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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港口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王银银
（南通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通 210069 ）

摘

要：国内外港口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主要采取差异化合作、资本合作、组合港、完全整合等四种发展模式。 为全面提

升南通沿江、沿海港口的总体竞争力，助推南通港口的一体化发展，需借鉴国内外港口 一体化发展的模式 ，针 对 南 通 港 口
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要素制约、开发模式落后 、带动能力不强等现实性问题，通过强化政府引导作 用 、采 用 多 元 合 作
方式来加强江海港群联合，深入推进南通港口一体化发展，引导南通港口合作竞争态势，有效提升南通港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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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港口作为一个城市对外开放的窗口，拥有海陆两大辐射面的优势。在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
略实施的重要机遇期，在国家不断深化港口一体化改革的背景下，江苏南通港由“一港十二区”调整为“一港
八区”
，以推动南通港的一体化发展，完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江海组合强港的打造。分析南通港一体化
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南通港从 2002 年开始下放属地管理，实行政企分开，逐步形成了江海组合大港的发
展格局。2017 年，南通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23 572 万吨，比 2016 年增长 4.2%。其中，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
5 945.2 万吨，同比增长 2.3%。从具体货种来看，矿建材料、水泥这两大货类分别由于沿江小码头的整治和厂
家销售计划的改变致使其吞吐量有所下降，其余主要货种均有不同程度增长。金属矿石的吞吐量为 6 091.1
万吨，同比增长 5.2%；煤炭的吞吐量为 5 609.9 万吨，同比增长 7.8%，这两大货种在全港货物吞吐量中占比
达到 49.6%，为总量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粮食吞吐量增势迅猛，达到 1 604 万吨，同比增长 55.7%；
LNG 则完成 4 87.3 万吨，同比增长 107.7%。但南通港依然面临着布局分散、竞争无序的问题，主城区的港城
矛盾日渐突出。因此，借鉴国内外港口的一体化发展经验，结合南通港口一体化发展在要素制约、
开发模式、
发展合力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路径方案，对于推动南通港一体化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1.1

国内外港口一体化主要发展模式

差异化合作模式
差异化合作模式，即以协会为主导，采用合作发展方式，在保持各港口独立性的前提下，为港口提供公

平的竞争环境，以充分发挥各港口的优势。如因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港口，为维护欧盟的整体利益，避
免各港口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欧盟于 1993 年成立了欧洲海港组织，代表欧盟各国进行海港群整体利益
的维护，负责各港口功能的定位和统筹规划。[1]其中的汉堡港与不来梅港原本是相互竞争关系，两个港口通
过共同运营商联盟进行资源整合后，不仅提升了与鹿特丹等港口的竞争力，船期表信息得到有效的整合，而
且两个港口还能为北美和亚洲货物运输提供优质的服务。此外，港口差异化合作模式为维护共同利益，需要
制定多式联运、海运安全、港口治理等系列政策，通过协会协调各港口的利益，保持政策的一致性，能够有效
制止港口间扭曲的竞争行为。由于需要通过立法才能确保各港口的有序竞争，并保障港口群内各港口利益。
因此，该模式不能对各国港口运营和建设进行直接干涉，对单个港口的约束力相对较低。
收稿日期：2017-12-19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2017SJB1216）；
南通市社科基金项目（2017BNT007）。
作者简介：王银银（1983— ），
女，江苏淮安人，南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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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合作模式

资本合作模式，即以资本为纽带建立港口间的合作，从具体项目合作开始，逐步进行全面合作。目前，西
雅图港与塔科马港、上海港与南京港等均采用了该模式。此发展模式一般需通过资本收购或参股建立合作，
并通过董事会对联营港口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规划。例如，上海港和南京港拥有良好的资本合作基础和前
景，为推动港口信息化建设、中转功能提升和航运服务品质提升，上港集团和南京港集团基于市场规划进行
了全面战略合作，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项目开始合作，通过不断深化业务和资本合作，实现对两港资源
的整合，推动两港信息化建设。通过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建设，依托国家黄金
水道建设发展战略，将上海港和南京港建设成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航运枢纽。因此，资本合作模式需要以政府
为主导，以核心港口集团企业为主体，以资本投资为纽带，通过实现市场化整合达到合作的目的，进一步丰
富合作内涵和拓宽合作领域。但由于资本合作模式下的资本整合相对松散，各港口集团资本运作的本质依
然未将资本收归港口，因此合作效果相对有限。
组合港模式
组合港模式，即距离相对较近的港口之间通过建立同盟关系，以分工合作为主，不同港口需要分别承担
主干港和喂给港等角色，如阿姆斯特丹港与艾默港、东京港和横滨港、宁波港与舟山港等。日本东京湾港口

1.3

群采取了组合港模式，形成了马蹄形港口群和工业城市群，通过资源组合获得新的组合港。为此，日本运输
省对港口规划权进行了保留，将港口管理权下放到地方，通过降低港口收费等方式形成内联外争的港口群
合力，推动了各港口和临港工业的差异化发展。国内的宁波港与舟山港，其初始的合作主要采用了组合港模
式，目的在于发挥两港优势，实现两地资源整合，形成长江中部沿海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临港工业带；合
作后的两港利用宁波港的品牌优势，进行舟山群岛开发，推动两地经济协同发展。为此，浙江省政府设立了
宁波—舟山港管委会，负责两港深水岸线的有序开发，实现一体化重大项目的建设协同，并通过统一管理和
规划，开展招商引资等工作。该模式可以使品牌资源、岸线资源等港口资源在最大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实
现港口合作共赢。因此，组合港发展模式需要政府统一协调，保持港口运营自主性，推动港口群间错位发展。
1.4

完全整合模式
完全整合模式，即通过港口合并重组，巩固枢纽港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支线港的辅助作用，使区位优

势和产业集群优势得以体现。从国内外发展情况来看，纽约港与新泽西港、广西北部湾港等港口均采取了完
全整合发展模式。纽约港与新泽西港通过整合港口资源，已成为美国东海岸最大的集装箱港，成立了统一的
管理机构负责港口群规划管理，以港务局为主导，完成港口开发建设后，通过租赁码头设施获得稳定收益，
其私营企业经营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港务局管理下，港口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好的建设与维护，港口的信息
化建设也得到了稳步推进，为实现港城联动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港口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了保障。广西北
部湾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支持下成立了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使广西沿海的各港口建立
了区域联盟，将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三港规划统一，形成了北部湾港，获得了港口叠加效应，并推动了该
地区港口群业务的协调发展，有效推进了区域经济的多渠道合作。因此，采取完全整合模式可以全方位实现
港口资源整合，使港口整体核心竞争力得到有效提高，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集群优势。
2

南通港口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愈演愈烈的国内外竞争环境下，南通亟须整合港口要素资源，引导港口有序竞争，深入推进南通港口
一体化改革，有效提升港口综合竞争力。港口一体化，就是将两个及以上港口通过自然、业务和行政等各种
资源的优化利用，达到利益再分配和再平衡，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的整合，为港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
障。当前，南通港正处于向第三代港口转型的阶段，其开发模式落后、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
约了南通港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2.1

要素制约日益突出

随着“长江时代”的到来，南通市港城矛盾日益突出。目前，长江南通段剩余优良岸线不多，沿海可开发
的深水港口岸线资源亦比较有限，港口岸线主要以工业占用扩张为主；土地指标对港口建设的限制日益增
大，港口规划土地资源保护力度较为欠缺；沿江港口锚地资源十分紧张，锚地建设依赖的水域资源难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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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沿江地区交通资源缺乏优化，港口集疏运通道容量未能得到充分发挥。[2]从城市环境看，老港区煤炭、
铁矿石等大宗散货作业污染严重，任港港区油品储罐库区对城市安全构成威胁。从城市交通看，港区对外陆
上主要运输通道为市内沿江公路，城市交通与港口集疏运相互交织，不仅影响港口集疏运效率，而且影响市
内交通。港口建设面临的资金压力也愈发严重，公共基础设施维护资金来源和渠道尚不明晰；港口信息交换
平台建设严重滞后，服务国家战略物资的运输中转能力不强；沿江港口生产要素整合效果尚不乐观，增值能
“双漏斗”
结构特点，即对外不断吸引货物中转、经济发展要素流入，对内集聚
力较弱。此外，现代港口所具备
能量向腹地传递，对港口的容量、效率以及自身设施都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破除港口要素制约时不可待。
2.2 开发模式亟须创新
一方面，以县域经济为主导的开发体制机制激发了港口发展活力，但也带来了港口开发层次较低、布局
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沿江港口码头小、散、杂，大量货主码头利用效率普遍不高，一
些不符合规划的非法码头占用了一批岸线资源，一些落后产业岸线在产业转型中成为“僵尸”岸线，港口管
理体制亟须理顺。另一方面，众多港口企业密布在沿江沿海地段，吞吐量过亿吨的港口企业数却寥寥无几，
对比以上港集团为主的上海港、以宁波港集团为主的宁波-舟山港、以青岛港集团为主的青岛港等全国沿海
及其他省市的港口发展模式发现，南通港主体过多的现象较为突出，缺乏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龙头型港
口和龙头港口企业，导致其在区域港口竞争以及区域物流资源配置中作用有限。此外，绝大部分公用港口企
业以大宗干散货和液体散货装卸转运为主，沿江近 80%的铁矿石以及 50%的煤炭均依靠通用码头泊位进行
运输；重点港区码头专业化、自动化、大型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大型集装箱码头泊位不足，老旧港口机械能耗
高、
效率低。
带动能力有待增强
一方面，由于布局分散，集疏运体系难以配套，使得港口辐射带动能力不强。重点港区的主要服务范围
基本限于所在园区、县（区），港产城协调发展、科学发展急需从技术、管理层面全面优化。南通沿海与沿江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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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呈现较为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区域产业亦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致使南通港的盈利能
力不高、应对风险能力较弱。另一方面，南通港与金融行业、
航运企业未能抱团发展，其港口产能结构性过剩
[3]
情况明显，进一步加剧了同质化低层次竞争的态势。 南通港与南京港、苏州港、
无锡港等省内其他港口在发
展能力和服务水平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苏南港口群在外贸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方面的优势明显，导致南
通港与其他港的货源竞争状况日益加剧。此外，南通沿江港口群目前在港口服务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上都较
为滞后，加上日趋下滑的外贸集装箱生成系数及外向度的集装箱生成系数，都严重加剧了集装箱货源流失
的现象，沿江两岸港口的发展差距继续拉大，江港支撑双向开放的运营能力明显不足。
3 南通港口一体化发展的具体路径
针对当前南通港口一体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南通港亟须突破要素制约、开发模式、发展合力等问
题，通过强化政府引导作用、采用多元合作方式、加强江海港群联合等方式，深入推进南通港口一体化发展，
引导南通港口合作竞争态势，有效提升南通港的综合竞争力。
3.1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港口的合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应从政策层面上明确港口部门参与各方收益
分享，从政府职能层面上明确政府在港口一体化建设中的作用。在南通港一体化发展上，要实现政府宏观调
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注重政府引导作用的发挥，从而使港口群的宏观利益得到协调。从南通港的发展
情况来看，2016 年 12 月，南通市政府批复成立南通港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港口建设项目的投资及资产管理
工作，为南通港经营资源整合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南通港未来的发展中，还应持续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为南
通港集团以资本为纽带实现相关公共港区、作业区、码头等港口岸线资源整合提供支持，以实现对南通港资
源开发利用、优化重组等工作的统筹推进，构建港工贸一体化、港产城一体化的新格局。采取该种措施可以
为南通港打造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港航龙头企业，实现南通港建设的合理布局，打造江海组合强港，为
“一城一港一集团”新格局的构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4]在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的同时，还应成立港口管理机
构，通过对港口的直接管理，减少行政区划给港口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束缚。结合国际经验可知，采取该种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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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可以避免港口之间形成恶性竞争，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港口合作。[5]南通港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
港口发展管理委员会进行港口重大规划编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物流岸线开发等工作。通过该机构的
统一决策和协调，能使港口岸线的使用得到统一管理和审核把关。例如，在江海港口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由
委员会负责进行《南通港总体规划》的修编，进一步明确南通港各港区、作业区、功能区的功能，明确各区的
发展重点、产业方向。在统一机构的管理下，南通港的岸线将得到优化整合，港城矛盾也能得到有效化解，有
助于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
3.2 提升港口的现代化水平
第一，在港口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采取多元合作方式，打造港城一体化运输网络，以扩大港口经济腹
地，提升港口的投资收益率。通过实现集装箱海铁联运、海公联运等方式不断扩大内陆腹地集装箱运输需
求。为达成这一目标，南通港还应实现与铁路、公路等运输部门的合作，持续推进港口集疏运的一体化发展。
具体就是要实现对各种运输方式的有机衔接，通过深度融合完成高度集成运输网络的打造，持续推动疏港
铁路、
公路和内河航道的建设，获得综合交通优势。通过将该优势转换为物流优势，则能借助海运直达、江海
转运、
内河集散三大运输体系加快江海河联运工程建设，为推动南通港的一体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二，在港航基础设施建设、江海直达船型研发、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中加强合作创新，积极推进地
主港模式、港航联合、通关一体化和绿色港口建设，以物流为主线，深度整合资产、资源、人员、品牌、管理等
要素，逐步形成沿江港口城市、企业与沿海港航单位、
企业间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第三，充分发挥沿江港口锚泊指挥调度中心的监管作用，统筹、高效利用有限锚地资源，积极探索建立
岸线使用准入、转让和退出机制，科学评价港口岸线的利用效率，建立“港口岸线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
，实
现岸线资源动态监管，提高岸线资源管理水平。[6]
第四，以集装箱航线资源整合为重点，通过深化省内外战略合作、联合开辟航线等多种方式，发挥整体
协同效应，推进航线布局优化和经营机制创新；建设港口联动平台，整合港口内部资源，简化业务流程，提高
群内港口运作效率。
3.3

增强港口发展合力
由国内外港口一体化发展经验可知，港口群间的联合可以使港口新技术的联合开发得到推动，同时能

够通过提高各港口生产效率获得更高的港口群竞争力。因此，在南通港一体化建设中，需明确南通港主枢纽
港的地位及其相应的集装箱干线港、通用港口、散杂货港口的业务地位。依托市场作为资源配置载体，采用
包括资本输出、技术合作、合作联盟、换股合并等方式，加强港口群间的联合。一方面，为避免港口群在经营
业务上形成过度竞争，还要使港口群间能够合理确定各自发展定位，港口群的各方要制定各自的发展“边
界”
，统一对外招揽业务，从而在加强资源利用的同时，使港口群取得联合发展。此外，在港口群联合的过程
中，还应完成不同标准或制度的制定，以便使各参与港口的行为得到规范。[7-8]与此同时，需要制定腹地货物
分配标准及相关标准，以确保港口群的整体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维护。另一方面，南通港可以进行江海联运核
心区的打造，以通过江海联动发挥海港优势。就目前来看，通州湾、
洋口港、吕四港等港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
发建设。按照交通运输部、省政府将联合批准的《通州湾港区总体规划》，南通市将完成洋口港区 15 万吨级
航道、
吕四港区 10 万吨级航道的建设。在航道建设完成后，通过与长江深水航道高效对接，可以使南通港获
得较高的江海转运效率。通过不断加强港口群间的联合，能使南通港在对外竞争中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业务
联系和对外宣传，进而形成更加强大的港口运输格局。
3.4

引导港口良性竞争
在南通港一体化发展方面，需从港口各自优势出发，采用某一业务优势的企业控股，其他同类运输货物

企业参股的形式，组建区域性的跨港专业化码头运营公司。以规划为引领、交通为基础、产业为纽带，将各港
区有机串联，形成以合作为基础的良性竞争态势，构建相互支持、高度互动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港口群
系统，提升南通港向东向西双向的服务支撑能力。加快港口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对低效港口资
源的整合，尽快推行地主港模式，打破以往的垄断格局，实现跨区域的良性竞争。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
区域港口间的合作。[9]为此，要采用“一市一港一集团”的发展模式，实现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作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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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首先，在区域港口功能对接方面，应使南通港发挥江海联动优势，实施通海集装箱港区、沿海深水航
道等联运工程建设，承接上海港功能转移工作。其次，在区域港口产业对接方面，应重点进行临港开发园区
建设，利用深水航道和广阔腹地加强与上海重点园区和企业的多元合作，承接上海精品钢材等产业转移工
作，加快旗舰型临港产业园的建设。再次，在航运服务对接方面，还应发挥陆海统筹发展基金的航运发展引
导作用，吸引上海航运金融、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机构在南通设立分支机构，加强两地航运合作交流，使南
通港的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最后，需要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运用智能化手段改造传统港口产业，
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打造现代化智慧港口，进一步增强港口对南通及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
最大经济效益的共生发展。
4

结束语

南通应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机遇，把改革创新作为推进港
口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结合港口发展现状，按照国家、省和交通运输行业改革的总体部署，深化港口改
革，破除机制体制障碍，制定对接国家战略的港口服务实施方案，使各港区在人才、技术、资源等方面获得无
差异的政策环境；以提高港口总体生产能力与服务水平为中心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质量效益
为衡量准绳，以智慧港口为目标指向，继续优化布局，加速转型升级，提高科学决策能力与营运管理水平，深
入推进南通港口一体化的发展，加快提升南通港综合运输枢纽功能和“双向开放”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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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grated Port Development in Nantong
WANG Yin-yin
(School of Busines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10069,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ed port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four kinds of development
modes, i.e., differential cooperation, capital cooperation, portfolio port, and full integration, are adopte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river and coastal ports in Nantong, an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port development in Nantong,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on the model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orts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real problems such as the constraints in the integrated port development in Nan－
tong, the backward development mode, and weak leading ability, it aim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ports in Nantong through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s role of guidance, the use of diversi－
fied cooperation methods to strengthen the alliance between river and costal port groups, in-depth integrated port
development in Nantong, and guiding port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Nantong.
Key words: Port of Nanto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rts and city; Port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