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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沿海港口群物流发展研究

胡林凤，包　恺

（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依托港口平台进行物流活动的港口物流，是反映沿海港口城市或地区整体实力的重要指标。结合“一带

一路”倡议，对江苏沿海港口群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剖析其存在的规划不合理、物流产业链短、生态环境风险加大

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出应树立绿色物流理念、积极探索“互联网＋港口物流”发展模式、提升港口物流业务

增加值、吸引和培养复合型港口物流人才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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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江苏沿海港

口物流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沿海港口成为江苏“走

出去”的重要窗口和极具辐射力的区域经济发展引

擎。江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物流，物流以其巨大的

潜力推动着江苏经济的发展。作为物流的重要一

环，港口物流不仅能够推动港口经济的发展，而且

可以助推区域经济水平的提升。但是，现阶段江苏

沿海港口物流业还存在着布局不合理、功能重复、

沟通不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政策支持力度也需

要进一步加大。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江苏沿海港口

发展现状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江苏沿海港

口群物流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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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沿海港口

群发展现状分析

　　江苏濒临黄海，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带。江苏沿海港口包

括连云港港、盐城港、南通港；而连云港市的赣榆港

区、徐圩港区和灌河港区等，盐城市的陈家港港区、

滨海港区、射阳港区和大丰港区等，南通市的吕四

港区、洋口港区等，辅助上述三个港口，共同形成了

江苏沿海港口群［１］。

（一）连云港港发展现状

连云港是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海港，其战略地

位在江苏省乃至全国沿海地区都十分显著。作为

江苏重要的海港城市，连云港在灌河港区、徐圩港

区和其他小型港口的基础上建立了连云港港。“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连云港港逐渐成长为“一带一

路”沿线物流枢纽、综合交通中心、服务我国内陆地

区的贸易港［２］。近年来，连云港港货物吞吐量保持

持续增长态势，集装箱吞吐量在江苏沿海港口群中

排名第一，在我国大陆沿海港口中排名前十，在世

界港口中排名前三十。

连云港港拥有各类专业化泊位，最大泊位３０

万吨级，年货物吞吐总量超过亿吨。依托完善的集

疏运体系（图１），该港开通散货、散粮直达列车以

及集装箱国内班列、过境班列，建成十余个内陆“无

水港”并建立了各类特色物流园区。连云港港装卸

运输的货物品种齐全且数量巨大，包括煤炭、焦炭、

金属矿、氧化铝、木薯干、水泥、胶合板、钢材、化肥

和液体化工品等散杂货。２０１７年，该港口货物吞

吐量２．２８亿吨，同比增长３．２％，其中集装箱吞吐

量４７１．１万标箱，同比增长０．２％。

图１　连云港港集疏运通道

（二）盐城港发展现状

盐城市海岸线总长５８２公里，占江苏全省海岸

线总长的５６％。目前，盐城港以大丰港区为建设

重点，射阳、滨海、响水等港区辅助大丰港区的发

展。截至２０１７年底，盐城港已建成９８个泊位，包

括２３个万吨级泊位，综合通过能力９０００万吨。

２０１７年，盐城港口群货物吞吐量９０１３．４４万吨，同

比增长１３．２％。其中，集装箱吞吐量２０７３１４标

箱，同比增长６．８％；外贸吞吐量２４５３．６６万吨，同

比增长２０．７％。２０１７年，大丰港区货物吞吐量

５０６０．７３万吨，同比增长５．６％。其中，集装箱吞

吐量２０４５５８标箱，同比增长５．４％；外贸吞吐量

１３１６．９８万吨，同比增长１６．５％。

（三）南通港发展现状

南通市位于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域，紧邻上

海，拥有较大规模且比较成熟的江港，还有吕四

港区、洋口港区等海港区以及大量黄金水道和黄

金海岸，具有其他东部沿海港口无法比拟的地理

区位优势。

洋口港区、通州湾港区和吕四港区共同组成了

南通港。位于启东市的吕四港区规划港口岸线

６０．３公里，港口用地面积６３．２平方公里，沿线能

够建设４０多个万吨级泊位。位于如东县长沙镇的

洋口港区以油气类管道运输为主，装卸运输项目包

括液体化工品、液化天然气等。目前，该港区规划

港口岸线２９．５公里，能够建设约６５个万吨级泊位。

位于长江入海口北翼、江苏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

带Ｔ型交汇处的通州湾港区，由腰沙、冷家沙、三夹

沙围填形成近１５０公里的深水岸线，可规划建设１００

个５万～１０万吨级的码头和１０个３０万吨级的

码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南通港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

吐量逐年增加（图２），吞吐货物以大宗散货为主，

主要有矿石金属、煤炭、矿建材料、石油及其制品和

粮食五大类，约占总吞吐量的７５％。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南通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统计情况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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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沿海港口

群物流发展犛犠犗犜分析

（一）江苏沿海港口群物流发展内部优势（犛）

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发达。江苏位于我国

东部沿海地区，地处长江和淮河下游，东临黄海，北接

山东，西连安徽，南邻浙江和上海。作为华东地区重

要的交通枢纽，江苏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超过

４６００公里，密度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横贯

江苏东西的长江和纵贯江苏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为江

苏提供了黄金水道，便于发展航运。江苏铁路网线密

集，此外还拥有９个机场，铁运和空运发达。

２．拥有较长海岸线，建造海港潜力大。江苏沿

海岸线长约９６０公里，拥有全国２５％的滩涂资源，能

建造万吨级泊位的深水岸线约１３０公里。连云港和

南通两市部分地区水深可达３０米，航道全程平均水

深可达１７米，宽２～２．５公里，航道内水流平缓，淤

泥较少，建造泊位条件良好。因此，江苏具备建造多

个１５万吨级以上深水港口的自然条件。

（二）江苏沿海港口群物流发展内部劣势（犠）

１．沿海港口规划不合理，信息化水平较低。在

“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下，江苏已经对沿海港口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扩建和升级，但是现有港口布局仍需

调整优化。江苏沿海港口布局分散，港口与港口之

间缺乏合理的错位竞争与长效合作机制，港口的建

设和发展面临功能重复、产业布局相似等问题，港

口之间为争取货源，不惜一再压低价格，形成恶性

竞争。各港口都将多功能、综合性、国际化的亿吨

大港作为建设目标，普遍存在片面追求规模的问

题，例如：小港口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建设大港；大型

港口则盲目建设国际枢纽港口，许多大港都在建设

大型泊位和集装箱码头。此外，一些港口的经营和

管理信息化水平仍需提高，港口智慧物流信息平

台、大数据平台建设尚未到位。

２．港口物流的发展导致生态环境风险加大。

江苏沿海港口的建设，因为需要大范围填海并占用

大量滩涂，所以对沿海滩涂、湿地和海洋生物造成

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另外，部分港口在化工项目

引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环境污染问题，导致当地水

域环境恶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江苏沿海

港口物流量逐年增加，船舶、港口货运车辆及港口

设备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

物，这些污染物对空气质量、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３．港口物流产业链较短，发展受行政区划限

制。虽然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江苏沿海港

口物流在资金投入、经营水平、服务能力等方面都

有所提升，但是港口物流仍以装卸、仓储、理货、运

输、船舶代理、货运代理等传统物流业务为主，没能

围绕港口主业延伸物流产业链。此外，行政区划分

割了江苏沿海港口岸线资源和其他相关的物流资

源，阻碍了港口物流产业联合跨区域发展，难以形

成集群规模效应。

（三）江苏沿海港口群物流发展外部机会（犗）

１．政府着力构建沿海现代产业体系。《江苏省

“十三五”沿海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切实推进《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江苏行动纲要》和“互联网＋”行动计

划的实施，鼓励利用沿海深水港口，依照国家有关

产业政策加快落后产能淘汰步伐。同时，政府还要

求加强沿海港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港口

物流发展，加快发展多式联运，加强物流信息平台

建设，计划把沿海地区建成江苏重要的物流基地和

长三角北翼重要的货物进出通道。

２．周边地区先进港口的溢出效应。作为我国

经济发达地区，上海给江苏带来了资本要素的流

动、新型人才和高新技术的交流、经济资源的分享

等方面的溢出效应。除此以外，上海还拥有世界一

流水平的港口基础设施和港口建设能力。著名的

洋山港、张华浜码头和外高桥港区等港区在持续发

展壮大的过程中带动了江苏港口经济和港口物流

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四）江苏沿海港口群物流发展外部威胁（犜）

１．来自周边地区先进港口的竞争。江苏沿海

港口群位于我国沿海五大区域港口群中的长三角

港口群内。长三角港口群中有著名的上海港和宁

波—舟山港，在２０１７年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排名

中，这两个港口包揽了前两名。上海地区９９％的

外贸物资经由上海港进出，其外贸吞吐量约占全国

沿海主要港口外贸吞吐量的２０％。宁波—舟山港

２０１７年的货物吞吐量为１００７１１万吨，比２０１６年

增加了８９３４万吨。可以说，周边地区先进的港口

和港口物流既给江苏沿海港口带来了溢出效应，但

也加剧了港口之间的竞争。

２．客户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正是由于港口

物流市场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导致港口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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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不断追求更高质量的服务，客户需求也呈现出

多样化趋势［３］。港口物流中的运输、仓储、装卸、包

装等传统的处于整个产业链低端的业务已经不能

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客户希望港口物流企业提供

更多的增值服务和各种延伸业务服务。

３．“一带一路”倡议给江苏沿海港口群物流发

展带来了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在带来发展机遇

的同时，也给江苏沿海港口群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一是制度、文化差异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众多，不同国家间制度存在巨大差异，法律法规也

不具有良好的兼容性。二是基础设施输出的挑战。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很多国家是发展中国

家，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三

是复合型、外向型人才短缺。长期以来，我国主要

针对欧美发达国家培养外向型人才，而这类人才大

多不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４］。

三、江苏沿海港口群物流发展对策

（一）树立绿色物流理念

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完善沿海港口环保法律

法规和管理体制，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加强绿色

港口规划设计研究，积极动员各方参与绿色港口评

价指标体系和建设标准体系的构建。政府还应采

取相应措施鼓励港口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力度，通过

税收优惠政策来激励和支持港口企业采用绿色环

保的经营管理策略。与此同时，要深化港口管理人

员和工作人员对“绿色港口”的认识。加强对港口

噪声污染的控制；加强对港口粉尘污染的综合防

治，在港口露天堆场建造防尘屏障、防护墙和防护

林等。扩大港口清洁能源的使用范围，加快海岸电

力基础设施建设。

（二）积极探索“互联网＋港口物流”发展模式

江苏沿海地区应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港口

物流，通过智慧物流项目建设，有效整合物流、商

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为客户提供各种商品和物流

供求的商业信息，解决沿海港口群之间信息不对称

问题，实现物流大数据的集成与共享。将物流信息

化技术有效应用于智慧物流项目建设，通过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智慧物流建设的

融合，逐步推广全球定位系统导航监控、无线射频

技术射频扫描、一卡通服务和无线视频传送等新兴

科技，确保每个港区、每个角落都拥有信息化管理

设施设备，使车辆、物资和人员从进入港口到离开

港口都实现全程数字化、实时化管控。

（三）延伸港口物流产业链，提升港口物流业务增加值

“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港口物流园区有助于提

升港口物流综合能力以及延伸港口物流产业链。江

苏沿海港口群应努力从提供单一的装卸、运输和仓储

服务转变为向消费者提供全过程物流服务，例如提供

商品报关、包装加工、即时配送等增值服务。努力打

造以港口为核心的物流产业链，带动港口周边产业的

发展，把传统海上航运活动延伸至沿海港口的集疏运

体系［５］。此外，应主动迎合客户个性化和多样化需

求，当客户在物流运作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及时提供

配套解决方案，从而提升港口物流业务增加值。

（四）优化政策规划，建立港口联盟

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三市的政府部门应抓住

“一带一路”发展契机，积极建立港口协同管理机

制，减少行政区划给江苏沿海港口群发展带来的限

制。江苏沿海港口群不仅要注重自身建设，更要加

强与其他港口的合作，建立港口联盟，强调港口群

的合作共赢，在一定程度上使同一区域内的港口之

间形成发展共识，围绕港口联盟的经营战略，优化

资源配置，实现优势互补。

（五）吸引和培养复合型港口物流人才

江苏应将与高校联合培养复合型港口物流人才

与引进其他国家（地区）优秀物流人才相结合，大力

吸引和培养熟悉整个港口物流各环节业务的，能把

电子商务、金融、保险等业务整合到港口物流中的复

合型人才。这将有效推动江苏沿海港口群在“一带

一路”倡议下更好地“走出去”，有助于其与沿线各地

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推动沿海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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