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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国煤港的翻、堆、取、
装等设备都是靠人工操作，作业人员直
接接触粉尘、噪音等有害因素，现场工
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为改善员工工
作环境，同时降低人力成本，黄骅港
2015 年起开始着手研究散货港口的自
动化问题。

黄骅港把攻关的重点放在堆场远程
控制技术上。针对北方煤炭港口工艺、
煤种、气候特点，他们不断优化技术方
案，最终形成了由堆场定位、单机防碰
撞、自动化堆取等为一体的散货堆场自
动化运行解决方案。

在此基础上，黄骅港从 2018年开始
对装船机进行远程作业改造。相较于
堆场，装船作业受海浪、潮汐以及船型
等因素影响更多，这个改造难度更大。
经过一点点摸索，在确保作业效率的基
础上，逐步形成了集可视化系统、监测
预警系统、应急处置系统为一体的远程
装船作业方案。目前，全港 13 台装船
机全部实现重载运行，搭建起煤炭港口
全流程的自动化作业模式。

据黄骅港信息中心数字化科科长
刘华琳介绍，自远程作业实施以来，通
过计算机远程堆料，形成标准垛型，黄

骅港堆场堆存能力提升 10%，取装效率
较人工提高 10%，且配煤精度大大提
高，客户满意度由原来的 85.8%提高到
96.4%。在人员和设备都没有增加的情
况下，黄骅港的煤炭装船量从 2016 年
的 1.73 亿吨增加到了 2018 年的 2.03 亿
吨。此外，远程作业的实现，不仅让一
线职工远离了有污染的作业环境，也让
相当一部分操作人员走上了技术岗位，
释放了大量人力资源。

几年来，黄骅港坚持走绿色、智慧
发展道路，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作为
重中之重来抓，铺就了一条适合自身实
际的转型发展之路，实现了从“黑色煤
炭港”到“绿色生态港”的华丽转身，成
为了散货港口的样板。

技术创新为绿色发展赋能

□ 全媒记者 杨瑾 通讯员 李艳明

“以前走在港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连见一片绿地都难。现在不同了，港区里
处处见绿、生机盎然，员工敢穿白衬衣上班了，也可以开窗呼吸清新空气了。”11月4日，记
者来到神华黄骅港务公司（简称“黄骅港”），公司员工对记者说起环境的变化，赞不绝口。

在前不久中国经济信息社、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发布的首份《中国沿海
港口国际声誉研究报告》中，黄骅港绿色安全评价方面在全国 22 个沿海主要港口
中排名第一。

黄骅港环保中心主任董传博告诉记者，能有现在的成绩，是近年来该公司坚持科
技、管理创新，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成果。

根治了粉尘问题，污水处理和淡水
供给的问题还摆在黄骅港全体干部职
工面前。

一方面，随着国家环保政策和标准
越来越严，含煤污水禁止排海；另一方
面，港区绿化、除尘需要大量水源，但
黄骅港所在地区淡水资源匮乏，港口生
产和生活用水全部依赖于市政供水和
周边电厂的海水淡化水源，用水成本一
直较高。但其实来港空船装载了大量
内河淡水作为压舱水，这部分水源是可
以好好利用的淡水资源。港口受制于
容水能力所限，没法回收储存，都白白

排入海中。如何能既及时、有效处理港
区含煤污水，又能用好压舱水？

黄骅港结合港区实际，创造性的建
立起以生态保护和自给自足为目的的
生态水系统，力求解决污水排放和水资
源短缺问题。

黄骅港生产服务中心经理怀全告
诉记者，该公司于 2016 年起规划建设
了生态水系统——“两湖”“两湿地”，
新增水域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两处水
域的建设主要用来实现压舱淡水回收
和雨水收集，并对污水处理厂处理过
的含煤污水进行有效收集和分级沉

淀，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满足港
区绿化和喷淋除尘需要。 2018 年，黄
骅港全年实现压舱水、煤污水、雨水
回用共计 210 余万方，节约用水成本
1000 余万元，到港淡水资源得到充分
利用。

刘林表示，在实践中，环保问题如
果管理不到位，再好的技术措施也会
流于形式。为此，黄骅港建立健全环
保治理综合体系与目标考核机制，将
生态建设的各项目标、指标细化分解
到每个部门，并将清洁生产、节能减
排、循环经济等指标纳入年度经营计
划，推行严格管理，对贯彻不力的部门
严肃问责，让大家在环保问题上形成
了行动自觉。

自动化作业改善工作环境

生态系统让水资源循环利用

黄骅煤港焕新颜黄骅煤港焕新颜

“要用生态发展的思路强化港口
管理，用科学管理和科技手段将黄骅
港着力打造成绿色枢纽、生态良港。”
黄骅港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林介绍，
黄骅港从顶层设计着手，制定公司绿
色发展规划及环保提升行动计划。他
们根据港区实际情况出台方案，制定
时间表，明确路线图，大力推进“蓝
天、碧水、绿地、减排”工程建设。

粉尘污染治理是煤港顽疾。黄骅
港按照生态发展的思路，通过技术创
新和科学管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覆盖
翻、堆、取、装作业全过程的粉尘防控
体系，根治了粉尘污染。

他们主动对标国外先进煤港，发
现无论是装卸设备还是煤源质量，他
们与国外先进煤港都有很大差别。
国外港口的装卸设备都是宽皮带，稳
定性高，其安全系数、环保标准及造
价投资都是国内港口的数倍；国外煤
炭均是洗精煤，外含水量较高，基本
没有扬尘，国内煤炭基本达不到这样
的标准。

找到差距就要努力赶上。黄骅港
组织人员研究发现，煤炭的外含水率对煤炭扬
尘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从根本上解决煤尘污染
难题，自 2016年起，黄骅港从进港重载装煤列
车入手，通过自主创新，研发了适合北方煤炭港
口的“本质长效抑尘技术”。该技术在翻车机卸
煤过程中进行分层洒水，通过振动给料使水与
煤炭均匀混合，实现了堆、取、装作业全过程粉
尘零排放，从源头上抑制了粉尘产生。该项技
术先后获得三项国家专利，并在第 45届日内瓦
国际发明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煤炭与水混合后，易造成皮带表面煤粉
粘连，通过回程皮带振动导致整条流程线污
染。”神华黄骅港务公司生产二部经理王明乐
告诉记者，为解决这一难题，黄骅港又自主研
发了皮带机洗带装置，减少了皮带沿线 98.4%
的煤尘撒漏，并解决了清扫下来的煤泥、煤污
水的无序排放问题，为行业提供了一套具有
较强实用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长期堆存的煤炭，黄骅港自主实施
了堆料机大臂洒水技术，做到了对堆场煤
垛表面全覆盖均匀洒水，有效解决了水分
蒸发造成的起尘问题。同时他们还成功研
制了粉尘处理系统，将吸尘车清扫收集的
粉尘加工成煤饼回垛，实现了粉尘回收再
利用。

据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
现场监测数据显示，黄骅港港区 TSP、PM10、
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为 0.207 毫克 /立方米、
0.154 毫克 /立方米、0.126 毫克 /立方米，仅为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达标限值的
21%，粉尘治理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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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黄骅港港区美丽的黄骅港港区。。 刘建玲刘建玲 摄摄

蓝 天 碧 海 、阳 光 沙 滩 ，是 多 少 人
心之向往。海岸线成了海边城市亮
丽的名片，带动城市发展。

但沿海港口的生产经营活动却给
城市空气和水源带来一定的影响。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该如何平衡？多地
的实践表明，要擅用绿色环保这把“金
钥匙”，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深
度融合，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已深入人心，绿色发展也正成为
港口发展的不变底色。无论是煤炭
运输大港天津港、黄骅港，还是货物
吞吐量居世界前列的宁波舟山港、上

海 港 ，都 将 绿 色 发 展 贯 穿 到 港 口 规
划、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在这里，码
头堆场穿上了防风衣，作业现场有了
绿化景观带，停靠船舶用上了岸电，
港口企业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低
碳环保之路。

港口企业的实践表明，用好绿色
环保这把“金钥匙”，让以往黑乎乎脏
兮兮的作业区成为林木葱茏、一步一
景的公园式港区，员工幸福感节节攀
升，主动性不断增强。用好绿色环保
这把“金钥匙”，不但没有影响港口的
生产效率，反而“倒逼”企业优化产业
结构，创新绿色运输组织方式提高核

心竞争力，实现转
型 升 级 。 与 此 同
时，用好绿色环保
这把“金钥匙”，让港口城市空气更优
质，水源更清洁，城市也更美了。

虽 然 面 对“ 限 硫 令 ”等 日 益 严 格
的环保新规，港口、航运企业都不可
避 免 地 会 产 生 阵 痛 ，但 这 都 是 暂 时
的。通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强化绿
色驱动力等方式，将充分发挥绿色环
保对港航业的优化作用，为构建资源
节 约 、环 境 友 好 的 港 口 绿 色 发 展 体
系，为水运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用好绿色环保这把“金钥匙”
□ 王寅娜

为陆岛运输注入海事“活力”（上接第 1 版）
皮口港从事陆岛运输的企业较多，

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存在相互压价等恶
性竞争情况。普兰店海事处一方面从严
格打击超载超员入手，规范陆岛交通营
运市场，另一方面建议港口企业进行检
票验票设施改造，加强港口码头现场管
理，有力维护了皮口港陆岛交通的健康
稳定发展，码头人员拥挤、上下船秩序混
乱的现象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在于海看来，正是由于企业产生了获
得感，所以才更愿意以积极主动的姿态
参与到陆岛运输安全管理当中，与海事
部门形成合力，共建、共治、共享。“监管
的目的不是处罚，而是引导。这些年，港
航企业从海事的监管服务中尝到了甜
头，已经由从前的‘躲着’我们，变成主动
沟通。制定内部管理规定前会先向我们
了解相关的海事法律法规，航次变更也
会打电话联系我们开展现场监督。遇到
问题双方有商有量，彼此尊重，携手构建
同舟共济的良好局面。”于海说。

关键词——幸福感

海产养殖是海岛渔民收入的主要来
源之一。春季是海产种苗放养的关键时
期，也是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频发的时
期，陆岛交通受气象因素影响被迫停航
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种苗因延时投放
而降低品质，渔民将蒙受巨大损失。

如何给百姓带来幸福感？庄河海事
人有着自己的见解。

“每年大约有 2000 吨价值 4000 余万
元的海鲜种苗通过‘鲜活种苗运输绿色
通道’顺利运抵海岛，渔民的钱袋子鼓
了，幸福感还会远吗？”庄河海事处处长
王兴船向记者介绍。

每年 8 月，伏季休渔期渔民安全知识

培训都会如期举行，今年是大连海事局开
展此项活动的第七个年头。恰逢全党上
下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关键时期，大连海事局张涛颇觉感
慨：“无论走多远，我都不会忘记海事人的
初心就是‘让航行更安全’。当了 3 年讲
师，我切实体会到渔民的安全意识和技能
正在不断提升，原来宣传自救互救知识时
必须掰开了揉碎了讲，现在我课上的不少
案例都是渔民主动提供的。让渔民在意
识上绷紧安全这根弦，防患未然，可比发
生险情后我们再去救助更有效。”

春运是陆岛运输继暑运后的又一高
峰，岛内居民出岛购物、走亲访友，客运
量和汽车数量大幅增长。

“春节前后，岛上还有小型烟火表
演，进出岛的旅客会更多。越是这种时
候，我们越要多留心。”2019 年春节留守
处里值班的刘文强说。

虽然过年不能与家人团聚，但刘文强
过得却并不孤单。跟同事巡码头、做检
查，在处里贴春联、包饺子，向船员问候
一句“过年好”，得到一句诚心诚意的“辛
苦了”，身边处处都是浓浓的人情味儿。

“幸福感是可以分享和传递的。我在庄
河海事处干了 11 年，和岛上生活的人几
乎都认识，与朋友、亲人差不多，看着他
们欢欢喜喜地上船离岛，大包小卷地下
船回家，我的心里也觉得高兴。”

关键词——安全感

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
望。在陆岛运输安全监管方面，大连海
事局坚持闭环思维，着力打造事前预防、
事中事后监管、事发救助的陆岛运输安

全链，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0 年前，出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

木船，40 年后，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不
仅有了高速客船、客滚轮，还有了海岛至
大陆间的空中航运线路。岛与岛之间、
岛与大陆之间的交通便利而快捷，海岛
人再也不愁出行难了。”家住长海县大长
山岛的老牛这样说。

今年年初，长海海事处对辖区陆岛运
输船舶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着力筛查
船舶证书文书、防污染安全保障等情况，
确保岛上居民和游客能坐上“放心船”。

作为陆岛运输安全链条的最后一环，
海上搜救应急是避免和减轻海难事故危
害的最直接手段。

长海县是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由
252 个岛、坨、礁组成，可在 2016 年以前，
这 10324 平方公里辽阔海域内的应急救
援工作，仅仅依靠县乡政府、涉海相关职
能部门和两个海上志愿者救助站点，急
需专业的组织机构和海上救助力量。为
进一步完善搜救应急国家级、省级、市级
和县级四级应急响应体系，2016年 12月，
长海县海上搜救中心正式成立。

“成立的第二年，我们就赶在暑运高
峰前，针对陆岛运输船舶开展了一次海
上演习。面对客滚船起火、渔轮船员受
伤以及船体受损溢油的多重险情，搜救
中心的年轻人迅速反应，协调船舶、车辆
和专业救助直升机时有条不紊。救人是
大事，这项工作交给他们，我很放心。”长
海海事处处长宋永斌自豪地说。

想要达成“让航行更安全”的初心和
使命，不仅要靠基层一线人员撸起袖子
加油干，更要展开顶层设计，也就是自上
而下地进行系统规划，在更高层面搭好

框架以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此，
大连海事局先后出台《大连海事局海上
搜救应急部门预案》《大连海事局海上搜
救应急值守规范》《大连海事局海上搜救
应急工作规范》，确立了大连海事局海上
搜救应急工作组织框架和指挥体系，明
确了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保证了与
《大连市海上搜救应急预案》有效衔接。

据了解，目前大连市海上搜救中心已
装备“海上搜救力量部署与决策系统”，该
系统平台能将辖区船舶信息、水域及陆域
信息、水文资料和搜救力量部署情况等直
观呈现，一旦发生海上突发事件，系统能
同时跟踪遇险船舶和搜救力量单元动态，
建立相关单元及搜救中心的相互联系，选
择最适宜的搜救力量参与应急处置，为搜
救指挥协调提供科学依据，实现对辖区搜
救力量的部署与决策管理。

为人民谋幸福，应当自“小处”入手，
抓住百姓最迫切最忧心的一个个现实问
题，办好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
件件“小事”。大连海事局将以“使人民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作为一切工作一以贯之
的内在逻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推
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
海事的光荣使命而不懈奋斗。

维护春运期间辖区陆岛运输安全。
大连海事局供图

武汉航运中心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周评

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集运市场需求旺盛
航线运价呈现普涨

本期武汉航运中心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WSCFI）为 1071.30
点，较上期上涨 5.88%。

本周 12 条航线运价均有上涨，其中 8 条航线的涨幅超过 4%。

东南亚航线需求旺盛，航企推涨运价，航线运价上涨 10.47%；南美

西航线市场出货量增加，舱位利用率上涨，带动运价上涨 9.57%；波

斯湾 /红海航线运量持续增加导致舱位紧张，订舱价格上涨 8.16%；

南非（德班）航线由于航企集体推涨运价并收缩运力，拉动运价上

涨 6.76%；美西、美东航线在圣诞节商品储备需求的带动下，运量有

所提升，航线运价分别上涨 5.93%、1.44%；澳新航线市场需求保持

旺盛，舱位利用率处于高位，运价持续上涨 5.22%；欧洲和地中海航

线同样受圣诞节货物运输需求的带动，航线运价分别较上期

4.40%、4.30%。亚洲航线如日本关东航线、台湾航线和韩国釜山航

线供需平衡，运价上涨幅度较小，分别为 1.90%、1.18%、0.41%。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多重因素影响运价
煤运市场下行明显

本期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CCSFI）为 982.61 点，较

上期下跌 10.86%，煤炭运输市场下行明显。本周，各大电厂煤耗量

持续偏低，在市场煤炭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下，电厂煤炭采购意愿

仍然不高，煤炭整体运量较上周下降了 5.85%。受需求偏少、黄砂

管制收紧导致运力过剩等因素影响，煤运价格明显走低，到武汉以

上江段的运价跌幅在 4-8 元 /吨之间。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滚装资源量涨价跌
运价指数有所下行

本期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综合运价指数（CARFI）为

994.43 点，较上期下跌 2.32%。

本周，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船舶在军运会结束后恢复了正

常运营，同时乘用车市场企稳回暖，各航线资源量均有所增加，与

上周相比，长江商品汽车滚装整体运量增加了 25.34%。其中上水

航线运量持续增长 14.08%，下水航线整体运量增加 33.87%。因主

流航线量增价跌，导致综合运价指数再次跌破千点。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