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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文件 
(2023)中港集发字第 001 号   

 

关于开展 2022年度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评优活动的通知 
 

中港协集装箱分会各会员单位： 

刚刚过去的 2022 年，持续爆发的新冠病毒给我国经济和港口生产带来了严

重的影响，然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港口广大干部职工发扬顽强拼搏、

连续艰苦作战的精神，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确保疫情防控和装卸生产两不误，

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物流供应链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了弘扬港口人

高昂的精神风貌，助推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集装箱分会将组织开展 2022 年度

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单项优胜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优办法：采用自愿申报与评委审核相结合的办法 

二、评优条件：每月按时报送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快报的会员单位均可参加 

三、申报截至时间：2023年 2月 3日 

四、评优奖项(初评)将在中国港口集装箱网上公示。评优最终结果将在分会

会员大会上宣布并颁奖。 

五、评优奖项 

1、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 200万标箱码头 

参照 2022 年每月统计的《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快报》，凡超过 200

万标箱的集装箱码头均可申报。（见附表二） 

2、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吞吐量超 100 万标箱码头 

参照 2022年每月统计的《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快报》，凡超过内贸箱

100万标箱的集装箱码头均可申报。（见附表二） 

3、 中国港口江河集装箱吞吐量前六强码头 

参照 2022年每月统计的《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快报》，取前六名。（见

附表二） 

4、 中国港口杰出集装箱桥吊作业效率码头 

按照《2022年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评优奖项有关定义》附表一“4、中国港

口杰出集装箱桥吊作业效率码头”相应要求,凡每小时平均超 30自然箱的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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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均可申报。（见附表二） 

5、 中国港口杰出集装箱船舶装卸效率码头 

按照《2022年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评优奖项有关定义》（见附表一）“5、中

国港口杰出集装箱船舶装卸效率码头”相应要求，凡每艘时平均超 100自然箱的

集装箱码头均可申报。（见附表二） 

6、每米岸线通过最高标箱量集装箱码头 

按照 2022 年度集装箱吞吐量与码头前沿长度（新增泊位按月折算）的平均

通过量作为评判效益的标准（见附表三）。凡每米岸线通过 2000 标箱的集装箱

码头均可申报。 

7、集装箱多式联运枢纽港优胜码头 

参照 2022 年每月统计的《中国枢纽港集装箱码头多式联运吞吐量统计表》

进行申报，海铁联运、水水中转、国际中转项目各取前十名。（见附表四） 

8、每标箱消耗电力和燃油最低集装箱码头 

该奖项仅限在 2022 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100 万标箱以上的专业集装箱码

头。以年度平均单箱所耗费的燃油和电力，统一按照换算系数折合成标煤吨进

行评比（换算系数统一为：1吨柴油=1.4571标煤吨；1万度电= 4.04标煤吨）。

每标箱消耗电力和燃油最低的集装箱码头取前十名。（见附表五） 

六、申报办法 

1、申报第 1 至 5 项奖项的公司，请填报《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评优奖项申

请表》（附表二）。 

2、申报第 6 项奖项的公司，请填报《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每米岸线通过最

高箱量奖项申请表》（附表三）。 

3、申报第 7 项奖项的公司，请填报《中国港口集装箱多式联运枢纽港优胜

码头申请表》（附表四）。 

4、申报第 8 项奖项的公司，请填报《中国港口每标箱消耗电力和燃油最低

集装箱码头奖项申请表》（附表五）。 

5、申报单位请认真填写评优申请表，经由公司领导签字、公司盖章后，在

2023 年 2 月 3 日之前将申报材料报送给中港协集装箱分会秘书处张如星，电子

邮件地址：13601875326@163.com；快递地址：上海浦东港华路 1299号集新大厦

802室，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联系手机：13601875326。 

6、申报材料由评委会审核，如发现有虚报情况的，将取消当年集装箱码头

mailto:13601875326@163.com%EF%BC%9B%E5%BF%AB%E9%80%92%E5%9C%B0%E5%9D%80%EF%BC%9A%E4%B8%8A%E6%B5%B7%E6%B5%A6%E4%B8%9C%E6%B8%AF%E5%8D%8E%E8%B7%AF1299%E5%8F%B7%E9%9B%86%E6%96%B0%E5%A4%A7%E5%8E%A6802
mailto:13601875326@163.com%EF%BC%9B%E5%BF%AB%E9%80%92%E5%9C%B0%E5%9D%80%EF%BC%9A%E4%B8%8A%E6%B5%B7%E6%B5%A6%E4%B8%9C%E6%B8%AF%E5%8D%8E%E8%B7%AF1299%E5%8F%B7%E9%9B%86%E6%96%B0%E5%A4%A7%E5%8E%A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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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优资格。 

7、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附件： 

1、2022年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评优奖项有关定义（附表一）； 

2、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评优申报表（附表二）； 

3、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每米岸线通过最高箱量申请表（附表三）； 

4、中国港口集装箱多式联运枢纽港优胜码头申请表（附表四）； 

5、中国港口每标箱消耗电力和燃油最低集装箱码头申请表（附表五）。 

 

 

 

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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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22年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评优奖项有关定义 

 

奖项名称 计算公式 
计算单

位 
定           义 

奖牌 

数量 

1、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超 200 万标箱码头 

2022 年度集装箱吞吐量（吞吐量统计按交通

部统计口径） 
TEU 指评优年度集装箱吞吐量在国内港口超过 200 万标箱的码头 不限制 

2、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吞

吐量超 100 万标箱码头 

2022 年度内贸集装箱吞吐量（吞吐量统计按

交通部统计口径） 
TEU 

指评优年度内贸集装箱吞吐量在国内港口超 100 万标箱的码头。该奖项评审时仅按内贸

箱量考评，外贸箱不计入。 
不限制 

3、中国港口江河集装箱吞

吐量前六强码头 

2022 年度江河集装箱吞吐量（吞吐量统计按

交通部统计口径） 
TEU 指除沿海的所有江河码头，年度集装箱吞吐量在国内港口排名前六位的码头 前 6 位 

4、中国港口杰出集装箱桥

吊作业效率每小时超 30 自

然箱码头 

平均台时毛产量（UNIT/台时）＝桥吊装卸作

业量（UNIT）÷ 桥吊装卸毛作业时间 

UNIT /台

时 

1、平均台时毛产量：是指平均每台桥吊每小时装卸的集装箱数量； 

2、桥吊装卸作业量：是指报告期内桥吊实际装卸的集装箱总和； 

3、 桥吊装卸毛作业时间：是指报告期内桥吊从开工起到完工止的时间总和。 

不限制 

5、中国港口杰出集装箱船

舶装卸效率每艘时超 100 自

然箱码头 

平均船时毛产量（UNIT/艘时）＝船舶装卸作

业量（UNIT）÷ 船舶毛作业时间 

“平均船时毛产量”主要为大船（干线）毛作

业量。（支线作业除外） 

UNIT/ 

艘时 

1、平均船时毛产量：是指平均每艘船舶每小时装卸的集装箱数量； 

2、船舶装卸作业量：是指报告期内作业船舶实际装卸的集装箱总和； 

3、船舶毛作业时间：是指报告期内作业船舶从开工起到完工止的时间总和。它包括装卸

前后的准备、结束时间。 

不限制 

6、每米岸线通过 2000 标箱

量集装箱码头 

2022 年度集装箱吞吐量÷本年度码头岸线长

度≧2000 标箱 
TEU/米 年度集装箱吞吐量折算的每米岸线通过标准箱数量。 不限制 

7、集装箱多式联运枢纽港

优胜码头 

2022 年度海铁联运、水水中转、国际中转吞

吐量（吞吐量统计按交通部统计口径） 
TEU 

指评优年度多式联运集装箱吞吐量中，按照海铁联运、水水联运、国际中转吞吐量在国

内港口排名前十位的码头 
各前 10 位 

8、每标箱消耗电力和燃油

最低集装箱码头 
 

标煤吨/

万 TEU 

评优年度吞吐量在 100 万标箱以上的专业集装箱码头，以年度空、重箱吞吐标箱折算成

平均每万 TEU 所耗能的标煤吨。（换算系数：1 吨柴油=1.4571 标煤吨；1 万度电= 4.04

标煤吨） 

注：能耗装卸机械主要含集装箱桥吊、轮胎（龙门）吊。 

前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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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评优奖项申请表 

 

企业名称  邮政编码 

企业地址   

联系人姓名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传真号码  

申请项目 

1、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 200万标箱码头。本码头 2022年实际完成

内外贸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TEU。 

2、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吞吐量超 100万标箱码头。本码头 2022年实际

完成内贸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TEU。 

3、中国港口前六强江河集装箱码头。本码头 2022年实际完成内外贸国

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TEU。 

4、中国港口杰出集装箱桥吊作业效率平均每小时超 30自然箱码头。本

码头 2022年桥吊作业量      UNIT，桥吊作业小时                                           

2022年桥吊平均台时毛产量为        UNIT /台时（须附相关的吞吐量和

桥吊作业生产报表）。 

5、中国港口杰出集装箱船舶装卸效率平均每艘时超 100 自然箱码头。

本码头 2022 年大船（干线）吞吐量         UNIT， 大船（干线）作业小

时         。2022 年平均船时毛产量为              UNIT /艘时（须

附相关的大船作业生产报表）。 

码头评优 

申报材料 

清单 

1 
平均台时毛产量统计表（重点装卸机械设备运用情况明细表）复

印件 

2 
平均船时毛产量统计表（交统港 14表《分内外贸船舶在港停泊时

间报表》）复印件 

3 无附表不予审核。 

 

 

报码头 

诚信保证 

 

 

 

 

 

上述资料经过本公司领导审核，确保真实，绝无虚构数据。 

 

 公司（公章）           公司领导签字： 

 

二〇二三年     月     日 

说明：申请项目只需填写申报的内容，不申报的项目可以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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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每米岸线通过最高箱量奖项申请表 
 

 

企业名称  邮政编码 

企业地址   

联系人姓名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传真号码  

申报项目 
1、 每米沿海岸线通过最高标箱量集装箱码头 □（打勾或变红色）； 

2、 每米江河岸线通过最高标箱量集装箱码头 □（打勾或变红色）。 

申报数据 

 

1、本公司 2022年码头总长度          米。 

2、本公司 2022年集装箱吞吐量         TEU。 

3、本公司集装箱码头于   月增加长度          米。 

4、本公司 2022年每米岸线通过        标准箱。 

 

申报码头 

诚信保证 

 

上述资料经过本公司领导审核，确保真实，绝无虚构数据。 

 

 

公司（公章）                公司领导签字：  

 

 

二〇二三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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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中国港口集装箱多式联运枢纽港优胜码头申请表 
 

企业名称  邮政编码 

企业地址   

联系人姓名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传真号码  

申请项目 

1、中国港口海铁联运前十强集装箱码头。本码头 2022年实际完成海

铁联运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TEU。 

2、中国港口水水中转前十强集装箱码头。本码头 2022年实际完成水

水中转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TEU。 

3、中国港口国际中转吞吐量前十强集装箱码头。本码头 2022年实际

完成国际中转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TEU。 

            

码头评优 

申报材料 

清单 

1 相关码头集疏运统计表复印件 

2 相关上报集团公司或上级单位集疏运统计表复印件 

3 无附表不予审核。 

申报码头 

诚信保证 

 

上述资料经过本公司领导审核，确保真实，绝无虚构数据。 

 

 

公司（公章）              公司领导签字： 

 

 

 二〇二三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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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中国港口每标箱消耗电力和燃油 
最低集装箱码头奖项申请表 

 

企业名称  邮政编码 

企业地址   

联系人姓名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传真号码  

申报奖项 中国港口最佳能耗集装箱码头 □（打勾或变红色） 

申报数据 

1、本公司 2022年集装箱吞吐量       万 TEU。 

2、本公司码头桥吊总台数       台。 

3、本公司桥吊年耗用总市电        万度，折合为      标煤吨。万

TEU吞吐箱桥吊耗能为：         标煤吨/万 TEU。 

4、本公司场地轮胎吊（龙门吊）总台数       台。 

1）其中用油轮胎吊总台数     台，年耗用柴油        吨，折合为         

标煤吨； 

2）其中用电轮胎吊总台数     台，年耗用市电        万度，折合为         

标煤吨； 

3）万 TEU吞吐箱轮胎吊耗能为：      标煤吨/万 TEU。 

 5、 本公司桥吊和轮胎吊（龙门吊）总耗能          标煤吨，万吞

吐箱耗能为：         标煤吨/万 TEU。  

      

申报码头 

诚信保证 

 

上述资料经过本公司领导审核，确保真实，绝无虚构数据。 

 

公司（公章）              公司领导签字： 

 

二〇二三年     月     日 

说明：1、上述所有统计均为 2022 年数据； 

2、燃料和市电的使用数量需要提供有关报表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