
能化改造相结合，智能化水平提高
到 80%左右。

“东煤南移工程主要陆域由吹
填造陆形成，地质复杂、透水性强。
翻车机房距东侧挡浪墙不足 70 米，
水位在 0.7—4.2 米之间随潮汐周期
性变化。要保证翻车机房主体施
工，需要开挖一个 18 米深的基槽，
这就好比在海里建一座碉堡，施工
难度可想而知。”港湾公司南区项目
部经理赵坤说。对此，项目部大胆

应用地连墙施工工艺，形成厚 1 米、
宽 5.3米、深 27米的钢筋混凝土地下
连续墙体单元，通过 99 幅这样的墙
体形成一个封闭的整体，顺利攻克
东煤南移工程的最大难关。

坚持环保是日照港建设者们的
共同理念。为将工程建设中的灰尘
污染降到最低，工程建设者采用了泥
浆分离、吹填淤泥区真空预压、地面
排水回收、干雾降尘等技术。建成后
的煤炭作业系统，采用了堆场喷淋、
干雾降尘、地面排水回收、防风抑尘
和高大绿化带等环保技术，实现了港
口与城市和谐绿色发展，让城市形象
更加靓丽、城市品质更加高大上。

该工程建设也十分高效。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工程建设者仅用 4
天就完成了 159 台套供电设备进场
就位，78 天实现 3 条皮带机安装运
行，2019 年 10 月 3 日实现“重载”试
车一次成功，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

此外，日照港还自主开发了煤
炭堆存智慧方案；堆料机、皮带机实

现无人值守；取料机、翻车机司机至
少减半，每条作业线的装船机司机
由 3人减为 2人。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实施东区
煤炭业务往南区的转移和堆场的搬
迁，继续实施东区翻车机搬迁和专
业化堆场扩建等东煤南移二期工
程。同时，全力支持配合山西焦煤
日照千万吨配煤基地的建设、生产
和运营管理。东煤南移工程全部建
成后，我们落实国家能源战略和‘公
转铁’政策，服务广大客户的能力将
得到显著提升。”山东港口党委常
委、副总经理 ,日照港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蔡中堂在东煤南移工程
投产运营仪式上说。

阳光、碧海、金沙滩，从令人却
步的煤堆场到游客流连忘返的城市

“金腰带”，东煤南移和海龙湾工程
的实施，为日照港重新找回海天一
色的“清新蓝”，为城市蓝色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走出了一条港口
转型升级的崭新之路。

海天一色 走出港口转型升级特色路

攻坚克难 助力港产城海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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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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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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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BDI 架构整体转跌，与上周
转升形成对冲制衡，但平均水平维持
上行。

总体状况：
BDI 自 2013 年 1 月 2 日至本周，交

易日共 1702个，高于 2000点占 64个交
易日即 3.76%，2000-1000点区间占 781
个交易日即 45.89%；低于 1000 点占
857 个交易日即 50.35%，合计 1638 个
交易日即 96.24%低于 2000点。今年 1
月 23 日至 5 月 9 日累计 71 日跌破千
点，5月 10日至本周已累计 112日超越
千点，其中第 29 周至 39 周累计 36 日
超越 2000点，第 39周周四中止超 2000
点，本周市场在盘整中回调。

BDI：本 周 BDI 全 五 降 ，收 盘 值
1855 点；周均值 1885 点，同比去年的
1571 点高 314 点或 19.99%。本周 BDI
四项指标中平均值高 26 点或 1.40%，
最低值高 85 点或 4.80%，表明本周在
回调中积累胜果；本周四项指标连续
第十六周全部高于去年终期。

BCI：本周 BCI 亦全五降，收盘值
3064点；周均值为 3159点较上周低 11
点或 0.34%，同比去年的 2178 高 981
点或 45.04%，去年周增幅为 2.90%，比

本周高 9.93%。
BPI：本周 BPI 一升四降，收盘值

为 1840 点；周均值 1887 点，同比去年
的 1786 点高 101 点或 5.66%。本周均
值同比 BCI 低 1272 点或 40.27%，较上
周缩 1.56%的差距。

BSI：本周 BSI 二升三降，收盘值
为 1222 点；周均值 1224 点，同比去年
的 1188 点高 36 点或 3.03%，去年的周
增幅为-2.85%，比本周低 3.19%。

涨跌势:
BDI 延续上周形成 6 连降第七波

跌势，累增 -3.89%，与上一波跌势时
隔 5个交易日。

BCI 延续上周形成 6 连降第九波
跌势，累增 -7.90%，与上一波跌势时
隔 5个交易日。

BPI 延续上周以 7 连升终结第八
波涨势，累增 11.78%，本周占 0.63%。

BSI 延续上周形成 6 连升第七波
涨势 ,累增 2.57%，与上一波涨势时隔
1个多月。

营运状况：
本周主型船运价日均获利：
海岬型船净增-1265美元，较上周

低 3972美元或 146.73%；年内净增转跌

至 10320 美元。周均值较上周高 272
美元或 1.08%，可见整体虽回调，但总
体业绩积累了前期增长成果，为 25561
美元。

巴拿马型船净增-604 美元，环比
上周低 2091 美元或 140.62%；周增幅
为-3.98%，较上周低 14.09%。周均值
较上周高 352美元或 2.38%，总体水平
仍在增长，为 15127 美元，同比海岬型
船低 10434 美元或 40.82%，较上周缩
0.76%的负差。

超灵便型船净增-7 美元，环比上
周低 144 美元或 105.11%；周增幅为
0.06%，较上周低 1.08%，年内净增转
跌至 22.96%；周均值较上周高 188 美
元或 1.39%，为 13638美元。

本周运价日均获利收盘值与上周
环比：

海岬型船收盘为 25561 美元，较
上周低 1265 美元或 4.79%；去年同周
为 18922 美元，比本周低 6195 美元或
24.66%。

巴拿马型船收盘为 14751 美元，
较上周低 604 美
元 或 3.93% ；去
年同周为 14217

美元，比本周低 534美元或 3.76%。
超灵便型船收盘为 13595 美元，

较上周低 7美元或 0.05%；去年同周为
13064 美 元 ，比 本 周 低 531 美 元 或
4.06%。

按收盘值粗略估算，海岬型船营
运续盈 18.6 成，较上周转减盈 1.5 成；
巴拿马型船续盈 9.9 成，较上周转减
盈 0.8 成；超灵便型船续盈 18.9 成，与
上周持平。

走势看点:
本周 BDI 架构各指数年内净增率

如下：BDI 转跌至 44.70%，BCI 转跌至
152.99%，BPI 转跌为 33.00%，BSI 续升
为 25.40%。

大盘回调小幅下行，从海岬型船
运价日均获利周增幅与 BCI 相比较来
看，以-4.85%对-7.03%，落差 2.18%，较
上周的 2.35%微缩 0.17%的差距，波动
续稳；巴拿马型船对 BPI 为 0.03%落
差，同上周，超灵便型船与 BSI 落差为
0.40%，较上周缩 0.16%的差距。从总
体来看，各型船营运继续行稳致远。

大盘整体回调转跌 平均水平维持续升
□ 俞鹤年

建设中的日照港东煤南移工程。 刘勇 徐一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