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航运中心作为资源配置的载体，
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取得国际分工优势，极大地提高对外开放
的层次和水平，牵动地区产业升级和结构
调整，进而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引
擎。因此，建设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关系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大局，意义
重大。

辽港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白景涛表
示，2019 年是辽港集团成立的元年，也是
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提速之
年。辽港集团将“核心任务”与航运中心
建设紧密结合、有机统一。在打造世界一
流强港的征程中，加速推进航运中心建

设，让辽港集团不仅成为大连东北亚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的强大引擎，也成为招商局
集团“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综合服务商”的
重要一环。

2019 年，辽港集团积极协同大连市政
府与招商局集团，形成了 28 个大项、50 多
个小项的航运中心建设工作任务清单，并
完成了扩大保税混矿业务规模、原油保税
期货交割、内外贸集装箱业务同场操作等
10多项具体工作，还有 20多项工作取得阶
段性进展。在不久前发布的“新华—波罗
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排名榜上，大

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世界排名较 2018年
上升了 7位，位居第 20位。

当前，《大连市推进东北亚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条例》已于 2019 年年底颁布，辽港
集团也积极行动，加快推进丹东港等辽宁
其他港口的整合工作，实现区域港口一体
化运营。辽港集团将持续把港口整合的
资源优势转化为建设大连东北亚国际航
运中心的强劲动能，不断提升航运中心的
影响力和竞争力，全力助推大连建成“立
足东北，辐射全国，服务东北亚，联通全
球”的国际航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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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港口实行一体化发展以来，同质
竞争现象逐渐消失，主要港口面貌焕然一
新。江苏省港口集团 2019 年预计完成货
物吞吐量 4.2亿吨，营业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12.3%，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落地成型，正
从码头运营商向现代物流商转变。

一体化经营
让码头生产蒸蒸日上

岁末年初，南京龙潭港码头一片繁忙，
靠岸的大型船舶和一年前相比明显增多。
顺江而下，扬州港、镇江港、苏州港同样呈
现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南京港集团总经理顾国华介绍，全面
完成整合后，南京港形成了集装箱和散杂
货兼营、轻资产和重资产协同、投资和经
营两条腿走路的特色发展格局，2019 年集
装箱量预计同比增长 5.3%，新生圩公司铜
精矿中转量稳居全国首位。

镇江港务集团董事长黄立平说：“一体
化运营、专业化分工、全方位融合，整合镇
江港集装箱资源。 2019 年镇江港货物吞
吐量、外贸量、自然吨预计同比分别增长
13.2%、15.9%、13.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5.5%，创历史最好纪录。”

“一体化经营提升了码头效率，一体化
运作发挥了资源优势，2019 年预计完成吞
吐量 1.57亿吨。”苏州港集团董事长吴红表
示，通过加强区域协同和班轮干支衔接，
提升了集装箱作业效率。

江苏省港口集团副总经理王树华介
绍，南京港、苏州港两大枢纽港围绕“散货
班轮化、航线联盟化”，不断强化营销网
络、优化航线布局。目前，张家港港已成
为长江下游港口煤炭班次最多、运量最大
的港口；太仓港“沪太通”模式，全年预计
完成 5.3万标箱，同比增长 380%。

江苏省港口集团董事长王永安表示，
省港口集团成立后，长江下游港航通道更
加顺畅高效，江苏至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江
海中转航线服务效能明显提高，全年进出
港大型船舶艘次预计同比增长 22%。目
前，江苏省港口一体化发展格局落地成型，
正从码头运营商向现代物流商转变，实现
了为江苏新出海口通州湾发展蓄能造势。

协同效应
仍有释放空间

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发挥协同效应，江
苏港口“集团体系”竞争优势不断放大。

业界人士分析说，从港口行业看，原来
港区之间、公司之间“点对点”的竞争，已经
升级为省域“平台对平台”、区域“体系对体
系”的竞争。但目前江苏港口的业务类型
仍然以装卸、仓储等传统作业为主，多式联
运服务占比和水平相对不高，全程物流的
服务产品、服务效能还亟待提高，距离交通
强国、世界一流港口的建设标准，对照现代
全程物流商的定位还有较大差距。

当前，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曲折、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港航业外贸箱量整体呈现出
增长乏力的趋势。长江流域产业转移升
级、国家能源结构调整，以及一系列骨干
铁路新开加密，带来了物资运输结构的新

变化和储运新需求。
谈到当前面临的形势和需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王永安表示，当前，我国经济稳中向
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一带一
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与交通强国四大国家战略叠加效应
和世界一流港口的建设目标，为港口航运业
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江苏自贸试验区的
建设，也提供了扩大开放的新机遇。

一体化改革，看得见的是资源、股权、
业务整合，看不见的是文化认同、理念趋
同。“南京、苏州两大区域枢纽建设聚合效应
愈发显现表明，对标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要
求，把还存在的不少弱项、短板予以破解，一
体化改革红利效应会充分释放。”王永安说，
当前，亟待推进全省港口的布局优化和港产
城融合发展。在长三角一体化和江苏港口
一体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走出去、
请进来，统筹内外资源，构建广泛的利益共
同体，是必然的选择，也考验着江苏港口航
运业因势利导、危中抢机的智慧。

此外，江苏港口的行业话语权、市场占
有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码头、岸线、航运资
源的协同还要进一步加强。与沿海先进港
口相比，江苏港口装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仍需提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港口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练内功、打基础”
向高质量发展冲刺

强弱项、补短板，江苏要加快推进港航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继续“练内功、打基
础”，用更加开阔的思路认识一体化，用更
加主动的参与深化一体化，用更加务实的
举措实现一体化。

围绕坚定不移推进港航一体化改革，
江苏省港口集团生产业务部（总调度室）
部长唐文介绍，下一步该集团将着力解决

“货从哪里来、货到哪里去”的问题，统筹
好港、航、货关系，努力形成分工协作、共
赢发展的生动局面。实现经营质态高质
量，港口板块要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优化
货种结构，确保量效齐增；物流板块要立
足物流通道建设和物流产品打造，构建一
批市场认可度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全程
物流业态品牌；航运板块要推动自身运力
优化，加强与国际大型航运企业合作，加
强与沿海和长江中上游港口合作，密切与
世界知名航运企业以及长江、内河驳船公
司开展航线合作，完善大宗物资海进江、
江出海分拨体系，优化长江转运支线网
络，打造江海河联运示范航线。

“2020年我们将强化江尾海头、江海联
运的综合枢纽作用，持续推动集装箱业务
多元化发展，聚焦中国重要的木材进口
港、大宗散货江海联运中转港、钢材及装
备出口基本港的功能定位，把铜精矿、设
备、纸浆等打造主力货种、战略货种，提升
发展质效。”吴红说。

顾国华介绍，南京港将拓展日韩干线，
加密稳定内贸华南及营口线，错位竞争形
成比较优势。以仪征港区为核心推进码头
能力建设，形成液散规模化布局；积极拓
展商用车及大重件滚装业务和江海联运业
务，扩大市场份额。

本周 BDI 架构依然全跌，但跌势非暴跌，
而是深跌，表明市场波动无力，迹近萧条状。

总体状况：
BDI数值自 2013年 1月 2日至本周，交易日

1756个，高于 2000点占 64个交易日即 3.64%，
2000-1000点区间占 828个交易日即 47.15%，低
于 1000点占 864个交易日或 49.20%，合计 1692
个交易日低于 2000点占 96.36%。

2019 年 1 月 23 日至 5 月 9 日累计 71 日跌
破千点，5 月 10 日至年底累计 149 日超越千
点，其中第 29 周至 39 周累计 36 日超越 2000
点，第 39 周周四失守 2000 点，迄今已连续 16
周未收复，第 45 周周四又失守 1500 点；今年
开市低开已连续两周跌破 1000点。

BDI：本周 BDI 全五跌，收盘值 774 点，周
均值 791 点，同比 2019 年低 430 点或 35.22%。
本周 BDI 四项指标全部续低于上周及去年终
期，年度开市延续上年形成低开跌势。

BCI：本周 BCI亦全五跌，收盘值 1066点；
周增幅 -33.37% ，较上周低 9.34% ；周均值

1215点，同比 2019年低 818点或 40.24%。
BPI：本周 BPI 亦全五跌，收盘值为 769

点，周均值 818 点，同比去年低 398 点。本周
均值同比 BCI 低 397 点或 32.67%，较上周缩
8.10%的差距。

BSI：本周 BSI 亦全五跌，收盘值为 570
点，周均值 599 点，同比 2019 年低 292 点或
32.77%。

涨跌势：
BDI 延续上周形成 7 连降第 1 波跌势，累

增-32.91%。
BCI 延续上周亦形成 7 连降第 1 波跌势，

累增-57.40%。
BPI 延续上周亦形成 7 连降第 1 波跌势，

累增-35.79%。

BCI 延续上周亦形成 7 连降第 1 波跌势，
累增-22.66%。

营运状况：
本周主型船运价日均获利：
海岬型船净增-1387美元，周均值较上周

低 2109美元或 18.50%，为 9292美元。
巴拿马型船净增-1598美元，周均值较上

周低 2415 美元或 20.56%，为 5033 美元，同比
海岬型船低 4259 美元或 45.84%，较上周扩
11.17%的负差。

超灵便型船净增-1010美元，环比上周略
高 8 美元或 0.09%；周均值较上周低 815 美元
或 11.00%，为 6593美元。

由上可知，本周三型船日均获利年内净
增值继续全部低于去年，表明干散运市场低

走开局，势呈探底。
本周运价日均获利收盘值与上周环比：
海岬型船收盘为 9438 美元，较上周续挫

1387 美元或 12.81%，同比去年的 15180 美元
低 5742美元或 37.83%。

巴拿马型船收盘为 5603 美元，较上周低
1598 美元或 22.19%，同比去年的 9145 美元低
3542美元或 38.73%。

超灵便型船收盘为 6267 美元，较上周低
1010 美元或 13.88%，同比去年的 9596 美元低
3329美元或 34.69%。

按收盘值粗略估算，海岬型船营运微亏
0.2 成，较上周减盈 1.4 成；巴拿
马型船亏 3.1 成，较上周增亏 2
成；超灵便型船盈 2.1成，较上周

减盈 2成。
走势看点：
本周BDI架构各指数年内净增率如下：BDI

为-32.91%，BCI为-57.40%，BPI为-35.79%，BSI
为-22.66%。

本周 BDI势呈探底，从海岬型船运价日均
获利周增幅与 BCI相比较来看，以-12.98%对-
33.37%，落差 20.39%，较上周的 2.05%扩大 10
倍差距，出现“悖论现象”，从 2019年 5月初第
18周开始，连续 36周维持在 1-2万元以上，至
本周开盘跌破万元；巴拿马型船对 BPI 为
8.73%落差，较上周的 0.03%扩 8.70%的差距，
波动趋大；超灵便型船与 BSI落差为 0.01%，较
上周的 4.81%缩 4.80%的差距，对冲趋衡。

本周总体营运跌势在延续，尤其是海岬
型船将“兴风作浪”，令干散运市场转机与危
机并存。

江苏港口转型现代物流商
□ 特约记者 梅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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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新年伊始，，辽宁港口集团辽宁港口集团（（以下以下
简称简称““辽港集团辽港集团””））传来喜讯传来喜讯，，港口港口
吞吐量实现逆势增长吞吐量实现逆势增长，，经济效益实经济效益实
现扭亏为盈现扭亏为盈，，完成了盈利完成了盈利 2020 亿的任亿的任
务指标务指标，，助力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助力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
中心指数世界排名提升至中心指数世界排名提升至 2020 位位，，整整
合元年完美收官合元年完美收官。。

20192019 年年，，大连加速东北亚航运大连加速东北亚航运
中心建设中心建设。。年初成立的辽港集团年初成立的辽港集团，，
接过了大连港建设航运中心的接过了大连港建设航运中心的““接接
力棒力棒””，，成为体量更大成为体量更大、、实力更强的实力更强的
新的核心与新的核心与““旗舰旗舰””，，为新时代大连为新时代大连
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强劲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强劲
引擎引擎。。

建设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是提升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竞争力的
重要抓手，其中港口是基本条件，更
是核心载体。

“对航运中心建设而言，大连港
在营口港的补充与支持下，自身的
核心载体作用得到了持续强化，两
港‘1+1>2’的组合竞争效应逐渐凸
显。”辽港集团航运中心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成立以来，辽港
集团旗下集装箱板块致力于大连、
营 口 两 港 区 的 有 效 对 接、深 度 融
合，建立外贸以大连为主导、内贸
以营口为主导，利用环渤海支线开
展集装箱中转，在内部形成干、支
线高效的集装箱运输体系；散杂货
板块以市场开发一体化、客户服务
一 体 化、商 务 管 理 一 体 化 为 着 力
点，制定“一企一策”整体物流解决

方案，搭建“两港一航”散杂货班轮航线体
系，建设“北粮南运”粮食全程物流体系，
实现主要货种东北口岸市场份额的绝对优
势和效益的最大化；油品板块联合船公司
及货主，共同打造三方共赢的全程物流方
案，既实现了港口吞吐量的增长，让船东货
主满意，更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滚装板
块以“突围”的精神打破市场行情下行的

“魔咒”，在国内汽车市场连续 17 个月下滑
的形势下，实现商品车转运量同比增长 1.3
个百分点。

2019年，在辽宁口岸货物吞吐量同比降
幅高达 18.4%的大背景下，“年轻”的辽港集
团一路领跑、逆势前行，完成利润 20亿元，货
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均实现稳步增长。

整合后的辽港集团旗下各港口位于东北地区对整合后的辽港集团旗下各港口位于东北地区对
外开放的前沿外开放的前沿、、东北亚经济圈的关键地带东北亚经济圈的关键地带，，毗邻黄毗邻黄
海和渤海海和渤海，，与日本与日本、、韩国韩国、、朝鲜隔海相望朝鲜隔海相望，，面向经济面向经济
活跃的泛太平洋区域活跃的泛太平洋区域，，与俄罗斯与俄罗斯、、蒙古陆路相连蒙古陆路相连，，经经
济联系密切济联系密切，，是欧亚地区通往太平洋的重要是欧亚地区通往太平洋的重要““大陆大陆
桥桥””之一之一，，肩负着贸易肩负着贸易、、金融金融、、产业落地承接等重任产业落地承接等重任。。

辽港集团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和服务功能，将自
身发展与航运中心建设紧密结合，统筹谋划布局、
完善服务网络。辽港集团生产业务部经理王志成
介绍，大连港目前已开通集装箱航线近 100 条，与
环渤海、黄海 15个港口搭建了海上中转服务网络，
集装箱环渤海内支线每周运行 50 班；在东北地区
形成了“4 大中心、12 个场站、31 个站点”的内陆网
络布局，已开通海铁联运班列线路 37条，每周稳定
运行 70余班。

在保持欧洲、美洲、中东集装箱航线的基础
上，大连港还打通了北冰洋航线，并实现双向通
行。在此基础上，大连港 2019 年开通大连—印尼、
大连—韩国、大连—黄骅等多条集装箱内外贸航
线及粮食班轮航线，在巩固提升枢纽地位的同时，
持续完善、织密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航线网
络。

以大连港丰富的外贸航线和营口港密集的内
支线为依托，辽港集团正以中欧班列对接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打通经满洲里出境的中俄欧港铁联
运大通道，全力推进国际物流及专项物流体系建
设。

2019年，辽港集团完成保税混矿作业量超千万
吨，中转混矿量居全国首位，交割原油量、平行进口
车转运量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在辽港集团的积极推动下，大连海关已启动
“两步申报”改革试点，大连口岸进出口提前申报
率持续提升，通关效率大大提高。

此外，为更好地支持、推动大连东北亚国际航
航运中心建设，招商局集团成立了航运中心建设
专项工作组，整合招商港口、辽港集团等内部资
源。招商局集团把辽港集团、中外运股份两个龙
头企业在港口、物流领域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
建立了推进航运中心建设的业务协同发展机制，
并确定了物流设施资源共享、中欧班列、海铁联
运、外贸集运、汽车滚装业务协同等 5 项支持大连
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点业务协同项目。

借助协同发展机制，辽港集团已与招商局集团
主控的南方港口实现“南北互动”，共同打造集装
箱和粮食运输的南北互动大通道，2019年开通 3条
外贸集装箱航线和 7 条内贸集装箱航线。辽港集
团还通过与招商局集团航运、地产、金融等板块的
业务协同，引进特色临港产业项目，集聚航运中心
资源要素，将“招商力量”有效地融入到大连东北
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之中。

提速加档 建设一流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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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深跌迹近萧条 海岬型船或掀波澜
□ 俞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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