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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中国造”盛行全球
本报记者 邱海峰

[1] 港口建设迈向世界之最
近年来，中国港口建设发展持续走在世界
前列。据统计，截至 2016 年，中国港口货物吞
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10 余年位居世界第
一。在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
名前 10 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均占有 7 席。中
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317 个，亿吨大港数
量达到 34 个。已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东南
沿海、珠三角和西南沿海 5 个港口群。
港口发展辉煌业绩的背后，是中国港口建
设体系的强力支撑。当前，以中国建筑、中国
交建等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在港口规划设计、
码头施工、航道治理、地基处理、吹填造陆以
及港机设备制造等涉及港口建设的多个方面均

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作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上海港的一个重
要港区，洋山港充分体现了中国港口建设的水
平。洋山深水港区位于杭州湾东北部，芦潮港
东南的舟山崎岖列岛，距国际远洋航线 104 公
里，距离上海 32 公里，是世界最大的海岛型人
工深水港。
洋山港承建单位中建旗下中建港务建设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梅坤向本报记者介绍，洋山
深水港分四期建设，一至三期工程已经建成投
产，共有 5.6 公里深水集装箱码头岸线、16 个 7
至 15 万吨级深水集装箱泊位，释放出超过 1500
万 TEU （标准箱） /年的吞吐量。即将收尾的

图为正在调试阶段的洋山港四期集装箱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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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海建港脚步越走越稳

洋山港四期工程，建设 7 个大型深水泊位，将
形成 400 万 TEU/年的吞吐能力，后期吞吐量能
达到 630 万 TEU/年，将把上海港的吞吐能力提
升到 4000 万 TEU/年以上，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大港。
值得一提的是，将于 2017 年底建成的洋山
港四期工程处处都体现着“高大上”。据介绍，
在洋山港地基加固中，企业自主开发的振冲自
动监控系统能把采集的各项原始数据转换成直
观、形象的施工曲线，实时监控整个过程；在
沉桩施工中应用 GPS 远程定位技术，克服了常
规测量方法在外海施工中的种种困难，提高了
沉桩定位精度；首次大规模推广使用 PBC 预拌
混合胶凝材料进行高性能砼施工，减少了运
输、贮存困难，节省了搅拌时间；洋山工程基
础 置 换 全 部 采 用 直 径 1000 毫 米 大 直 径 深 水 砂
桩，是国内首次大面积使用……先进技术在洋
山港建设过程中比比皆是，并从不同方面体现
着“中国智造”。
“洋山港四期是全球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
码头。比如，海侧的岸桥全部是自动化远程操
控，在陆一侧使用的轨道吊也实现了自动化着
箱，这些双箱自动化轨道吊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产品，并首次投放全球市场，将能够提升 50%
的工作效率。AGV 实现机器人自动更换电池，
确保地面运输连续性作业，这一自动化换电技
术 属 于 国 内 首 创 。 自 主 研 发 的 ECS 软 件 系 统
（设备控制系统） 和码头方的 TOS （码头操作
系统），则让洋山港四期成为国内唯一一个具有
‘中国芯’的自动化码头。”承担了洋山港全自
动化码头设计研发制造和安装调试任务的振华
重工副总裁张健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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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运作的自动化远程操控岸桥，将船上的集装箱吊装到无
人驾驶的引导小车 （AGV） 上，AGV 再将集装箱运到在陆一侧的
轨道吊下方，然后由自动化的轨道吊将集装箱码放起来……全自
动化装卸、码头无人现场作业、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这是记
者日前来到处于调试阶段的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所看到的场面。
据工程负责人介绍，将于 2017 年底建成的洋山港四期工程是世界
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该码头从设计到建设再到设备的提供
均由中国企业负责。而这仅是中企参与港口建设的一角，如今，
包括中国的大量港口在内，世界众多国家的重要港口工程均有中
国企业的身影，港口“中国造”正在全球盛行开来。

图为洋山港四期工程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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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模之外还有技术优势
中国港口不断走向世界，带动的是中国建设标准、中国技术“走出
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课题指出，港口建设的中国标准正
加快走向海外。以中国交建为例，该企业参与主编行业标准，在境外推
荐使用中国标准实施项目，推动国内技术和标准国际化，目前开工项目
中使用中国标准的港口有：中缅原油工程——管道码头及航道、喀麦隆
克里比深水港一期、莫桑比克贝拉渔码头重建项目；苏丹萨瓦金港项
目、吉布提 ASSAL 盐湖盐业出口码头、苏丹牲畜码头一期水工项目。
“随着像中国建筑等这样的中企加快参与海外港口建设，中国港口建
设的技术优势不断呈现，这包括从设计到建设到设备再到管理等多个方
面。首先，现在海外港口建设中，中国标准的运用正越来越多；其次，
在港口施工中，防腐蚀混凝土、防淤技术、导航定位等先进工艺已广泛
应用；再者，港口自动化加快发展，中企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此外，
在管理方面，信息系统构建、国际优秀人才的吸引等持续提升中国港口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徐梅坤说。
在码头使用率、装卸效率要求提升的背景下，自动化正成为港口建
设的大趋势。2014 年 12 月，国内首个自动化码头——由常规码头升级改
造的厦门远海自动化码头试运营。2015 年 7 月，振华重工与青岛港携手
打造亚洲首个集装箱全自动化码头，今年 5 月在青岛港成功投产。今年
底，世界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也将在洋山港投入运营。
张健介绍，中国交建于 2002 年开始在全球推广自动化码头设备，目
前在欧洲、美洲、澳洲、亚洲的共 15 个国家的 26 个码头提供了相关产
品，为荷兰鹿特丹港、美国长滩岛港、英国利物浦港等全球重要港口的
自动化码头提供几乎全部单机设备。当前正在研发推广全球最先进的全
自动化码头系统，将为行业带来革命性的产品。
业内人士指出，可以说，只要有需要，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现在中国都具备了提供港口成套建设和运营的能力。目前中国的港口
建设已经实现了全产业链、全要素的比较优势，技术水平是当之无愧
的全球第一，持续为国际贸易提供物流支点，成为又一张闪亮的“中
国名片”。

新华社记者 黄海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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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谈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港口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着“先行官”的角色。
中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十余年位居
世界第一，在国内港口快速发展、港口贸易的支撑下，中
国企业不断完善港口标准化体系，提升全产业链服务能
力，积累港口建设、投资、经营实力，积极投入到“一带
一路”建设当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港口企业“走出
去”的步伐变得更加扎实、成绩显著增多。如今，中国港
口工程建设企业、勘察规划设计企业、港口机械制造企业
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港口建设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据统计，中国企业已参与了“一带一路”沿线 13 个国家、
20 个港口的经营，港口合作项目不断落地生根。
同时，在传统港口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吞吐量增速减
缓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港口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实现了更为稳定的发展。根据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中
国港航船企指数，在“一带一路”倡议利好概念下，中国
港口企业指数自 2015 年 3 月至今长期保持在 1200 点以上。
未来，中国港口发展还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国家发
改委和国家海洋局今年 6 月份联合发布的 《“一带一路”
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提出，推进海上互联互通。通过缔结
友好港或姐妹港协议、组建港口联盟等形式加强沿线港口
合作，支持中国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沿线港口的建设和运
营。
今年 5 月中国发布的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
与中国的贡献》 指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是共建“一
带一路”的主体框架，为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提供
了清晰的导向。其中“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
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
建一批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进一步繁荣海上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港口企
业的发展不仅带来自身经济效益的提升，也为港口项目所
在国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港口建
设中本地化发展的深入推进，大量当地人力资源得到使
用，这带动了当地就业，受到了投资所在国欢迎。同时，
在建设过程中，中国企业积极贡献中国港口发展经验，推
广中国模式、中国标准，“授人以鱼”的同时也“授之以
渔”。而在港口建设完成后，这些海港则对当地经济乃至
所在国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如一些国外媒体、机构所注意到的，在“走出
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不仅仅建造一个港口，还会投资
毗连的自由贸易 （特别） 经济区和一些其他的发展项目。
与中国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获得一套完整的发
展规划。
港口给城市带来了繁荣，并改变着一国的经济面貌，
有效支撑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深入推进，中国港口“走出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中国港口发展的红利，也将惠及“一带一路”沿线
更多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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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企承建的斯里兰卡科伦坡南港码头。

图为 AGV 在洋山港四期工程试运行。

﹃一 带 一 路﹄带 来 港 口 发 展 新 机 遇

国内港口建设的快速发展为中企在世界范围内建设港口奠定了扎实基
础。
中建港务党委副书记颜志凯对记者说，在洋山港 15 年的建设过程中，我
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港口建设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升，这为我们“走出
去”拓展海外港口建设市场提供了充分保障。我们从 2014年开始出海承建港
口，
近两年海外业绩综合贡献度已达 1/3左右，
考虑到今年我们在东南亚、
中亚
等水上工程建设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今年海外业绩贡献将能保持在 1/3以上。
近年来，一大批由中企承建的海外港口项目开始落地。今年 5 月投入
运营的吉布提多哈雷多功能港口是中企在东北非地区承接的最大规模港
口项目。据介绍，多哈雷多功能港口项目合同金额为 4.217 亿美元，由中
建港务和中建八局负责港口施工，上海振华重工提供“中国制造”的大
型港口设备。港口年设计吞吐量最高可达 20 万标箱和 708 万吨散杂货，
港口运营 3 个月以来已完成 50 多艘大型货轮装卸。
2016 年，由中国招商局集团建设、管理、运营的科伦坡港南集装箱
码头吞吐量突破 200 万标箱，成为整个南亚区域港口行列的新亮点。由中
国交建承建的港口城 2022 年建成后将拓展科伦坡市发展空间，拉动投资
和就业，助力斯里兰卡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中交三航院常务副总工程师浦伟庆介绍，作为世界最大的港口设计建
设公司、世界最大的疏浚公司、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公司，中国交
建目前已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了一百多个深水码头，遍及东南亚、南亚、
中东、非洲、南美洲等地，包括缅甸皎漂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和卡西姆港、
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以色列阿什杜德港、卡塔尔多哈新港、埃及塞得港、
科特迪瓦阿比让港、尼日利亚莱基港、纳米比亚鲸湾港等重要港口。同时，
中国交建为世界提供了 80%以上的集装箱起重机，遍及 98 个国家和地区。
一大批港口建成或在建的同时，新的项目也在持续增加。6 月份，坦
桑尼亚港务局同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 1.54 亿美元
的合同，以扩建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重要港口。根据合同，中国港湾将
在达累斯萨拉姆港建造一个滚装码头，并加深和加固 7 个停泊位。
坦桑尼亚工程、
交通和通信部部长马卡梅·姆巴拉瓦在签署该合同的时候
说：
“加深和加固这些停泊位将使得大型集装箱船能停靠在达累斯萨拉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