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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近阶段来，中国主要港口
内贸集装箱发展概况。 

 



        2011年，全国主要港口
内贸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4000万标箱，达到4069万

标箱，与上年相比，增长
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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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至9月份全国主要港口内贸集装箱吞吐量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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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业内人士预测，今年全国主要港口内贸集装箱吞
吐量将超过4700万标箱。 

增长18% 

单位：万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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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阶段中国港口内贸箱发展特征概述： 



            下图是近10年中国主要港口内贸箱吞吐量曲线图，与
外贸箱吞吐量相比，内贸箱近十年年均以20%以上的速度
高速发展，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 

1、吞吐量稳键增长 



2、内陆港、无水港建设方兴未艾 

    内贸集装箱运输凭借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模式，通
过巨大的水网和多式联运，不断向广阔内陆地区延伸。 

         货源市场的需求和经济腹地的延伸，促进内陆港、无
水港的建设。不论是沿海、沿江或沿河城市，还是广阔
的内陆地区，无水港、内陆港建设力度方兴未艾。 

         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南到海南，无论是近海、近江
或近河，内陆港、无水港的建设，与港口内贸集装箱的
发展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并改变着运输市场
格局。 



3、内贸箱码头公司，纷纷参与航运市场。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加大对货源的掌控力度
，各内贸箱码头公司，纷纷参与航运市场。部份内贸箱
码头公司，通过合资、参股等形式，间接地参与内贸箱
航运市场；部份内贸箱码头公司，成立船运公司，购船
租箱，挤身货运市场，直接参与航线经营；部份内贸箱
码头公司，为做大其中转箱量，不惜投入巨资，介入支
线驳运业务，通过吸引周边地区、周边港口货源，巩固
其航运枢纽港地位。 



4、航运公司之间的合作日趋紧密 

            随着航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内贸箱航运公司之

间的竞争与合作势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借鉴于外贸箱航
运公司的模式，一些内贸箱经营公司，通过互换舱位、
航线合作、相互代理、资源共享、区域联盟、结盟或半
结盟等方式，致力于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和服
务效率，抢占市场份额，拓展市场空间。 



中远中海首次在内贸箱航线上合作 

    2012年10月10日，国内最大的两家集装箱运输公司——中远集运
与中海集运，签订协议，合作经营内贸集装箱航线。 

    双方签署了《中远集运与中海集运内贸航线合作协议》，合作经
营内贸集装箱华北—福建线、东北—福建线、北方—福汕线，旨在通
过整合双方在这一区域市场上的优势资源，满足客户日益高品位的需
求，显著提升航线覆盖面和班期密度、缩短交货期，共同打造高品质
的中国内贸集装箱精品航线。  



           2012年4月10日，国内第一条集装箱天天班南北航线，

营口至广州，正式开通运营。 

5、航线不断加密，开通南北天天班航线 



       2012年2月23日，包括上海中谷新良海运有限公
司、大新华轮船（烟台）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参加
的“中国内贸集装箱物流非公企业协会筹备会议”
在上海市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选举上海中谷新良海运有限公司为“内贸
集装箱物流非公企业协会”会长单位。                

6、内贸集装箱物流非公企业抱团取暖 



  为推进内贸集装箱的操作规范化、标准化。中港协集
装箱分会内贸箱发展委员会，在集装箱分会的领导下，在
广大委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集大家的智慧，陆续推进、
参与、制定和完善我国内贸集装箱码头系列操作规范，使
内贸集装箱码头有一套统一的、规范的、科学的、权威的
操作标准范本，供各内贸集装箱码头公司参照执行，告别
了内贸集装箱码头公司是“下里巴人 ”的传统印象。 

《内贸集装箱理箱操
作规程》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内贸集装箱码头业
务对外单证标准》 

 

 

 
上港集团军工路分公司 

7、操作不断标准化、规范化 



   由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所作的关于《内贸

集装箱理箱操作规程》，由上港集团军工路分公司所作的
关于《内贸集装箱码头业务对外单证标准》，分别在中港
协集装箱分会2011年度高峰会议上获得通过，成为分会的
标准化文件。 



第二部分 

          内贸箱发展委员会近期
工作情况汇报！ 



一、组织召开内贸箱发展委员会二届五次营口会议。 



     2011年6月14日至16日，中港协集装箱分会内贸箱发展

委在营口召开二届五次会议，来自国内各主要内贸箱港口的
代表们，汇聚一堂，分享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运输事业高速
发展的喜悦，畅谈内贸集装箱码头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交
流各自港口工作中的新经验、新方法。 

 



二、组织并参加“2012年中国内贸集装箱发展高峰论坛 ” 

            6月15日，以“转变、合作、增长”为主题的“2012年中国
内贸集装箱发展高峰论坛”同时举办，论坛由中国港口协会和
营口港务集团共同主办，交通运输部领导、中铁集装箱运输公
司领导、国内各航运公司代表、港口企业负责人、知名专家学
者，以及央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辽宁省电视台、当地电视
台、《中国港口》杂志社等新闻媒体参加了本次论坛。 



        本次高峰论坛由营口港务集团姚平副总裁主持，营口
港董事长高宝玉、中海集运黄小文副总裁、中远集运周琥
副总经理、上港集团严俊副总裁等国内知名航运公司和港
务集团领导，及中铁集装箱沈阳公司翟俊源总经理，交通
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贾大山副院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联运分会秘书长李枚原、大连海事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斌
教授、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秘书长李钢等专家学者，纷
纷上台演讲，就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的发展动态，从不同
的角度、以不同视觉，提出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  



    这些行业专家学者，就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发展历程
、发展格局、存在的问题、未来趋势，以及航运市场形
势与内贸箱市场分析，内贸集装箱多式联运，港、航、
货三方合作共赢等，提出了许多高瞻远瞩和精彩独到的
观点，让与会者共同分享了一场思想盛宴和头脑风暴。 



三、组织和表彰“营口港”杯课题调研和论文竞赛活
动 

      为促时中国港口内贸集装

箱运输事业健康发展，探索内
贸集装箱未来的发展趋势，提
高港口经营效益，由营口港务
集团公司主办、内贸箱发展委
员会协办，组织开展和表彰了
2012年“营口港”杯论文征集
竞赛活动。经聘请行业专家学
者作评委，由晋江太平洋、上
港集团、宁波国际等公司所推
荐的论文分别获得一、二、三
等奖。  



第三部分 

       对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未
来发展趋势的展望 
 



    从1996年12月16日，我国第一艘装载着国际标准通用
集装箱的定期班轮“丰顺”轮启航，历经短短16年的发展

，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国民
经济高速平稳增长态势，已经走过辉煌的历程，展望未来
，特别是受益于今年内贸箱发展委二届五次会议精神，及
“2012年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发展高峰论坛”上，专家学

者们所做的分析和报告，对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未来发展
趋势，业内人士比较一致的意见是： 



趋势一：内贸集装箱吞吐量将平稳增长 

   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已经走过辉煌的历程，我们有充

分的理由相信，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扩大内需
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们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之立足
点”，在“城镇化率超过50%”，在国家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
背景下，港口内贸集装箱，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十年。 



未来十年内贸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表 



     众多航运公司看好内贸箱发展前景，各大港口纷纷
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新的航运公司不断加入内贸箱
航运市场，适箱货源不断增多，投入内贸箱航线的船
舶将日趋大型化。 

趋势二：船舶日趋大型化 



   借助于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借助于标准化、规范化
的操作模式，港口内贸集装箱运输旺盛的生命力和渗透力，
凭借其定期定班、中间环节少、双向运输、损耗小、节能
环保，低廉运价等优势，通过内陆水网和多式联运，不断
地向广阔的内陆地区延伸。 

趋势三：向内陆延伸 



趋势四：多式联运日趋成熟 

 中国地域广阔，大
陆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
境内河流众多，流域面
积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
的36%，黄金水道长江
主干流长6300公里。纵
横交错的水系，四通八
达的铁路网，串起中国
经济总量的大半江山。  

    沿江、沿河、沿海以及水铁、水水、江-河-海等多式
联运，将有力地促进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的发展。 



趋势五：散改集是水路运输发展趋势 

 标准化集装箱运输模式的出现，促使沿海集装箱化船舶运

输和散装货物运输更有机地融合，适箱货源的幅度更为宽广，
集与散的分界与概念更加模糊。散改集，未来中国港口内贸集
装箱发展的新动力，散改集，将是中国水路运输的发展趋势。 



趋势六：轻泡货、高附加值的货将常态化装箱运输 

        轻泡货、高附加值的货将常态化装箱运输。随着大型

定班快速集装箱船舶的投入运营，南北干线运输时间不断
缩短，从渤海湾出发，至上海或福建、广东的海上运输时
间已大大缩短，“天天班”已不再是梦想。南北干线快速
运输，将吸引大量的轻泡货、高附加值货，放弃陆路运输，
改为集装箱海运。 



趋势七：特种箱逐渐增多 

  特种箱逐渐增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冷藏箱、危险品箱、

油罐箱和框架箱等，能装载更多货物，能满足个性化需求的
特种箱，将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逐渐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专门应用于内贸集装箱运输的特种
箱，已达30多种，100多类。 



      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其货源结构最主要特征是以笨重
货为主，不论是南下北上，或东进西出，都以基础类货源为主，
即以生产的原料、加工的材料、建筑的辅料为主。这些笨重货
物的运输，对集装箱的载重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虽然国内特种箱箱型种
类繁多，但这些特种箱，除
了在箱型、箱内设计以及功
能用途方面有改进，均没有
突破载重量的设计。 



     目前，一种新型的特重箱，已经出现在中国南北内贸
集装箱航线。 

           特重箱为改良型40英尺箱，箱顶有8个角件，箱体净重
约5吨，最大总重63吨，货物净载58吨。箱体结构有个别改
进，货柜由双箱吊具模式作业。目前该箱型已通过中国船
级社认证，并开始批量生产。  

起吊时应将双吊具的中锁放
下，按照双箱作业流程起吊

专用箱。 



       特重箱工艺是针对粮食、煤炭等大宗散货海上运输方
式的一个改革性创造，带来了散装货物海上运输、码头装
卸等物流环节的工艺革新，是一种有效降低海运综合物流
成本的新工艺。突破重量设计概念的特重箱，通过大幅度
提高行业劳动生产率，将给整个物流行业链带来巨大的变
化，势必带来水路航运市场格局新革命。 



趋势八：高科技更广泛地应用于内贸集装箱运输 

       高科技在内贸箱的应用，将更为广阔。智慧物流概念

的提出，电子铅封的应用，将使集装箱物流业步入信息实
时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个性化的发展轨迹。 

集装箱电子铅封管理系统网络拓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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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九：金融衍生业服务于内贸集装箱运输 

  金融衍生服务业，将助推港口内贸集装箱的发展，为

内贸箱腾飞插上翅膀。随着内贸箱运作的不断规范化，期
货、信用证、抵押、质押等现代金融衍生服务业，将为内
贸箱的发展提供助推。  



趋势十：内外贸箱的界限与概念将逐步淡化 

      规范化、标准化操作及最新前沿信息的使用，将使

内贸箱与外贸箱一样，都是“阳春白雪”，都是世界
语言，内外贸箱的差距，将逐步缩小和淡化。 



         但是，在乐观于未来中国

港口内贸集装箱运输事业发展
前景的同时，行业内人士对未
来的发展势态，也有疑虑？ 

      



（一）、传统的南下粮食货源 

      由于目前中国的粮食种植模式、种植技术与国外先进
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转基因粮食、特别是转基因玉
米、转基因大豆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市场，冲击了几千
年来北粮南运的模式，大量的廉价粮食不仅对中国的粮食
安全，也对未来内贸集装箱的货源，构成挑战。 



（二）、煤炭运输 

       传统的西煤东输，北煤南运，正受到来自东南亚国家
廉价煤炭的冲击，基于国内开采费用，开采成本，人员工
资大幅上涨的事实，来自于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煤
炭，已经出现在我国沿海港口。这些内贸集装箱运输的基
本货源，正被蚕食，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三）、过低的装卸基准费率 

     目前，我国港口内贸箱装卸基准费率执行的是政府指导
价，即2000年版本《国内水路集装箱港口收费办法》 。 

      十几年过去，港口的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天翻地覆变化
，港口的建设及运营成本大幅度攀升，同样一个箱子，同
样一种操作，同样一份成本，只因身份不同，仅有外贸箱
50%单箱营收的内贸箱装卸基准费率，已远远不能满足内
贸箱港口的正常运转需求。低收入，高支出，高成本，遏
制了内贸箱码头对港口软硬件设施设备投入的积极性，制
约了内贸箱码头发展的后劲。  



三、结束语 

    挑战与机会是共存的，作为朝阳产业，在中国

经济健康发展背景下，在以内需为导向型经济条件
下，我们相信，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运输事业，将
更加高效、便捷、环保和经济，未来发展之路将更
为宽广、持久。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