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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港口生产持续逐渐回暖。2020 年三季度，随全球主要

国家陆续复工复产及消费刺激政策发挥作用，全球经济增

长预期小幅上调，全球贸易供需两端均呈现复苏迹象。在

此背景下，三季度全球主要港口生产逐渐回暖，提振前三

季度港口生产表现，但集装箱港口吞吐量尚未恢复至去年

同期水平。 

⚫ 全球码头运营商生产形势回暖。中远海运港口权益吞吐量同

比微降 0.7%，AP 穆勒-马士基码头合并报表吞吐量同比降

幅收窄至-3.7%，招商局港口权益吞吐量同比增长高达

17.7%，其余码头运营商也纷纷止跌企稳。但当前全球疫情

仍不容乐观，不确定性犹存，各大码头运营商对港口的投

资经营仍将继续保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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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全球港口第三季度生产形势评述 

1.1 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分析 

2020 年三季度，全球经济已走出二季度的低谷，开始触底回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在 2020 年 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20 年全

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4%，相较于 2020年 6月的预测有小幅上调。伴随着全球

主要国家陆续复工复产及消费刺激政策发挥作用，全球贸易供需两端均呈现复苏

迹象。需求方面，随着制造业出口订单开始增加，全球集装箱吞吐量逐步回升，

国际贸易缓慢复苏，世贸组织（WTO）预计三季度全球贸易增速约为 2.5%。供给

方面，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连续 3 个月高于荣枯线，全球经济处于加快恢复状

态。在此背景下，全球主要港口生产逐渐回暖。 

 
数据来源：德鲁里航运报告、中国银行。 

图 1-1  2017 年一季度—2020 年三季度全球经济及港口吞吐量增速 

随着国际贸易市场逐渐复苏，三季度全球主要港口共完成货物吞吐量 54.5

亿吨，同比增长 4.5%。得益于中国港口生产形势稳中向好，亚洲港口货物吞吐量

稳定增长（5.5%）。在旺盛的干散货出口需求推动下，非洲港口货物吞吐量强劲

复苏（7.7%）。由于部分经贸活动恢复，加之冬季假期前库存补充的需求回升，

本季度欧洲（-5.4%）和北美（-1.6%）主要港口的货物吞吐量的降幅也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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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预测数据。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2  2020 年三季度全球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3  2020 年三季度全球各大洲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 

1.1.1 亚洲港口货物吞吐量逐步回升 

三季度，亚洲经济开始复苏，主要由于亚洲各国在病毒感染率较低时及时采

取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并实施了大规模政策刺激措施。在此背景下，亚洲港口生

产形势显著回暖，货物吞吐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复苏情况。东亚地区中，中国港口

货物吞吐量持续高速增长，但韩国港口生产复苏乏力。东南亚地区随着贸易和运

输逐渐开放，港口生产也逐步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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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港口生产表现不一 

（1）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逐季回稳 

三季度，中国经济稳中向好，GDP同比增长 4.9%。虽然海外市场仍然受到疫

情限制，但国内经济活动已恢复常态化运行，制造业需求平稳恢复，同时基础消

费需求继续保持高水平，推动中国进出口贸易呈现复苏态势，三季度进、出口额

均实现 10%左右的强劲反弹。在市场持续回暖的推动下，三季度中国大陆规模以

上港口共完成货物吞吐量 38.5亿吨，同比增长 7.4%。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SISI 整理。 

图 1-4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中国规模以上港口月度货物吞吐量 

从内外贸角度分析，三季度中国大陆内、外贸货物吞吐量均呈现稳定增长的

态势，分别完成货物吞吐量 12.1/26.5 亿吨，同比增长 7.1%/8.1%，环比增长

0.7%/8.1%。其中，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增势不减，三季度增速较二季度翻番，

主要得益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量实现较快增长，同时主要

大宗商品和重点农产品进口量也有较大增幅。港口内贸货物吞吐量增速的回升势

头缓和，三季度内贸货物吞吐量增速的增幅由二季度的 12.8%收窄至 1.4%，主要

由于二季度国内复工复产推动内贸货物吞吐量迅速回升至正常水平，导致三季度

继续增长动力减弱，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准。 

从沿海、内河角度分析，三季度中国沿海、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均保持较高

增速增长，分别完成货物吞吐量 25.2/13.3 亿吨，同比增长 7.4%/7.4%，环比增长

4.1%/0.8%。其中，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继续攀升，三季度增速延续上一季

度的反弹趋势，主要由于国内外铁矿石、煤炭需求强劲，宁波舟山港、唐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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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港的干散货吞吐量仍保持高速增长；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略有回调，三

季度增速较上一季度收窄 0.5 个百分点，但仍然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主要受

益于苏州港、镇江港等主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稳步提升。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SISI 整理。 

图 1-5  2018 年一季度—2020 年三季度中国大陆港口货物吞吐量季度增速 

从货物吞吐量排名来看，前 9位次仍保持稳定，主要港口吞吐量增速大面积

转负为正，提振前三季度港口生产表现。其中，河北省的唐山港（16.9%）、黄骅

港（15.3%）表现出色，三季度增速大幅提升，主要是因为受中国沿海沿江各大

电厂为避开 10 月的大秦线检修影响，提前增派船舶赶往环渤海港口拉运煤炭，

推动本季度吞吐量提升。福州港表现亮眼（29.3%），连续两月同比增长超 20%，

排名继续上升至第 17 位，主要是因为福州港采取与生产企业联姻、靠前服务、

推动码头尽快投产等措施促进港口生产。北部湾港积极“顺风北上”，凭借与四

川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货物吞吐量连续多月保持 20%-30%的增幅，排名继续攀

升。大连港三季度表现有所低迷，排名被镇江港反超，主要由于集装箱货运量的

大幅下跌导致。 

表 1-1  2020 年前三季度中国大陆港口货物吞吐量排名 

1-9 月 

港口排名 
港口名称 

2020 年前三季

度（万吨） 
同比增长 

2020 年三季

度（万吨） 
同比增长 

1(1) 宁波舟山 88709 4.9% 31820 10.5% 

2(2) 上海 51462 -4.7% 19181 6.4% 

3(3) 唐山 50734 6.0% 18801 16.9% 

4(4) 广州 45759 0.4% 16098 1.5% 

ww
w.
sis
i-s
mu
.or
g



全球港口发展季报（2020 年第三季度）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5 

5(5) 青岛 45274 5.5% 15629 5.9% 

6(6) 苏州 40579 3.4% 15008 15.5% 

7(7) 天津 38621 3.8% 14576 7.8% 

8(8) 日照 37423 7.8% 13044 10.1% 

9(9) 烟台 29561 1.7% 10088 3.7% 

10(11) 镇江 26326 10.4% 9021 2.7% 

11(10) 大连 25398 -5.9% 8579 -12.4% 

12(12) 南通 23216 -1.5% 7631 -11.8% 

13(13) 黄骅 22355 3.8% 8339 15.3% 

14(17) 北部湾 22186 19.6% 8229 25.4% 

15(14) 泰州 21794 3.6% 7602 5.3% 

16(16) 深圳 18973 -1.0% 7528 6.3% 

17(24) 福州 18255 20.2% 7136 29.3% 

18(19) 连云港 18197 3.4% 6009 3.2% 

19(15) 南京 18160 -6.1% 6440 -4.6% 

20(18) 营口 17634 -0.7% 6030 12.8%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SISI 整理。 

（2）中国台湾港口货物吞吐量环比改善 

受外需强劲增长带动影响，三季度台湾 GDP 同比实际增长 3.3%。其中，出

口继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出口增速达到 3.5%，进口同比下降 1.8%。

受此影响，台湾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均环比上升，其中台北港（10.4%）和基隆

港（13.8%）货物吞吐量实现同比大幅回升。然而，台湾居民消费继续低迷，第

三季度民间消费延续前两季度的下滑趋势，同比下降 1.5%，居民消费信心指数

也呈现负增长，显示台湾经济内需仍不足，拉低了台湾最大港口高雄港的货物吞

吐量，使其同比下滑 5.6%。 

 
注：*为预测数据。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6  2020 年三季度中国台湾主要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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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港口生产复苏乏力 

三季度，韩国 GDP 同比萎缩 1.3%，环比小幅回升至 1.9%，主要得益于汽车

和存储芯片出口强劲反弹带动出口环比激增 15.6%，而个人消费和建筑投资依然

疲软。但是，受季末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韩国经济复苏或将面临疫情反复

导致经济活动受限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本季度韩国港口生产仍然保持低迷，全

国货物吞吐量同比下降 13.4%至 3.6亿吨。 

分港口来看，由于油类吞吐量减少,叠加铁矿石价格暴涨导致库存调整、烟

煤等发电用燃料进口减少等原因，三季度釜山港（-19.3%）和光阳港（-9.2%）

货物吞吐量仍处大幅负增长，但在出口强劲反弹的带动下，货物吞吐量环比有所

回升。相比之下，仁川港三季度货物吞吐量同比降幅相对温和（-3.6%），主要得

益于中韩贸易量的强劲复苏。 

 
数据来源：韩国港航物流信息系统，SISI 整理。 

图 1-7  2018 年三季度—2020 年三季度韩

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韩国港航物流信息系统，SISI 整理。 

图 1-8  2020 年三季度韩国主要港口货物

吞吐量及增速 

⚫ 东南亚港口生产回暖 

三季度，新加坡经济活动有序恢复，服务及贸易产业逐步回暖，GDP 环比增

长 7.9%，同比萎缩 7%，经济态势主要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局面。本季度新加

坡港进出口贸易管控措施逐步开放，促使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虽仍处负区间

（2.7%），但降幅较上一季度大幅收窄 11.54 个百分点。受新冠疫情下政府再度

收紧社区隔离政策所致，菲律宾第三季度 GDP同比下滑 11.5%，连续三个季度同

比萎缩，但跌幅已略收窄。然而，相较于多国港口在疫情期间采取封闭措施，菲

律宾多港开放船员换班服务，吸引大量船舶驶向马尼拉等港口换班，带动三季度

菲律宾海港的货运需求（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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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9  2020 年三季度东南亚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1.1.2 欧洲港口货物吞吐量跌幅收窄 

三季度，欧洲经济强劲复苏，但后续动力不足。7-8 月，欧洲经济复苏明显，

主要城市经济活跃度处于高位。但 9 月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地疫情反弹，使得

居民消费和企业复工等活动出现放缓迹象。本季度，欧洲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较

上一季度显著恢复，但受疫情反复等因素的影响，港口生产复苏缺乏稳定性，下

一季度增长情况不容乐观。 

⚫ 西欧港口货物吞吐量降幅收窄 

由于欧洲进口需求回暖，鹿特丹港的农产品、生物质和集装箱货物在三季度

表现出复苏态势，但腹地钢铁产量下降对鹿特丹港干散货吞吐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加之欧洲成品油和天然气的需求降低拉低了三季度鹿特丹港液体散货吞吐量，综

上因素影响，鹿特丹港三季度货物吞吐量未有明显改善（-8.1%），同比降幅仅小

幅收窄 0.9%。在远东和欧洲集装箱货物需求强劲复苏的拉动下，安特卫普港货

物吞吐量跌幅大幅收窄 9.8个百分点。受益于略微宽松的疫情防控措施以及为圣

诞节进行的仓库货物补充，汉堡港三季度货物吞吐量降幅收窄至-8.6%。 

⚫ 南欧港口货物吞吐量显著回升 

西班牙得益于多项经济激励措施，三季度 GDP 暴增 16.7%，经济复苏迹象显

著，家庭消费和投资历史性增长推动国内外贸易需求显著回升，西班牙三大主要

港口巴塞罗那港（-0.2%）、瓦伦西亚港（-0.1%）、阿尔赫西拉斯港（-0.9%）生

产形势回暖，货物吞吐量分别环比上升 33.9%/13.0%/3.0%，已基本恢复至去年

同期水平。 

⚫ 东欧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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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随着欧洲经济活动限制逐步放宽，里加港货物吞吐量降幅略有收窄，

但由于煤炭、石油产品的进出口需求持续疲软，仍与去年同期水平相去甚远。爱

沙尼亚受疫情冲击相对较小，工业生产和建筑活动受限程度较小，加之本季度液

体散货吞吐量高速增长（28.4%），塔林港货物吞吐量同比大幅上升（24.0%）。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0  2020 年三季度欧洲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1.1.3 澳洲港口货物吞吐量走势分化 

三季度，受各港口主要出口货种不同的影响，澳大利亚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增速分化明显。其中，黑德兰港得益于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产量持续走高，叠

加中国铁矿石需求增长的带动，本季度货物吞吐量涨势良好（5.0%）。由于中澳

关系紧张，加之中国为保护本国煤炭产业而限制澳大利亚煤炭进口，同时澳大利

亚煤炭行业面临向天然气转型的压力，造成澳大利亚煤炭需求受到抑制，三季度

海波因特港（-17.6%）和布里斯班港（-19.0%）货物吞吐量均同比暴跌。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1  2020 年三季度澳洲部分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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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美洲港口货物吞吐量小幅增长 

⚫ 北美港口生产形势小幅改善 

三季度，美国各州经济缓慢重启，经济和生产活动部分恢复正常，制造业和

服务业出现明显改善。美国商务部预计三季度美国 GDP环比年率增长 33.1%，同

比下降 2.8%。虽然受新冠疫情在全球多国二次爆发的影响，海外对美国产品的

需求仍然疲软，出口贸易依旧受到限制，但在逐渐解除封锁后美国国内需求迅速

扩大，企业急需进口来填补库存不足的缺口，美国消费品进口已经恢复至疫情前

水平，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量。 

分港口来看，八月份受飓风侵袭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影响，南路易斯安

那港暂时关闭导致货物吞吐量同比下滑（-6.8%）。由于大型零售商店重新开业、

商家为冬季假期囤积商品以及电子商务消费增加，长滩港本季度集装箱吞吐量增

速大幅反弹，转负为正（8.1%）。由于疫情的经济影响持续扰乱了美国乃至全世

界的供应链，西北海港联盟货物吞吐量同比依然处于负增长区间，但随着美国国

内需求的强劲拉动，西北海港联盟三季度生产形势有明显改善。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2  2020 年三季度北美部分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 拉美港口生产回暖形势转弱 

巴西经济在国内疫情未得到有效遏制的背景下，三季度呈现明显复苏势头，

桑托斯港得益于食糖、大豆等货物出口量的稳定增长，港口货物吞吐量仍保持较

高水准（8.2%）。三季度，墨西哥实际 GDP增速同比大降至-8.6%，而 9月出口额

实现疫情以来首次正增长，但受国际贸易萎缩和物流活动延迟的拖累，三季度港

口生产表现仍疲弱，墨西哥最大港口曼萨尼约港货物吞吐量同比下滑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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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巴西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3  2018 年一季度-2020 年三季度巴

西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注：*为预测数据。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4  2020 年三季度南美主要港口货物

吞吐量及增速 

1.1.5 非洲港口货物吞吐量大幅回升 

三季度，在全球复工复产和前期政策的作用下，非洲新兴市场经济同样呈现

复苏态势。随着全球散货贸易市场的回暖，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南非经贸形

势复苏明显，其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也呈现触底回升趋势。 

分港口来看，三季度全球煤炭进出口业务略有回暖，南非主要煤炭出口港理

查德湾港货物吞吐量环比（18.3%）、同比（13.0%）双双回弹。“刚果金-德班港-

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钴供应链，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钴消耗国。由于中国率先

复工复产，钴下游需求正逐步改善，加之德班港恢复通关等利好因素的持续影响，

德班港一改上季度吞吐量同比暴跌的态势，三季度货物吞吐量大幅回升（5.1%）。

得益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强劲需求，叠加港口全面恢复货物运输，南非主要铁矿石

出口港萨尔达尼亚湾港三季度货物吞吐量涨势良好（2.6%）。 

 

数据来源：南非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5  2020 年三季度非洲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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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全球前 20 大货物吞吐量港口排名分析 

2020 年前三季度，全球前 20大货物吞吐量港口生产形势表现不一。由于中

国经济率先进入常态化运行，推动出口贸易量强劲复苏，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已

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而国际港口受疫情影响，部分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虽已

在三季度止跌回弹，但今年前三季度的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速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中国港口中，由于 10 月的大秦线检修前环渤海地区煤炭下水需求激增，唐

山港（16.9%）和黄骅港（15.3%）货物吞吐量增速亮眼；北部湾港受益于西部陆

海新通道战略，连续多月在货物吞吐量上保持着 20%-30%的增幅。大连港则受疫

情初期中国贸易需求大幅下降导致内贸货物部分转移至营口港影响，叠加后期疫

情在全球爆发导致外需不足，货物吞吐量增速进一步下探。 

国际港口中，黑德兰港得益于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产量持续走高，加之中

国经济复苏带动铁矿石需求强劲增长，三季度货物吞吐量涨势良好（5.0%）。鹿

特丹港（-8.1%）受腹地钢铁产量下降和欧洲成品油、天然气需求降低的影响，

三季度货物吞吐量持续走低；韩国港口受个人消费疲软、油类吞吐量减少、发电

用燃料进口减少等原因，韩国的釜山港（-19.3%）和光阳港（-9.2%）生产形势

不容乐观。 

表 1-2  2020 年前三季度全球前二十大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前三季度 

港口排名 
港口名称 

2020 年前三

季度（万吨） 
同比增长 

2020 年第三季

度（万吨） 
同比增长 

1 宁波舟山 88709 4.9% 31820 10.5% 

2 上海 51462 -4.7% 19181 6.4% 

3 唐山 50734 6.0% 18801 16.9% 

4 广州 45759 0.4% 16098 1.5% 

5 青岛 45274 5.5% 15629 5.9% 

6 新加坡 44080 -5.7% 14840 -2.7% 

7 黑德兰 41069 6.0% 13677 5.0% 

8 苏州 40579 3.4% 15008 15.5% 

9 天津 38621 3.8% 14576 7.8% 

10 日照 37423 7.8% 13044 10.1% 

11 鹿特丹 32232 -8.8% 10338 -8.1% 

12 釜山 30021 -14.7% 9918 -19.3% 

13 烟台 29561 1.7% 10088 3.7% 

14 镇江 26326 10.4% 9021 2.7% 

15 大连 25398 -5.9% 8579 -12.4% 

16 南通 23216 -1.5% 7631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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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骅 22355 3.8% 8339 15.3% 

18 北部湾 22186 19.6% 8229 25.4% 

19 泰州 21794 3.6% 7602 5.3% 

20 光阳 20471 -11.2% 6895 -9.2% 
数据来源：各大港口官方网站，SISI 整理。 

1.2 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分析 

三季度，全球贸易市场出现部分复苏迹象，但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世贸组

织发布《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显示，三季度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为 84.5，低

于上一季度发布的 87.6，是该指数自推出以来的最低值。尽管出口订单（88.4）

有所上升，已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但汽车产品（71.8）和航空货运（76.5）等指

数都处于历史低位，集装箱运输（86.9）的指数仍然不容乐观。 

三季度，受全球主要国家复工复产及前期宽松政策的影响，全球集装箱贸易

需求有所回暖。中国率先实现经济常态化，防疫物资及生活消费品成为出口主要

物品，其他亚洲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也整体呈现出强劲复苏的态势；此外，欧美主

要国家开始推动经济恢复，同时由于疫情期间库存消耗量大，叠加圣诞节前集中

采购，导致集装箱运输需求高涨，部分港口生产已出现复苏态势，集装箱吞吐量

增速实现转负为正。在此背景下，本季度全球港口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0 亿标

准箱，同比下降 2.2%。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6  2020 年三季度全球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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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德鲁里航运报告，SISI 整理。 

图 1-17  2020 年三季度全球各大洲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速 

1.2.1 亚洲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持续复苏 

三季度，随着大规模政策刺激措施的实施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亚洲

经济开始复苏。由于亚洲集装箱运输市场需求回暖、港口逐步解封、集装箱班轮

航线有序恢复，亚洲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总体呈现出稳步回升的态势。在此背景下，

三季度亚洲港口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1亿标准箱，同比下降 2.8%。 

⚫ 东亚港口生产形势持续改善 

（1）中国大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稳步提升 

三季度，由于全球经济逐步修复，市场需求温和回升，特别是中国出口欧美

市场的集装箱货量需求强劲，加之干线班轮公司进一步减少停航次数，其中亚洲

-美西航线恢复明显，推动了中国大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速向好，三季度共完

成集装箱吞吐量 7241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6.2%。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SISI 整理。 

图 1-18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中国大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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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装箱吞吐量的排名看，前 7位港口位次仍保持稳定，大部分港口集装箱

吞吐量增速实现正增长，前三季度港口集装箱业绩持续改善。宁波舟山港不断推

进与集装箱干线船公司的战略合作对接，并持续拓展多式联运物流服务网络，推

动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止跌回增，同比增长 10.3%。广州港前三季度在大型船公

司纷纷“停航跳港”的背景下，新增 17 条外贸班轮航线、净增 9 条外贸班轮航

线，推动第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实现逆势增长（同比增长 5.2%）。北部湾港本季

度进一步在西南内陆牵手“盟友”，共同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集装箱吞吐量延

续高速增长的良好势头（36.8%），排名飞跃至 13 名。上海港受疫情影响仍在持

续，因准班率大幅下降、班轮挂靠数削减等因素影响，前三季度上海港集装箱吞

吐量仍处负区间，但第三季度推行的“ICD场站集并项目”极大促进了码头整体

运作效率，推动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止跌回增，同比增长 2.4%。大连港三季度集

装箱吞吐量继续下滑（-44.7%），排名被苏州港反超，主要由于疫情冲击下前期

中国国内需求大幅减少，内贸集装箱货源逐渐转移至内贸运输条件更优的营口港，

三季度又因国外疫情持续影响而导致外需不足，使得大连港内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双双下跌。 

表 1-3  2020 年前三季度中国大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 

前三季度 

港口排名 
港口名称 

2020 年前三季

度（万 TEU） 
同比增长 

2020 年第三季

度（万 TEU） 
同比增长 

1(1) 上海 3165 -3.7% 1159 2.4% 

2(2) 宁波舟山 2136 0.5% 811 10.3% 

3(3) 深圳 1891 -2.1% 784 13.5% 

4(4) 广州 1697 0.8% 621 5.2% 

5(5) 青岛 1605 2.3% 571 6.1% 

6(6) 天津 1377 5.2% 519 9.2% 

7(7) 厦门 837 0.0% 307 9.1% 

8(9) 苏州 456 -2.7% 176 13.7% 

9(8) 大连 429 -36.2% 131 -44.7% 

10(10) 营口 415 -0.2% 151 12.4% 

11(11) 连云港 361 -0.5% 123 0.9% 

12(12) 日照 352 6.5% 129 9.6% 

13(16) 北部湾 351 34.9% 138 36.8% 

14(13) 佛山 297 -9.6% 114 -0.2% 

15(14) 东莞 262 -9.7% 104 -5.3% 

16(15) 福州 253 -3.0% 93 -0.1% 

17(18) 烟台 241 3.3% 80 5.8% 

18(17) 南京 226 -8.1% 8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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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唐山 207 8.2% 98 22.7% 

20(20) 泉州 173 -7.4% 62 0.7%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SISI 整理。 

（2）中国台湾集装箱吞吐量显著回弹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居民消费及信心指数继续低迷，但中国台湾的制造业

实力较强，尤其是半导体行业保持较大的竞争力，使得出口高速增长，推动三季

度台湾 GDP 同比增长 3.3%。随着贸易回暖和集装箱班轮航线逐步恢复，以及台

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集装箱贸易需求旺盛，高雄（1.3%）、基隆（4.8%）、台中（5.8%）、

台北（4.1%）四大台湾主要港口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均实现环比正增长，除高雄

港外，其余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达到去年同期水平。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9  2020 年三季度中国台湾主要集装箱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3）中国香港集装箱吞吐量波动上行 

三季度中国香港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复苏势头，虽 GDP 仍同比缩减了 3.4%，

但环比上涨 3.0%，终止了连续 5 个季度收缩的态势。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后疫情

时期各项经济指标逐渐企稳，市场活跃度有所回升；另一方面是中国大陆经济持

续回暖，尤其是进出口稳健扩张带动外围环境改善，带动了香港经济的复苏。在

此背景下，三季度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同比小幅增长（1.0%），主要受益于

中转集装箱量的上涨。其中，8月份由于葵青码头爆发疫情影响港口的正常运营，

当月吞吐量有所下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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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香港港口发展局。 

图 1-20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中国香港港和深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4）韩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温和复苏 

三季度，虽然疫情对韩国贸易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集装箱贸易量较去年三

季度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随着全球集装箱运输市场逐渐恢复,韩国也开始积极

开展非接触式港口营销,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货流，加之汽车和存储芯片出口

需求的强劲反弹，本季度韩国港口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704.9 万吨，同比下滑

2.0%，降幅较上一季度收窄。 

 
数据来源：韩国航运和港口物流信息系统，SISI 整理。 

图 1-21  2018 年一季度-2020 年三季度韩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分港口来看，釜山港和光阳港的集装箱业绩尚未从新冠肺炎疫情所致的贸易

需求疲软和运力削减带来的负面影响中恢复，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均仍

处于负区间，但随着全球集装箱运输市场的持续回暖，釜山港（-4.6%）和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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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4.9%）本季度集装箱吞吐量的降幅有所收窄。仁川港主要贸易对象国中国

和越南的贸易需求量呈现出良好复苏势头，叠加新增多条班轮航线，推动三季度

集装箱吞吐量增速向好（10.9%）。 

 
数据来源：韩国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22  2020 年三季度韩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 东南亚港口生产形势增长乏力 

（1）泰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表现不佳 

由于今年的疫情给泰国旅游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加之泰国上一季度出口

连续萎缩遇 11年新低的影响，三季度泰国经济同比萎缩 6.4%。尽管政府放松了

对国内商业活动的限制并采取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GDP增速降幅较前一季度明

显回落，但泰国经济复苏依旧呈现出不平衡且相对缓慢的特征。 

 
数据来源：泰国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23  2020 年三季度泰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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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港口来看，虽受益于新增国际航线，中国港口与林查班港之间的集装箱贸

易量有所上升，但原就疲软的贸易又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三季度林查班港经营

业绩复苏缓慢（-9.3%），港口生产形势仍然不容乐观。9月，曼谷进行大规模的

持续性抗议示威游行，造成交通拥堵和封锁，干扰了物流和港口的正常运营，进

一步拖累了曼谷港生产复苏的步伐（-3.2%）。 

（2）新加坡集装箱吞吐量稳步回升 

由于新冠确诊病例在阻断措施之后得到有效控制，三季度新加坡开始分阶段

有序恢复商业活动，GDP 萎缩幅度为 7%，降幅较上一季度收窄 6.2个百分点。受

云服务、数据中心和 5G市场的需求推动，本季度新加坡半导体贸易增长超过 50%，

加之全球班轮公司取消的集装箱运输航次逐渐恢复，促使三季度新加坡港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增速加速复苏（-0.7%），呈现逐月回升态势。 

 

数据来源：新加坡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24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 西亚、南亚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大幅回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亚和南亚经济在上一季度遭受重创。三季度，随着

世界经济体开始放宽封锁限制加上供应链的持续高效运转，迪拜港集装箱吞吐量

有所回弹（环比增长 3.4%）。印度的集装箱运输贸易也正从疫情的影响中缓慢恢

复，尼赫鲁港在经济活动重新启动并逐步解除封锁之后，外贸需求持续回暖，出

口箱量增长强劲，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显著回升（环比增长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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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DP World 网站、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25  2020 年三季度西欧和南欧部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1.2.2 欧洲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止跌回升 

三季度，欧洲国家在强烈的补库存需求下积极推动复工复产，进口水平保持

高位，叠加圣诞季前集中采购，推动欧洲地区集装箱运输需求高涨，三大集装箱

航线业绩改善，本季度欧洲港口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545.2 万标准箱，同比增

长 0.3%，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分港口来看，三季度鹿特丹港集装箱吞吐量显著回升，已达到去年同期水平。

鹿特丹港作为由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到亚洲的中转港，其中转箱量在本季度

有所提升，加之亚洲集装箱货物的需求降幅较小，促使鹿特丹港出口箱量逆势上

涨，推动其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增速转负为正（0.1%）。随着远东和欧洲集装箱

货物需求回暖，叠加中转箱量涨势良好，安特卫普港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降幅收

窄（-1.4%）。由于汉堡与其最大的集装箱贸易商——中国的集装箱吞吐量大幅下

滑，造成汉堡港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滑 23.6%。西班牙三季度经济增速底

部复苏，进出口贸易需求显著回升，三大主要港口巴塞罗那港（-16.9%）、瓦伦

西亚港（ 1.8%）、阿尔赫西拉斯港（ -1.5%）货物吞吐量分别环比上升

9.2%/20.2%/5.4%，但季末受第二波疫情爆发影响，政府采取了新一轮的限制措

施，贸易复苏迹象回落，集装箱吞吐量尚未完全恢复至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且呈

现出小幅震荡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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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26  2020 年三季度欧洲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1.2.3 美洲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跌幅收窄 

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升，主要是因为在疫情相关的干扰因素缓解后，

被压抑的消费者需求和政府支持刺激了支出增长，进而促进美国西海岸港口三季

度集装箱吞吐量强劲反弹。得益于生产企业、公共服务行业、矿物沙石开采业和

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的增长，加拿大经济也实现了解封后的反弹，第三季度经济

增长 10％。在此背景下，三季度美洲集装箱港口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037.4万

标准箱，同比下降 1.2%。 

分港口来看，由于进出口不平衡导致运往海外的空箱数量大增，加之大型零

售商店零售商为冬季补充库存，洛杉矶港（5.8%）和长滩港（14.1%）本季度集

装箱吞吐量增速由负转正。西北海港联盟生产形势尚未完全从疫情中恢复，集装

箱吞吐量仍未达到去年同期水平，但随着空白航班的取消以及各大公司为假期提

前补充库存，三季度西北海港联盟集装箱吞吐量环比回升（10.3%）。本季度，一

系列罢工使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港集装箱贸易再度陷入瘫痪，部分码头拒绝接受冷

藏货物和需要紧急出货的货物，导致其集装箱吞吐量同比骤降（-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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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27  2020 年三季度美洲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1.2.4 全球前 20 大集装箱港口排名分析 

由于世界各国的积极经济政策的推动，加之港口逐渐解封、集装箱班轮运营

逐步恢复，2020 年三季度全球集装箱市场复苏强劲。但由于上半年贸易需求暴

跌，加之三季度疫情持续发酵导致部分集装箱港口再次实施封闭，2020 年前三

季度全球主要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大都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中国港口中，宁波舟山港不断推进与集装箱干线船公司的战略合作对接,加

之受益于海铁联运业务量大幅上涨，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表现亮眼（10.3%），前

三季度集装箱业绩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广州港在新增内外贸班轮航线的拉动

下，集装箱吞吐量实现逆势增长（5.2%）；上海港受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受准

班率大幅下降、航线班轮挂靠数削减等因素影响，前三季度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

同比小幅下滑（-3.7%）。 

国际港口中，鹿特丹港前期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但由于其中转箱量和出口

箱量在第三季度逆势上涨（0.1%），前三季度鹿特丹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速呈现“V

字形”走势；随着远东和欧洲集装箱货物需求回暖，叠加中转箱量涨势良好，安

特卫普港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降幅收窄（-1.4%）。洛杉矶港由于进出口不平衡导

致运往海外的空箱数量大增，加之大型零售商为冬季补充库存提升进口需求，三

季度集装箱吞吐量增速大幅提升至 5.8%，但由于上半年因疫情造成美国集装箱

贸易萎缩和大面积停航导致集装箱吞吐量暴跌，前三季度累计吞吐量仍有 8.9%

的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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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20 年前三季度全球前 20 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 

前三季度 

港口排名 
港口名称 

2020 年前三季

度（万 TEU） 
同比增长 

2020 年第三季

度（万 TEU） 
同比增长 

1 上海 3165 -3.7% 1159 2.4% 

2 新加坡 2724 -0.9% 940 -0.7% 

3 宁波舟山 2136 0.5% 811 10.3% 

4 深圳 1891 -2.1% 784 13.5% 

5 广州 1697 0.8% 621 5.2% 

6 青岛 1605 2.3% 571 6.1% 

7 釜山 1593 -3.0% 518 -4.6% 

8 天津 1377 5.2% 519 9.2% 

9 香港 1331 -2.9% 466 1.0% 

10 鹿特丹 1067 -4.7% 367 0.1% 

11 迪拜 1009 -5.9% 341 -4.2% 

12 巴生* 932 -7.3% 333 -3.4% 

13 安特卫普 886 -0.1% 299 -1.4% 

14 厦门 837 0.0% 307 9.1% 

15 高雄 720 -7.5% 236 -9.1% 

16 丹戎帕拉帕斯* 680 0.7% 216 -0.5% 

17 洛杉矶 646 -8.9% 270 5.8% 

18 汉堡 630 -10.0% 220 -23.6% 

19 长滩 571 0.5% 227 14.1% 

20 林查班 560 -6.4% 180 -9.3% 
注：*表根据历史数据预测。 

数据来源：各大港口官网，SISI 整理。 

1.3 全球港口干散货吞吐量分析 

2020 年三季度，国际干散货市场运价在期初快速下落和期末强劲反弹，呈

现“W”走势，BDI 第三季度均值为 1522 点，较上年同期下降 25%。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在中国得以较好控制，钢铁工业需求恢复性增长，提振铁矿石需求，导致

大部分铁矿石供应国对中国发运比例明显增长。受新冠疫情的蔓延、全球向清洁

能源转移以及工业用电需求下降等因素，欧美等发达国家对煤炭的需求逐步减弱。

而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在电力市场需求量攀升以及燃煤发电项目的大力推进下，对

煤炭资源的需求持续保持增长。 

表 1-5  2020 年三季度世界主要港口干散货吞吐量统计 

港口名称 
2019 年三季度 

（万吨） 

2020 年三季度 

（万吨） 
同比增长 

黑德兰 12841.3 13528.5 5.4% 

桑托斯 1874.1 2201.1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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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 340.6 270.9 -20.5% 

鹿特丹 1778.4 1470.1 -17.3% 

海波因特 2870.3 2365.9 -17.6%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三季度，中国主要干散货港口成绩斐然，前十大干散货港口散货吞吐量全部

实现正增长。其中，唐山港、黄骅港表现亮眼，主要是因为中国沿海沿江各大电

厂为避开 10 月大秦线检修而提前增派船舶赶往环渤海港口装载煤炭，导致河北

省主要煤炭下水港三季度吞吐量涨幅居前，唐山港排名甚至超越宁波舟山港，成

为本季度第一大干散货港口。 

表 1-6  2020 年三季度中国 Top10 干散货港口吞吐量统计 

港口排名 港口名称 2019 年三季度（万吨） 2020 年三季度（万吨） 同比增长 

1 唐山 13503.1 15977.6 18.3% 

2 宁波舟山 14714.8 15188.0 3.2% 

3 苏州 8209.5 9060.2 10.4% 

4 黄骅 6822.9 7979.8 17.0% 

5 镇江 7641.4 7808.4 2.2% 

6 日照 6956.2 7325.2 5.3% 

7 泰州 6061.3 6504.4 7.3% 

8 天津 5886.4 6065.2 3.0% 

9 烟台 5293.9 5459.5 3.1% 

10 青岛 5379.3 5430.5 1.0%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SISI 整理。 

1.3.1 全球铁矿石市场延续稳势 

2020 年三季度，国际铁矿石市场供需回暖。供给端方面，淡水河谷、力拓、

FMG及必和必拓四大矿山本季度产量均实现同比增长。随着淡水河谷将库存转移

到整条供应链，生产和 CFR（成本加运费）销售之间的物流提前期开始恢复正常，

三季度淡水河谷铁矿石产量回升 2.3%。而澳大利亚受疫情影响较为有限，力拓、

必和必拓、FMG三季度产量分别同比上升 4%、8%和 5%。需求端方面，由于中国复

工复产较早，国内钢铁生产保持强劲，加之进口铁矿石价格持续走高，中国钢铁

需求强劲，提振铁矿石进口量。在可观的利润吸引下，矿山及贸易商积极向中国

港口发运。 

⚫ 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维稳运行 

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两新一重”建设，促使钢铁生产

从疫情的创伤中迅速恢复。7、8月是钢材传统淡季，但在中国钢铁消费和利润的

驱动下，叠加 2020 年启动的“新基建”项目，中国钢铁需求量强劲，从而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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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进口量稳定增长（12.7%）。但三大矿山（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三

季度产量不断保持高位，整体供给稳中有升，中国港口库存持续增加，铁矿供给

继续呈边际增加的趋势，日均铁水产量继续减少，加之环保限产和新增高炉检修，

需求边际持续走弱。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SISI 整理。 

图 1-28  2019 年一季度-2020 年三季度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及增速 

⚫ 澳大利亚铁矿石吞吐量涨势良好 

必和必拓和 FMG集团等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通过黑德兰港出口铁矿石，并

均在三季度中实现产量同比增长，推动铁矿石供应增加。此外，得益于皮尔布拉

地区矿产量提升，加之中国铁矿石需求强劲拉动，黑德兰港三季度铁矿石出口维

持较高增速（5.4%）。 

 
数据来源：黑德兰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29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黑德兰铁矿石吞吐量及增速 

ww
w.
sis
i-s
mu
.or
g



全球港口发展季报（2020 年第三季度）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25 

1.3.2 全球煤炭市场整体弱势运行 

三季度，随着疫情常态化发展，全球煤炭进出口业务略有回暖，但整体煤炭

行业仍处于低谷。俄罗斯减少出口以平衡全球供过于求的局面，但市场需求疲软，

亚太、东南亚等地未有新增量，而印度、中国进口煤采购需求相对低迷。印度尼

西亚和澳大利亚等主要煤炭生产国煤炭减产挺价，但实际需求有限，煤炭市场稳

中偏弱。此外，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全球向清洁能源的转移以及工业用电需求

下降等因素，欧美等发达国家逐步淘汰煤炭资源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因此，

三季度全球煤炭进出口市场供需双弱，煤价持续下跌。 

⚫ 中国煤炭进口量同比暴跌 

随着国内实体经济需求的提升和对外贸易的好转，三季度煤炭下游的钢铁、

水泥、化工行业扩张，叠加传统用电旺季的影响，电量及煤炭需求持续增长，使

得本季度煤炭吞吐量呈现同比小幅回升的态势（1.2%）。然而，由于自二季度起，

中国煤炭产地加速复工复产，造成短时间内出现明显供给过剩，煤价大幅下探，

出于稳定煤价、调节供给的目的，相关政策严格限制了煤炭进口，导致进口量同

比增速逐月放缓，三季度煤炭吞吐量同比大幅下降 31.9%。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SISI 整理。 

图 1-30  2019 年一季度-2020 年三季度中国煤炭进口量及增速 

⚫ 澳大利亚煤炭吞吐量跌幅震荡 

由于中澳关系恶化、中国需要消化国内煤炭企业的存量、调控煤价以及投资

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因素，中国为保护本国煤炭行业而限制澳大利亚煤炭进口的

政策在本季度发力，澳洲煤炭正在逐步丧失中国市场。加之澳大利亚煤炭行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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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向天然气转型的压力和新冠肺炎疫情所致煤炭需求的弱化，三季度海波因特港

煤炭吞吐量跌幅扩大至 17.6%，前景不容乐观。 

 
数据来源：海因波特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31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海因波特煤炭吞吐量及增速 

1.4 全球港口液体散货吞吐量分析 

三季度，在主要国家复工复产和经济刺激政策的带动下，全球经贸逐渐复苏，

全球原油价格波动上行，但季度末小幅回落。布伦特油价基本持稳在 40-45 美元

区间。OPEC 及其他主要产油国仍通过创纪录的减产为油价托底，但由于需求疲

弱，疫情仍具较大不确定性，导致减产的边际效果下降。本季度中油价基本完成

触底反弹的过程，布伦特原油季度初从 40美元最高上涨至 46美元，但基本面支

撑不足，随即回落，在 40 美元附近遭遇较强的双边阻力，围绕价格中枢反复震

荡。 

本季度中，受疫情在全球范围持续扩散和国际油市低迷、油价低位震荡的贸

易环境影响，韩国港口油类贸易备受打击，而中国港口则充分利用低油价机会增

加储备，提振原油进口量。新加坡港受低硫燃料油高需求支撑，油类货物贸易降

幅收窄。欧洲液体成品油需求降低、炼油利润率下挫叠加天然气储备水平较高，

抑制了欧洲港口液体散货进出口贸易。 

表 1-7  2020 年三季度世界主要港口液体散货吞吐量统计 

港口名称 
2020 年三季

度（万吨） 

2019 年三季度

（万吨） 
同比增速 

2020 年二季

度（万吨） 
环比增速 

鹿特丹 4317.4  4925.9 -12.4% 4943.4 -12.7% 

新加坡 4987.0 4907.2 1.6% 4827.7 3.3% 

光阳 3274.8 3431.5 -4.6% 3332.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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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山 3084.3 3603.7 -14.4% 3331.8 -7.4% 

大山 1612.5 1686.9 -4.4% 1386.1 16.3% 

仁川 1021.4 1138.7 -10.3% 1075.8 -5.1% 

安特卫普 1739.9 1779.4 -2.2% 1644.0 5.8% 

桑托斯 480.9 425.3 13.1% 469.3 2.5% 

巴塞罗那 323.1 441.1 -26.7% 280.2 15.3%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三季度，由于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恢复，促使石油需求快速增长，加之国

际油价持续低位运行，进一步提振外贸液体散货需求，促进中国前十大液体散货

港口整体保持高速增长。宁波舟山港和日照港等主要原油运输港充分利用低油价

机会增加储备，三季度原油吞吐量增速分别大幅飙升至 29.5%和 59.3%。 

表 1-8  2020 年三季度中国 Top10 液体散货港口吞吐量统计 

港口排名 港口名称 2019 年三季度（万吨） 2020 年三季度(万吨) 同比增长 

1 宁波舟山 4535.0 5873.1 29.5% 

2 青岛 2936.4 3427.3 16.7% 

3 大连 2526.6 2809.0 11.2% 

4 日照 1562.9 2490.5 59.3% 

5 天津 1791.7 1981.9 10.6% 

6 烟台 1207.3 1398.4 15.8% 

7 惠州 1299.4 1291.8 -0.6% 

8 东营 1187.1 1096.6 -7.6% 

9 泉州 1002.1 941.6 -6.0% 

10 北部湾 736.6 821.6 11.5%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 

⚫ 新加坡港油品吞吐量降幅收窄 

三季度，伴随全球贸易和航运需求的回升，船用燃油需求也逐步恢复。7-8

月，终端航运需求的改善对高低硫燃料油市场均有支撑作用，其中高硫燃料油还

处在发电厂的消费旺季之中，新加坡港油品吞吐量呈现复苏迹象。另一方面，由

于其他港口停止提供高硫燃油产品，大部分安装洗涤塔的船将其燃油采购转移到

了新加坡，进一步刺激了各大港口对新加坡港燃油的需求量，导致三季度新加坡

港油品吞吐量降幅收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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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加坡港务集团，SISI 整理。 

图 1-32  2020 年三季度新加坡港油品散货吞吐量及增速 

⚫ 韩国油类货物吞吐量降幅扩大 

三季度，由于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加之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继续打击韩国主要

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的需求，韩国油类散货吞吐量增速持续下挫，季度同比

降幅扩大至 10.2%。在此背景下，光阳港（-4.6%）、蔚山港（-14.4%）、仁川港（-

10.3%）、大山港（-4.4%）等韩国主要港口的油类散货吞吐量均呈现出不同程度

下滑，液体散货市场整体低迷。 

 
数据来源：韩国港务局。 

图 1-33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韩国分货类油品吞吐量及增速 

⚫ 中国原油进口持续走高 

虽然三季度国际油价震荡运行，7-8月出现小幅上升的迹象，季末再次回落，

但受前期 OPEC减产一度中止、疫情蔓延等原因，国际原油价格仍处于较低位置。

随着低价原油的不断输入，中国炼厂利润不断扩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市场积极

性得以提振，各加工炼厂不断扩大产能，利用低油价机会增加储备，加之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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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持续稳定复苏促使石油需求快速增长，带动原油进口量增速持续走高

（18.3%）。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SISI 整理。 

图 1-34  2019 年一季度-2020 年三季度中国原油进口量和吞吐量及增速 

⚫ 欧洲港口液体散货低迷依旧 

三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导致欧洲成品油（尤其是汽油和煤油）的需求

疲弱，造成炼油厂的炼油利润率极低，欧洲主要港口液体散货吞吐量均呈现不同

程度的跌势。通过鹿特丹运输原油的炼油厂对原油需求减少，造成原油贸易量减

少，加上储罐中保留的现有库存，导致鹿特丹港成品油的吞吐量下降。由于欧洲

多地天然气储备水平较高，造成鹿特丹（-12.4%）、巴塞罗那（-26.7%）等港口

的天然气进口量的持续下滑，拉低了欧洲主要港口液体散货的贸易量。化学品进

口贸易量骤降，导致安特卫普港本季度液体散装货总量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2.2%），但液态大宗商品与石油衍生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带动了安特卫普港液体

散货业绩的回暖。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 

图 1-35  2020 年三季度欧洲主要港口液体散货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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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全球码头运营商生产运营情况评述 

2020 年三季度，随着欧美疫情解禁之后进口需求的激增，以及二季度以来

中国出口的持续改善，集运需求出现大幅回升。三季度，跨太平洋航线的海运量

继续增长，全球码头运营商生产经营情况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由于全球疫

情仍不容乐观，某些地区正处于二次封锁状态，大国间政治经济摩擦时有发生，

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预计下阶段全球码头运营商对港口的投资经营仍将继续保持

谨慎态度。 

2.1 全球主要码头运营商生产运营情况分析 

2.1.1 中远海运港口生产运营情况分析 

2020 年第三季度，因疫情对港口行业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中远海运港口

吞吐量和权益吞吐量进一步复苏。公司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346.2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3.3%；集装箱权益吞吐量同比微降 0.7%，但降幅有所收窄。为应对复

杂环境的挑战，中远海运港口一方面持续强化码头布局，一方面不断提升码头控

制力和管理能力。此外，公司还打造多元化业务，在旗下控股码头积极发展增值

服务、高端仓库和物流园业务，并推进 GSBN 及区块链技术，提升码头信息化服

务水平。 

 

注：蓝色部分为不计入青岛港国际权益吞吐量。 

数据来源：中远海运港口网站，SISI 整理。 

图 2-1  2017 年三季度-2020 年三季度中远海运港口权益吞吐量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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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来看，三季度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逐步缓和，经济重启继续进行，相关

制造业需求平稳恢复，同时基础消费需求继续保持高水平，带动中国相关商品出

口延续增长，促使三季度中国大陆地区集装箱权益吞吐量同比上升 16.9%。分区

域来看，除了长三角地区受公司出售南京龙潭码头、扬州远洋码头和张家港码头

股权影响致使吞吐量下降以及环渤海地区同比微降之外，东南沿海地区、珠江三

角洲地区、西南沿海地区货物吞吐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东南沿海地区则受

益于来自东南亚的新增航线，拉动该区域吞吐量小幅上升。珠江三角洲地区总吞

吐量呈正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疫情缓和，外贸出口改善，部分订单向出口转移

以及广州南沙海港码头现有航线装载量增加。 

三季度，随着海外新建码头的使用率不断提升，加之国外疫情管控缓和，以

及公司海外码头布局优化，促使海外地区权益吞吐量的平均增长率上升 21.5%。

但由于不同港口之间生产恢复情况不同，各港口增速也存在差异。其中，受疫情

影响，环球经济需求下降，比雷埃夫斯码头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跌 4.1%。而受惠

于新增航线，CSP阿布扎比码头吞吐量同比实现 3.2%的增长。 

表 2-1  2020 年三季度中远海运港口各区域集装箱权益吞吐量及占比 

地区 
中国 

海外 
环渤海 长三角 东南沿海 西南沿海 珠三角 合计 

权益吞吐量

/万标准箱 
132.8 108.6 90.6 23.9 223.9 579.8 335.6 

同比增幅/% -0.5 -30.6 4.2 37.9 5.9 16.9 0.5 

占比/% 33.5 11.7 4.4 4.4 23.9 77.9 36.7 

注：未计入青岛港国际权益吞吐量。 

数据来源：中远海运港口网站。 

尽管全球各国依然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中远海运港口积极实施精

益运营战略，采取一系列控制成本及提升效率的措施，增收降本效果明显。集团

一方面不断优化码头资产组合，认购北集司 26%的股权；另一方面积极加强信息

化及数字化建设，持续在各控股码头推行 Navis N4 操作系统，提高集团的管理

效率，降低码头管理成本。同时，集团除积极与母公司的船队发挥协同效应，在

航线引进上取得一定的成效，还积极争取各大航运联盟的船队挂靠公司的码头，

持续优化客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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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招商局港口生产运营情况分析 

2020 年第三季度，随着国内疫情趋向稳定，外贸出口回暖，以及欧美疫情解

禁之后进口需求的激增，招商局港口紧抓经济强劲复苏的机遇，积极完成全球化

战略布局，推动数字化转型，港口业务实现快速反弹。集装箱总吞吐量同比上升

12.8%至 3269.8万标准箱，权益吞吐量也呈大幅增长态势。 

 

图 2-2  2017 年三季度-2020 年三季度招商局港口权益吞吐量增长情况 

分区域来看，三季度宏观经济的复苏带动了港口行业大幅回暖，招商局港口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集装箱吞吐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共完成集装箱权益吞吐

量 841.9 万标准箱，同比上升 6.9%。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权益吞吐量在经

历一二季度的下滑后，三季度均实现由负转正。其中，珠三角地区受益于深西港

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智慧港口，吸引多条东南亚精品航线挂靠并且新增 5 条外贸

航线，促使集装箱吞吐量上升 7.5%。东南沿海地区权益吞吐量大幅上升 18.1%，

主要原因是汕头港积极推进广澳二期的业务网络建设，扩大对东南亚市场的辐射，

吸引货源向广澳港区聚集，区域竞争力大幅提升带来的利好效应。西南沿海地区

受益于湛江港拓展与营口港的业务协同，开通“营口-湛江-钦州”等南北精品航

线，带动内贸箱量逆势增长，促使权益吞吐量同比上升 14.8%。 

三季度，招商局港口海外地区受益于旗下参股公司 Terminal Link新收购 8

个码头的箱量贡献，带动了海外港口业务强劲增长，权益吞吐量大幅增长 47.3%

至 412.8 万标准箱。另外，海外项目巴西巴拉那瓜集装箱码头（TCP）、斯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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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科伦坡集装箱码头（CICT）、多哥洛美集装箱码头（LCT）均实现不同程度的

增长。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招商局港口的全球港口网络布局成效突显，抗风险

能力大幅提升，保障了公司整体业务稳定。 

 

图 2-3  2020 年三季度招商局港口分区域权益吞吐量占比 

 

数据来源：招商局港口网站。 

图 2-4  2018 年三季度-2020 年三季度招商局港口分区域权益吞吐量 

2020 年三季度，在后疫情时代下，全球贸易格局加速分化，中美贸易摩擦导

致各贸易区域航线结构和集装箱业务量结构变化，供求关系趋向不平衡。在此背

景下，招商局港口积极推动港口行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现有码头网络的协同效

应，创造极大价值。招商局港口近年来持续大力推动智慧港建设，着力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首个 5G 智慧型港口“妈湾智慧港”，大幅提高港口的作业效率，进一

步巩固招商局港口深圳西部母港的战略核心地位。在海外布局方面，招商局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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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建交通集团积极展开战略合作，将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23.5%的股权转售给

福建交通海丝，持续优化资产和公司治理结构。 

2.1.3 迪拜环球生产运营情况分析 

2020 年第三季度，随着世界经济封锁限制缓和，货运量复苏，迪拜环球港务

集团总吞吐量有所回升，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尽管集团形势有所好转，但鉴于新

冠肺炎第二波疫情可能导致新的封锁，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在贸易战谈判方面

缺乏进展，前景仍不明朗。在此背景下，集团积极整合近期收购的企业以促进协

同效应，控制成本以加强盈利能力，管理资本支出以保持现金流，并且致力于通

过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实现物流数字化，以提高效率和透明度，集团总体经营

情况保持稳定。 

 

数据来源：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网站。 

图 2-5  2018 年三季度-2020 年三季度迪拜环球港务集团总吞吐量及增速 

分区域来看，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各地区三季度的吞吐量均实现增长。其中，

亚太及印度次大陆地区，得益于三季度疫情缓和，消费需求平稳恢复，印度集装

箱业务有所改善，使得该地区吞吐量同比微升 0.9%。美洲和大洋洲地区，受益于

集团在澳大利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考赛多港的合并，加之智利集装箱码头的收购

以及在厄瓜多尔波索里亚（Posorja）业务的开展，推动美洲和澳大利亚地区集

装箱吞吐量同比增加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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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2020 年三季度迪拜环球分区域总吞吐量占比 

 

数据来源：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网站。 

图 2-7  2018 年三季度-2020 年三季度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分区域总吞吐量及增速 

2020 年三季度，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继续加大在全球

码头网络布局中的投资，以消除供应链效率低下问题，并致力于促进贸易增长。

集团旗下运营商 Unifeeder 收购 Transworld Group 旗下三家企业，为亚洲、印

度次大陆、中东和东非之间提供更加出色的服务，并且强大而全面的网络覆盖将

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从而使供应链中所有客户受益。另一方面，迪拜环球港务

集团继续加大在数字化和自动化方面的投资，结合全球港口和码头网络，以更好

地应对行业面临的挑战，并为其全球客户提供全套的端到端智能供应链解决方案。

此外，迪拜环球通过与以色列 Leumi银行及 Dover Tower签署谅解备忘录（MOU），

使双方充分发掘经贸合作机会，以促进迪拜与以色列之间的贸易联系。 

ww
w.
sis
i-s
mu
.or
g



全球港口发展季报（2020 年第三季度）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36 

2.1.4 菲律宾国际生产运营情况分析 

2020 年三季度，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菲律宾国际通过多元化

的产品组合、高水平的客户服务以及稳健的现金储备，使得生产经营情况展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集装箱权益吞吐量同比上升 3.1%。由于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正

处于二次封锁状态，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菲律宾国际未来或将继续采取严格的成

本管控，以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保障集团经营业绩的良性发展。 

 

数据来源：菲律宾国际网站。 

图 2-8  2018 年三季度-2020 年三季度菲律宾国际集团权益吞吐量及增速 

分区域来看，菲律宾国际各经营区域的权益吞吐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亚洲地区，由于三季度全球贸易维持复苏态势，集装箱业务有所改善，总权益吞

吐量实现小幅上升。受益于巴西里约热内卢新码头 ICTSI Rio 带来的箱量红利，

以及在某些码头的新服务所带来的效益，集团在美洲板块实现 2.1%的正增长。 

表 2-2  2019 年三季度和 2020 年三季度菲律宾国际各地区权益吞吐量及增速（万标准箱） 

地区 2019 年三季度 2020 年三季度 同比增长 权益吞吐量占比 

亚洲板块 135.3 141.4 4.5% 53.8% 

美洲板块 73.9 75.5 2.1% 28.7% 

其他地区板块 45.5 45.8 0.7% 17.4% 

数据来源：菲律宾国际网站。 

三季度，菲律宾国际继续加大全球码头网络布局，丰富旗下投资产品组合以

抵抗未来风险。菲律宾国际与厄瓜多尔州签署投资合同，以提升码头基础设施服

务能级，进一步促进瓜亚基尔港发展。集团还获取克里比港 25 年特许经营权，

并计划加大对该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至 2024 年该港规模有望增加一倍。另

一方面，菲律宾国际在实现成本节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其资本结构，成功定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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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的高级永续资本证券，增强菲律宾国际资产负债表实力。 

2.1.5 AP 穆勒-马士基生产运营情况分析 

2020 年第三季度，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限制措施的逐步解除，全球经济重启，

再加上大规模的公共刺激计划，推动了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以及服务业的持续反弹，

使得 AP 穆勒-马士基合并报表吞吐量增速降幅收窄。尽管公司海运业务量仍呈负

增长态势，但其通过严格控制成本、高度重视客户需求以及进一步推行数字化服

务等举措，使得三季度利润和现金流实现稳健增长，每自然箱收入同比增长 2.8%。 

 
注：2018 年一季度开始 AP 穆勒码头不再采用统计单位，改用自然箱； 

数据来源：马士基集团网站。 

图 2-9  2018 年三季度-2020 年三季度 AP 穆勒码头每自然箱收入和每自然箱成本 

分区域来看，三季度公司各地区业绩表现各异。除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合

并报表吞吐量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外，其他地区合并报表吞吐量增速均呈负增长态

势。亚洲地区合并报表吞吐量大幅增长，得益于欧洲地区疫情反弹越演越烈，防

疫物资需求激增，7月和 8月从亚洲出口到欧洲的口罩、防护服等货物非常规猛

增。由于电子产品、白色家电和家具等美国商品消费量激增，北美从远东进口集

装箱运量同比增长 17%，使得北美地区合并报表吞吐量降幅得以收窄。欧洲地区

在第二次疫情爆发的压力之下，部分国家重启封锁隔离措施，贸易受阻，合并报

表吞吐量大幅下降。 

表 2-3  2019 年三季度和 2020 年三季度 AP 穆勒码头合并报表业务量数据（百万自然箱） 

地区 2020 年三季度 2019 年三季度 同比增长 

北美 0.8 0.8 -4.3% 

拉丁美洲 0.6 0.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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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俄罗斯和波罗的海 0.6 0.6 -9.2% 

亚洲 0.5 0.5 6.6% 

非洲和中东 0.5 0.5 3.1% 

总计 3.0 3.0 -3.7% 

三季度，AP 穆勒-马士基通过进一步整合、简化海运及物流业务组织架构，

提升客户体验，提供更优质的端到端服务。公司整合了萨非航运品牌（Safmarine）、

丹马士品牌（Damco）空运和海运拼箱业务，以增强客户接触全球综合性产品的

机会，并继续整合仓储配送公司 Performance Team，以支持物流与服务业务取

得良好业绩表现。另一方面，公司完成桥点发展资本（Bridgepoint Development 

Capital）旗下服务欧洲片区的贸易和报关管理服务公司 KGH 的收购，进一步加

强集装箱航运物流服务能力。 

2.2 中国港口企业盈利情况分析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各国为应对疫情陆续采取贸

易限制性措施，导致全球贸易往来活跃度下降，全球海运需求受到极大影响，集

装箱海运贸易量大幅缩减。同时，大国贸易博弈、地缘政治冲突、新兴市场债务

危机、民粹主义势力等风险，也不断冲击着全球贸易秩序。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

2020年上半年，港口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巨大挑战。 

从中国港口企业 2020 上半年经营情况来看，除了日照港、营口港、北部湾

港三家港口企业外，其他港口企业的营业收入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日

照港受益于临港和腹地钢厂、电厂等企业稳定运营，以及瓦日铁路沿线市场开发，

吞吐量和营业收入均大幅上扬；北部湾港则充分发挥其西南大宗散货中心的优势，

积极推行“散改集”业务，并且增开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带动集装箱业务高速

增长，实现营收和利润双增长。而上港集团受疫情影响吞吐量下滑，加之集团执

行新收入准则，致使营业收入有较大跌幅；宁波港则因综合物流及其他业务板块

较上期的大幅下降，营业收入跌入负增长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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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SISI 整理。 

图 2-10  2020 上半年中国主要上市港口企业经营情况 

2.2.1 上港集团吞吐量增速持续走跌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生产活动造成巨大冲击，停航停

运等限制措施对上港集团集装箱业务产生较大影响，集装箱吞吐量和货物吞吐量

均出现大幅下滑。但集团针对外部环境变化精准施策，积极开拓市场，主要生产

指标虽受疫情影响，但总体好于预期。 

 

数据来源：上港集团网站，SISI 整理。 

图 2-11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上港集团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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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港集团网站，SISI 整理。 

图 2-12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上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从盈利情况来看，上半年，上港集团受疫情影响吞吐量下滑，加之集团执行

新收入准则，致使营业收入同比骤降 30%；因集团积极落实交通部出台的一系列

港口降费政策，净利润受一定程度影响，同比下降 12.2%至 38.4 亿。虽然复杂

的外部环境对集团经营造成严重挑战，但集团通过积极布局金融和航运领域，实

现产业发展多元化以抵抗风险，除通过港口装卸主业获取大量稳定的现金流外，

还通过银行股权投资、房地产开发等，取得较高回报率。 

 
数据来源：上港集团网站，SISI 整理。 

图 2-13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上港集团经营情况 

2020 上半年，上港集团继续优化长江沿线的战略布局，提升洋山港枢纽港

地位，加速港口创新转型发展。集团先与宁波舟山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又与

江苏省港口集团签署《通州湾新出海口开发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

长江上下游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且与航运企业的合作联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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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的吞吐量实现增长。在数字化智慧港口建设方面，为进一步提升码头运营效

率，集团着力打造上海智能化“海空”枢纽设施，开展洋山港区铁公水集疏运和

自动驾驶集卡物流体系建设，为港口业务供给侧进一步降本增效奠定基础。此外，

集团加速开通海铁联运优质班列，助推上海港海铁联运业务的迅速发展，增强洋

山港区集疏运能力，提升港口物流服务功能和产业集聚效应。 

2.2.2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增长乏力 

2020 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在复杂恶劣的外部环境下，虽然

通过加大市场开拓和货源揽取等措施，将疫情对港口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

但仍举步维艰，难以扭转疲软的增长态势。其中，公司货物吞吐量仅实现 1.2%的

正增长，集装箱吞吐量更是跌入负增长区间。 

 
数据来源：宁波舟山港集团网站，SISI 整理。 

图 2-14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宁波舟山港集团网站，SISI 整理。 

图 2-15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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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装箱业务方面，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

波动较大。一季度，疫情在中国爆发，国内多个沿海港口国际班轮公司撤并航线，

加之“停工停产”、“封城”等限制措施致使贸易活动及需求大幅减弱，宁波舟山

港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降 8.1%。二季度以来，中国国内地区疫情得到控制，但海

外疫情蔓延带来的负面影响依旧持续，外贸进出口需求持续下滑。尽管宁波舟山

港持续加强内支内贸业务及外贸本地进出口业务开发，充分发挥“北翼”嘉兴港

和“南翼”温州港等腹地辐射作用，促进多条内支线箱量稳中有升，但这仍然抵

消不了海外地区集装箱吞吐量的大幅下滑。国内外疫情叠加影响，致使宁波舟山

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降 5.7%。 

从盈利情况来看，综合物流及其他业务板块较上期大幅下降，使得宁波舟山

港股份有限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有较大降幅；实现净利润 16.3 亿元，同比下降

21.1%。 

 
数据来源：宁波舟山港集团网站，SISI 整理。 

图 2-16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从经营策略来看，面对低迷的国际市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全力做好

腹地市场开拓，持续推进与干线船公司战略合作，加强内贸航线开辟，重点抓好

内贸业务。同时，公司多措并举推动海铁联运基础设施投用信息化建设，正式启

用宁波舟山港铁路穿山港站，并且实现海铁联运进提箱无纸化全覆盖，有效提升

海铁联运作业能力。另一方面，宁波舟山港不断优化码头资产组合，先是收购江

阴苏南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40%的股权，后又与上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增强港口群联动协作成效，优化整合长三角区域港口资源。多举措并行不仅为公

司注入新的活力，也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下半年随着疫情的有所缓和，宁波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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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将有望扭转增长乏力之势。 

2.2.3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营承压 

2020 年上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航运市场需求下降，集装箱业

务货源不足、班轮公司停航等负面影响持续发酵，导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受到严

重影响，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积极优化货源结构并实施环渤海和京津冀区域

协同战略，把握天津自贸区建设机遇并谋求转型升级，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

量均实现小幅增长。但随着疫情在全球各地区的持续蔓延，经贸市场不确定因素

增多，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下行压力加大。 

 
数据来源：天津港集团网站，SISI 整理。 

图 2-17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天津港集团网站，SISI 整理。 

图 2-18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从盈利情况来看，公司上半年由于销售等行业收入下降，天津港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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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营业收入呈负增长态势；净利润同比下降 2.1%至 3.8 亿元。但公司通过业务

结构优化，减少毛利率水平较低的销售业务占比，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图 2-19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上半年，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为扭转吞吐量增长疲软的态势，积极实施集装

箱优先发展战略，不断优化港口布局，深度推进港口整合。公司收购五洲国际集

装箱码头权益，进一步稳固集装箱港口领先地位；开通多条集装箱新航线，推动

京津冀及“三北”地区与东盟经贸合作沿高质量发展方向走深走实；深化与中远

海运等国际集装箱班轮公司的战略合作，保障集装箱货源稳定，助力公司打造北

方集装箱干线枢纽港。另一方面，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与多个集团签署港航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构建新时代港航全面合作与协同发展新模式，建设世界一流港口，

更好的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和雄安新区建设、西部大开发等国家

战略的实施。 

2.2.4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维稳 

2020 年上半年，在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考验和市场形势下，日照港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调整港口资源配置，聚焦主业，全力开拓市场，不断提高市场份额，

实现港口生产和效益的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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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SISI 整理。 

图 2-20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分货种来看，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货种中，铁矿石、煤炭、粮食等主要货种

吞吐量均保持不同程度增长。其中，铁矿石、煤炭等货种因临港和腹地钢厂、电

厂等企业稳定运营，以及瓦日铁路沿线市场开发，吞吐量实现双位数増长。其他

货种，如木材、钢铁、水泥等受疫情影响下游需求减少，吞吐量出现下滑。非金

属矿石受国内氧化铝产能释放、内贸铝矾土供应紧张导致进口量继续保持上涨，

吞吐量呈正增长态势。 

表 2-4  2020 上半年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货物吞吐量情况（单位：万吨） 

货种类别 2019 上半年 2020 上半年 同比增速 分类占比 

金属矿石 6966 7752 11.3% 58.3% 

煤炭及制品 2304 2523 9.5% 19.0% 

木材 1184 1019 -14.0% 7.7% 

粮食 585 633 8.3% 4.8% 

非金属矿石 547 669 22.4% 4.8% 

钢铁 276 165 -40.3% 1.2% 

水泥 374 245 -34.5% 1.8% 

其他 263 287 9.1% 2.2% 

合计 12499 13293 6.4% / 

数据来源：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半年报，SISI 整理。 

从盈利情况来看，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在疫情爆发初期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

心，深入开展提升盈利能力的攻坚行动，严格执行费率管理，落实国家减税降费

优惠政策，节约税金支出 834.7万元。随着二季度国内外经济逐渐复苏，公司货

物吞吐量环比回升，煤炭及其制品、矿石等大宗货物吞吐量同比大增。在吞吐量

增长及港内铁路运输业务模式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双位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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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净利润同比增长 13.3%至 4.0亿元。 

 
数据来源：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SISI 整理。 

图 2-21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2020 年以来，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在致力于争揽货源以促生产的同时，积

极推进码头扩建升级战略，并且不断优化资产结构，实现降本增效。上半年，公

司组织各类推介会 10 余场，多层面、多渠道推介港口优势，实施精准营销扩大

市场影响。其中，开发新客户 119家、新货源 863 万吨。另一方面，日照港稳步

推进港口重点工程，上半年完成包括石臼港区南#5、#6泊位、日照钢铁精品基地

配套成品码头工程#6、#7 泊位等多个项目。同时，为积极响应国家运输结构调

整、“公转铁”政策，石臼港区口岸和岚山港区口岸正式合并为日照港口岸，增

加开放岸线 15400米，实现“一票到底”、“门到门”多式联运新突破。此外，为

打破区域港口竞争壁垒，减少同质化竞争，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 100%股权

无偿划至山东省港口集团，进一步优化山东地区港口资源配置，促进日照港提质

增效。 

2.2.5 北部湾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良好 

2020 年上半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及贸易顺差收窄的影响，北部湾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扩产扩能，不断加密航线，实现货物吞吐量和

集装箱吞吐量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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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SISI 整理。 

图 2-22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SISI 整理。 

图 2-23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在集装箱业务方面，北部湾港多措并举，推动集装箱吞吐量增长。公司一方

面加大市场组货力度，主动服务重点企业和项目散改集，充分发挥其西南大宗散

货集散中心的优势；另一方面，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班轮运力配置，推动集

装箱中转业务发展，增开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促进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快速发

展，带动集装箱业务高速增长。其中，中转业务完成 26.5 万标准箱，同比骤增

573%；海铁联运完成 11.4万标准箱，同比大增 83%。 

从盈利数据来看，2020 年上半年，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受港口货物吞吐

量增加带动营收同比增长 9.4%。此外，公司不断优化作业流程，降低成本，使得

公司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实现净利润 5.7亿元，同比增长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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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SISI 整理。 

图 2-24  2017 上半年-2020 上半年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近年来，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不断深化“一轴两翼”战略布局，发挥集装

箱聚集效应，提升港航基础设施水平，加快重点工程建设。2020年上半年，北部

湾港新增 7 条集装箱航线,并且与天津、海南等港口进行战略合作，加密中远海

运、中谷海运等知名船公司航线，拓展“水水中转”业务。在智慧港口建设方面，

公司开展 EDI 电子数据交换平台、EIR 无纸化、港区智能闸口、CFS 集装箱拆装

箱系统等一系列信息化系统建设，同时全力推进北部湾港统一客户服务平台—北

港网建设，建立与各单位信息数据的协同共享，极大提升港口运营效率。 

2020 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世界经济和贸易产生重大冲击。二

季度以来，疫情在全球各地区持续蔓延，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升

温，经贸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除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疫情导致的集装箱业务

货源不足、班轮公司停航等负面影响持续发酵，行业整体恢复缓慢，全球码头运

营商经营下行压力加大。在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和尚不明朗的中短期前景下，下阶

段全球码头运营商对港口经营仍将继续保持谨慎态度，投资增速预计放缓。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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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巴西港口投资背后的挑战分析 

2020 年 8 月，巴西政府发文称将于年底完成对拉丁美洲最大的港口综合体

桑托斯所属两个码头的特许经营权拍卖。事实上，自 2013 年巴西允许私营部门

参与港口发展与经营后，巴西港口拍卖也逐渐成为新常态，私营化港口数量以每

年 5%-10%的速度持续增长。在政府力推之下，巴西已累计拍卖 29个港口地区的

特许经营权，而预计未来两年还将再竞标 31 个码头。巴西政府如此热情地抛出

“橄榄枝”，给予世界各国投资爱好者以极大的商机，但仍需正视的是，往往绝

世机遇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挑战。 

表 1  2020 年巴西 PPI（投资伙伴计划）港口拍卖计划 

2020 上半年 2020 下半年 

拍卖码头数量 港口所属城市/州 拍卖码头数量 港口所属城市/州 

1 福塔莱萨/塞阿拉州 2 阿拉图/巴伊亚州 

4 伊塔基/南里奥格兰德州 1 巴拉那瓜/巴拉那州 

1 巴拉那瓜/巴拉那州 2 桑托斯/圣保罗州 

- - 1 马塞约/阿拉戈斯州 

- - 1 圣安娜/阿马帕州 

一、巴西港口生产整体趋缓 

巴西作为世界主要的商品出口国之一，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矿产品

以及油气产品的进出口至关重要。巴西的海岸线长达 7408 公里，沿海分布了约

36个公共港口，基本由巴西联邦政府监督管理，但近年国营码头逐渐私有化，截

至目前，巴西境内就有近 240个私营码头。巴西沿海分布的大港主要有福塔莱萨、

里约热内卢港、伊塔瓜伊港、维多利亚港、塞巴斯蒂昂港、伊塔基港、伊塔雅伊

港、桑托斯港、巴拉那瓜港、里奥格兰德港等港口，其中桑托斯港和巴拉那瓜港

分居巴西第一大和第二大集装箱港口。但对于世界百强港口，巴西仅桑托斯港能

够在其中拥有一席之地，在英国劳氏日报发布 2019 年全球百大集装箱港口最新

榜单中，桑托斯排名第 39位。 

从港口生产情况来看，巴西港口整体上呈现出稳中趋缓甚至趋弱的发展态势，

尤其自 2017 年以来，巴西货物吞吐量增速持续下滑，并跌入负增长区间。最大

港口桑托斯港同样增长乏力，2019 年桑托斯港货物吞吐量同比下跌 1.2%，集装

箱吞吐量同比仅增长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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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巴西主要港口分布图           图 2  2009-2019 年巴西港口生产变化情况 

二、巴西港口投资面临诸多挑战 

（1）经贸环境不具稳定性 

巴西是仅次于美国的西半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坐拥丰

富的资源，但却长期深陷“中等经济陷阱”，工业严重空心化、政局不稳、贫富

差距巨大、失业率长期高企等问题持续困扰着巴西经济的稳定发展，严重的货币

和经济危机几乎是常态，导致 GDP持续跌宕起伏，GDP增速最高位与最低位相差

近 60 个百分点。从 2015 年开始，受“总统弹劾案”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影响，

巴西经济陷入长达 8个季度的衰退，虽后期恢复扩展趋势，但增速持续徘徊在 1%

左右的低水平，而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活动受

到严重影响，据巴西政府预测，2020 年巴西 GDP 将再一次进入负增长期间，同

比增速预计下降 4.7%。经济的不稳定性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投资者带来巨大

挑战，使得企业盈利难以得到较大保障。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表示预测。  

图 3  近十年巴西 GDP 与进出口总额变化情况 

巴西进出口贸易量变化情况基本与 GDP 保持一致，呈波浪式上下震荡前行。

据巴西经济部统计，2019 年巴西出口和进口总额同比分别下降 14%、9%。巴西是

全球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国和第九大石油生产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资源出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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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出口结构中，大宗初级商品的出口占比达 50%左右。如此单一的出口结构，

无疑极大削弱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尤其是大宗散货本身价格波动性巨大，极易

影响经济的安全稳定发展，此外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更难具可持续性。

而国家经济与贸易环境作为港口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在巴西极具挑战的经贸

环境下，港口投资者必然需要具备较强的风险管控和抵抗能力。 

 
注：仅统计占比超过 1%的货物。 

图 4  2019 年巴西出口主要货物占比情况 

（2）口岸营商环境整体偏弱 

自 2009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有统计数据以来，巴西口岸营商环境的全

球排名一直在百名开外，截止目前在全球 190个国家中排名第 124位，落后于墨

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周边国家。巴西口岸城市在开设企业、获得建设

许可、税收和资产注册等方面便利性均存在较大不足，投资保障制度也不尽完善。

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巴西利率长期高企，再加上巴西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

使巴西的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比较高。而港口投资是基础性建设项目，资本

投入高，建设周期长，进入者必须拥有稳定、雄厚的资金实力，融资需求高。因

此，巴西的金融环境于外部港口投资者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瓶颈。 

其次，劳动市场的不稳定也已成为巴西业务投资的最大威胁之一。尽管近年

来罢工总数已有下降趋势，2020 年上半年罢工次数共发生 354 次罢工，较去年

同期减少 39％，但单次罢工规模及其造成的影响程度却依旧不减。而且巴西劳

工组织势力大，对劳工的保护极其严格，外商企业的人员、劳务和设备在进入时

均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旦在巴西发生劳资纠纷，往往需面临支付巨额补偿金的

风险。此外，环保问题也是外商企业难以迈过的槛，巴西环保组织强大，环保意

识强，而港口建设经营又涉及诸多陆海生态环境问题，容易引起争议或面临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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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因此为外商进入巴西港口市场增加了极大难度。 

（3）配套基础设施长期积弊 

巴西缺乏完善的集疏运货运体系以支撑港口的持续发展。因长期管理不善和

投资不足，巴西国内公路、铁路等货运基础设施均十分落后，尤其货运铁路网络

摇摇欲坠，经常被废弃。巴西国内货运主要以公路为主，175万公路里程承担着

全国近 2/3的运量。而其中柏油路只有 21.9万公里，因缺乏维护等问题，30%的

国内公路路况极差，高速公路里程只有 1 万公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圣保罗州。

巴西拥有的铁路里程约为 3.03 万公里，主要分布在南部、东南部和东北部，其

中电气化铁路仅占约 3.7%。同时，巴西铁路轨距共有 4 种标准，部分铁路段常

年失修，极大影响铁路网的互联互通。据统计，巴西仅有约 20％的货物通过铁路

运输，集装箱铁路运输比例更少，仅有 3%-4%。道路通行运载能力的不足，极易

造成拥堵，导致交货不及时、运输成本攀高，港口物流服务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三、投资巴西港口的几点建议 

当前巴西政府正竭力出售港口经营权，以期借助外资，升级港口基础设施，

从而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巴西抛出的橄榄枝固然是良好的

发展契机，但巴西国内一振不撅的经贸环境、短期内难以大幅改善的营商环境以

及糟糕的交通基础设施等种种劣迹，外加当前仍持续蔓延的疫情，将对投资者带

来极大的挑战，因而，企业在投资巴西港口时需要谨而慎之，需事先对可能遇到

的障碍和困难有充分的准备。 

一是要做好港口投资项目选择评估。在投资巴西港口之前，需对项目展开详

细的评估。在选择投资的港口时，首先要客观充分地评估企业自身规模与实力，

审慎决定是否投资绿地项目。因港口绿地项目资金需求量更大，建设回报周期更

长，而且未开发的港口往往周围工业园区、道路等基础配套设施也不尽完善，需

花费更多资金和人力去延伸拓展港口发展所需的配套设施。其次，投资方需时刻

关注巴西政府的“引资计划”，紧跟巴西市场需求，尽量选择巴西政府鼓励性的

港口发展项目，以降低投资成本。 

二是强化合作以分散风险。鉴于巴西充满不确定性的经贸环境和亟待改善的

口岸营商环境，企业可通过加强战略联盟合作，以分散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可能遇

到的风险。一方面可协同本国国家企业，寻得本国政府帮助，依托政府力量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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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推进步伐，另一方面可通过吸引巴西国内港航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参股，结

成利益共同体，以减少投资风险，降低港口的运营成本。 

三是要注意“入乡随俗”。港口的建设经营与发展需以融入巴西当地市场作

为长期目标，将当地市场需求放在首位。遵守巴西在劳工、环保等方面严格的法

律法规，雇佣当地雇员，重视当地雇员的价值，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树立更有

包容特征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以减少文化差异，更好融入当地市场。此外，巴

西政府高度重视环保，民众的环保意识也在逐年提高，港口投资者应详细了解当

地环保政策法规和基本原则，尽量在投资谈判前做好各方面环评工作，将环境当

作一项公共财产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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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RCEP 贸易协定影响亚太地区港航网络 

历时 8年，由东盟十国发起并邀请中日韩澳新等国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

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0 年

最终签署。未来随着贸易协定的生效，RCEP 不仅将超过北美自贸区和欧盟关税

同盟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自贸区（FTA），还有望通过亚洲产业链重塑全球经贸规

则与格局。当前，除了印度尚未加入外，RCEP协议内 15个成员国覆盖人口近 22.7

亿占全球 29.7%、GDP总额约 25.6万亿美元占全球 28.9%，区域对外贸易额约 5.6

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 25%，将对国际贸易格局尤其是亚太地区产业体系、跨境贸

易、货物流向及航运网络产生重大影响。 

 
图 1  全球各自由贸易协议及参与成员国情况 

一、关税降低将大幅增进跨境贸易 

RCEP 协定的签订对亚太区域经济的经贸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协定主要由

20 个章节与 4 个市场准入承诺表组成，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投

资、海关程序等多个领域。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成员国之间承诺在未来十年

内将有约 90%以上的货物贸易实现“零关税”，而中国与日本之间也首次达成了

双边关税减让的协定。通过 RECP协定，最为直接的是构建了中国与日本/澳大利

亚、日本与韩国/新西兰之间的贸易往来，由此在关税下调环境下这些成员国间

ww
w.
sis
i-s
mu
.or
g



全球港口发展季报（2020 年第三季度）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55 

的双边贸易或将得到显著增长。 

表 1  2019 年 RCEP 协议国家关税税率（%） 

 

数据来源：世贸组织 WTO、ITC、UNCTAD等联合发布 World Tariff Profiles 2020；平均关

税以 2019年最惠国贸易简易平均关税表示（已加入 WTO）。 

从 RCEP 成员国现有关税情况看，除了经济较为发达的日本、资源相对丰富

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以及开放程度较高的新加坡与文莱国家外，协议成员国中

的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最惠国平均关税水平均超过 5%。成员国中，韩国、泰

国、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平均关税超过或接近 10%，签署协议

后将存在巨大的下降空间。此外，细分品类看韩国、泰国、柬埔寨、日本、越南

等国农产品平均关税超过 15%，随着协议生效后粮食贸易等将有巨大的跨境需求。

综合多家国际分析机构与经济组织预测，至 2025 年 RCEP有望带动成员国出口贸

易增长比基线多 10.4%（RCEP协定下贸易配额等非关税壁垒也将得到突破，进一

步释放“关税趋零”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潜力）。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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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CEP 成员国地理位置 

二、互补性贸易增强区域海运需求 

随着 RCEP 协定生效实施后，成员国间关税与投资壁垒进一步打破，跨境产

业与互补性贸易将得到进一步增长，对区域经济也将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首先，

从市场消费看，由于关税的减免对成员国而言将使得国内外两个市场逐渐趋同，

例如原本纺织服装在日本市场通常面临 8%-11%左右进口关税成本，而未来随着

关税下降趋无后，消费者将可在本国市场以约等同于原产地的价格采购到境外商

品，在增加贸易的同时也将极大地提升海运需求。其次，从产业供给看，随着成

员国间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等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区域内将会出现更多跨国企

业更加灵活地进行产业布局，建立更精细和更完善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以降低最

终产品的生产成本，这种转变也将增加区域内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运输需求。仍以

服装行业为例，签订 RCEP 协定后，中国可以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免税进口羊毛，

并在中国织成布料后再出口到越南，等越南使用布料织成服装后再出口日韩等国

家，将充分发挥各国资源禀赋与区域价值链的作用，由“产业升级”和“贸易创

造”带来更多运输需求。此外，从物流运输看，随着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

验检疫、技术标准等逐步统一，将大幅提升区域运输效率并降低物流成本；由于

物流成本的降低及资源和产业的互补性，使得 RCEP 在促进区域供应链、价值链

的深度融合的同时，还将逐渐使域外贸易也进一步转向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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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CEP 在市场开放领域达成共识 

从经济体量最大的中国贸易结构看，与 RCEP 成员国在机电产品、纺织产品、

金属矿产、化工制品等领域都有密切的产业合作与贸易往来，由于各国在上下游

产业中都各自存在比较优势，因此协议的签订有望进一步加速技术、服务、资本

等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贸易和运输需求增长。一方面，使中国构建更为完善的机

电产品、纺织制品和农业建材产业链（汽车及零部件、石油化工则将扩大进口市

场份额），另一方面也将使中国部分过剩产能和“借道出口”产业得以持续输出。

此外，东盟可进一步发挥其在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加强对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吸引；而日本、韩国、新加坡可充分发挥其在品牌、技术上的优势扩

大贸易拓展市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可使矿石、羊毛等资源发挥更大经济效益，

文莱石油资源也可进一步开发与利用。 

  
数据来源：wind贸易风、招商证券；粗细代表进出口规模高低。 

图 4  2019 年中国与部分 RCEP 部分成员国间进口（左）、出口（右）结构 

三、区域航线调整或将在 2022 年初 

根据 RCEP的规定，协定生效需 15个成员中至少 9个成员批准，其中要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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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6 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至少 3 个国家。

目前协定已经签署，不久 RCEP 各成员将各自履行国内法律审批程序，共同推动

协定早日生效实施。其中，中国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按时间表抓紧做好

RCEP 落地实施国内相关工作，预计审批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而新加坡贸易和工

业部长表示将在 12个月内获得批准；日本依照国内法探讨在 2021年常规议会上

批准的可行性，综合各国审批时间预计协定最早将于 2021 年底生效。然而，航

运企业则将根据协议生效后，区域贸易增长与海运需求变化情况再适时调整运力

与航线，通常国际贸易与海运物流之间存在半年的延时，加之国际班轮公司航线

调整一般于年初 4月，因此预计区域航线规模调整最早将发生在 2022年初。 

表 2  RCEP 协定成员国国内审批时间表 

国家 预计审批时间（最早） 国家 预计审批时间（最早） 

中国 2021.06 新加坡 2021.12 

日本 议会决议（2021） 澳大利亚 参众两院通过（2021.12） 

韩国 国民议会（2020.12） 新西兰 议会审查及国内立法修改 

资料来源：德勤税务，SISI 整理。 

根据法国航运咨询机构 Alphaliner数据统计，2020年亚洲内部航线的运力

增长为 1%左右，且近年 5000-7500TEU型船舶运力有所增加，主要投入于远东地

区至东南亚地区的国际航线，使中韩等国与东南亚国家间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而

随着 RCEP 协议的签订，预计亚洲区域内的运力总规模将进一步提升，且免税政

策带来货量增加也将使得船型更趋于大型化，港口支线泊位或将同步扩大。 

 
图 5  亚洲内部船舶运力变化趋势 

四、韩国枢纽港或迎来发展新契机 

RCEP 协定在促进区域产业融合、提升海运贸易规模或更多体现出结构性效

益，即普惠的 RCEP 协定对各成员国贸易结构的改善和体量的增长将具有一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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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具体来看，东盟 10 国已与 RCEP 协定中的五国分别签订过自由贸易协定，

RCEP协定对东盟而言，仅是将五个“10+1”的自由贸易协定，转变为一个“10+5”

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也与除日本外的其他 RCEP 成员国签订自贸协定，

其中与东盟 10 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零关税”商品也已覆盖双方约 90%以上的

税目产品，边际改善有限。 

 
图 6  2011-2019 年日本部分港口集装箱量变化 

从 RCEP 协定覆盖国家与商品范围看，未来成员国间贸易改善最为明显的当

属日本，而日本由于地震频发等原因导致港口发展长期处于相对弱势，缺乏现代

化大型枢纽港，其国际海运贸易多大依靠韩国釜山等国际港口转运。因此，未来

其与区域内其他成员国间因关税降低及开放合作所带来的新增海运贸易需求，一

方面将通过京滨等日本本土港口改扩建得到满足，但另一方面依然存在通过韩国

釜山等港口纾解新增贸易需求的可能，且相较于东南亚国家依托劳动力和资源优

势增长的贸易，中短期内日本的贸易增长将更为显著，而日本商品贸易最显著地

或将提振韩国等枢纽型港口。 

 
图 7  2010-2019 年韩国釜山港中转箱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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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7 月 2 日 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延续阶段性降低港口收费标

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将 3 月发布的阶段性降低港口收费标准的政策延续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7 月 7 日 欧盟在全体立法会议上提出应对港口温室气体的排放，委员会支

持创新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如替代燃料和绿色港口，停靠欧盟港口的船舶必须

将年平均碳排放量减少至少 40％，并将其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中。 

7 月 8 日 大连港以 24 亿美元换股收购竞争对手营口，收购交易完成后，营

口港责任有限公司将被除牌和注销，其所有资产及相关权利、权益、负债和义务

将由大连港公司拥有并承担。 

7 月 9 日 天津港和华为技术集团在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未来交通，通联

世界”智能交通峰会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共同开发绿色和智能港口。 

7 月 13 号 汉堡港正在使用机器学习（ML）来预测集装箱在码头的停留时

间，该项目已成功整合至 Altenwerder 集装箱码头（CTA）和汉堡港 Burchardkai

集装箱码头（CTB）的码头管理系统中。 

7 月 14 日 希腊塞萨洛尼基港和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在战略合作、港口信息

系统合作分别签署协议，塞萨洛尼基港务局将在欧洲市场率先使用 CTOS 系统，

以作为 TOS 项目及相关 IT 解决方案进入欧洲市场的示范和推广窗口。 

7 月 16 日 不伦瑞克港和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HHLA）达成了一项协

议，以促进汉堡和下萨克森州内陆港口之间的集装箱环保型内河运输。 

7 月 17 日 国际集装箱码头服务公司（ICTSI）已与克里比港口港（PAK）签

署了特许权合同，以开发、运营和维护喀麦隆克里比多功能码头（KMT）。 

7 月 20 日 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SME）与鹿特丹港签署为期三年的智

能船舶和港口研究协议，双方将共同制定智能船舶和港口通信标准，并发展数字

孪生技术以提高船舶和港口之间的数据互联。 

8 月 6 日 贝鲁特港因爆炸事件关闭后，原本计划靠泊贝鲁特港的船舶都将

转靠黎巴嫩的黎波里港，直至 8 月 28 日时黎巴嫩贝鲁特港恢复运营。 

8 月 7 日 宏海箱运集团（RCL）增加了连接胡志明市与转运枢纽的支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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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该服务将与金星线一起运营，将胡志明市与巴生港和新加坡连接起来，以改

善胡志明市与两个东南亚转运枢纽之间的航行频率和连通性。 

8 月 17 日 中国福建省开始整合区域港口，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组建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福建省国资委、各地市涉及港

口和航运业务的国有资产整合到福建省港口集团。其中，厦门港务集团成建制并

入福建省港口集团，作为福建省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8 月 20 日 沙特阿拉伯港口禁止开环洗涤塔，因为有关洗涤水排放影响的争

议，沙特阿拉伯的决定增加了禁止使用开环废气清洁系统的管辖区，这些管辖区

占全球所有洗涤塔的 70％以上。 

9 月 1 日 北部湾港口将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钦州盛港码头公司作为项目业主

开展钦州港大榄坪港区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改造工程，码头泊位由两个 7 万吨级

多用途泊位改建为两个 10 万吨级全自动集装箱泊位。 

9 月 3 日 迪拜环球（DP World）和加拿大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CDPQ）

将联手向双方创建的“全球港口投资平台”追加 45 亿美元，以扩大其拥有和运

营的港口和码头的网络规模。 

9 月 7 日 洛杉矶港通过新数据服务增强供应链，该港口计划推出新的供应

链关键仪表板数据，以便所有供应链利益相关者都可以访问并可以使用前瞻性信

息来更好地计划和准备入站货物。 

9 月 16 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以色列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迪拜

世界港口公司（DP World）与以色列港口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在经济贸易

方面展开合作。 

9 月 21 日 全球港口的多边伙伴链 chainPORT 集团举行会议，讨论港口在当

今供应链中不断发展的作用，讨论集中在港口分析和重新定义港口在海上供应链

中的作用的需求上。 

9 月 28 日 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港口（ADP）已宣布收购当地物流运营商

MICCO Logistics，进一步扩大物流服务范围，是阿联酋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中打

造领先地位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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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2020 年第三季度全球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统计 

区域 港口名称 
2019 年三季度

（万吨） 

2020 年三季度

（万吨） 
同比增长 

亚洲 

中国大陆规模以上港口 358805 385348 7.4% 

宁波舟山 28792 31820 10.5% 

上海 18026 19181 6.4% 

唐山 16088 18801 16.9% 

广州 15856 16098 1.5% 

青岛 14761 15629 5.9% 

苏州 12991 15008 15.5% 

天津 13517 14576 7.8% 

日照 11846 13044 10.1% 

烟台 9729 10088 3.7% 

镇江 8785 9021 2.7% 

大连 9793 8579 -12.4% 

南通 8656 7631 -11.8% 

黄骅 7235 8339 15.3% 

北部湾 6560 8229 25.4% 

泰州 7218 7602 5.3% 

深圳 7079 7528 6.3% 

福州 5518 7136 29.3% 

连云港 5823 6009 3.2% 

南京 6751 6440 -4.6% 

营口 5348 6030 12.8% 

新加坡 15250 14840 -2.7% 

菲律宾海港 6853 8128 18.6% 

釜山 12292 9918 -19.3% 

仁川 3703 3569 -3.6% 

平泽唐津 2799 2452 -12.4% 

光阳 7594 6895 -9.2% 

浦项 1534 1362 -11.2% 

蔚山 5015 4462 -11.0% 

高雄* 2908 2745 -5.6% 

台中* 1854 1926 3.9% 

台北* 433 478 10.4% 

基隆* 386 439 13.8% 

欧洲 
鹿特丹 11250 10338 -8.1% 

安特卫普 5894 569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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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 3500 3200 -8.6% 

巴塞罗那 1696 1693 -0.2% 

瓦伦西亚 2089 2088 -0.1% 

阿尔赫西拉斯 2705 2680 -0.9% 

里加 776 576 -25.8% 

塔林 428 530 24.0% 

北美洲 

南路易斯安那 5743 5356 -6.8% 

长滩港 4388 4742 8.1% 

西雅图—塔科马 781 665 -14.8% 

弗吉尼亚 493 462 -6.3% 

南美洲 

巴西港口 29831 31006 3.9%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8 218 10.0% 

曼萨尼约 887 825 -7.0% 

桑托斯 3314 3940 8.2% 

大洋洲 

黑德兰 13031 13677 5.0% 

海波因特 2870 2366 -17.6% 

布里斯班 868 703 -19.0% 

纽卡斯尔 4297 4107 -4.4% 

墨尔本 2297 2327 1.3% 

非洲 

理查德湾 2143 2423 13.0% 

德班 1014 1066 5.1% 

萨尔达尼亚湾 1731 1776 2.6% 

注：*为预测数据。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附表 2  2020 年第三季度全球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统计 

区域 港口名称 
2019 年三季

度（万 TEU） 

2020 年三季

度（万 TEU） 
同比增长 

亚洲 

中国大陆规模以上港口 6818 7241 6.2% 

上海 1132 1159 2.4% 

宁波舟山 735 811 10.3% 

深圳 691 784 13.5% 

广州 590 621 5.2% 

青岛 538 571 6.1% 

天津 475 519 9.2% 

厦门 281 307 9.1% 

苏州 155 176 13.7% 

大连 237 131 -44.7% 

营口 134 151 12.4% 

连云港 122 123 0.9% 

日照 118 129 9.6% 

北部湾 101 138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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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 114 114 -0.2% 

东莞 110 104 -5.3% 

福州 93 93 -0.1% 

烟台 76 80 5.8% 

南京 85 83 -2.0% 

唐山 80 98 22.7% 

泉州 62 62 0.7% 

香港 462 466 1.0% 

新加坡 946 940 -0.7% 

釜山 543 518 -4.6% 

仁川 77 85 10.9% 

光阳 56 53 -4.9% 

高雄 259 236 -9.1% 

基隆 37 42 12.9% 

台中 45 46 1.3% 

台北 39 40 1.7% 

林查班 198 180 -9.3% 

曼谷 36 35 -3.2% 

拉格拉邦 31 30 -3.7% 

迪拜 356 341 -4.2% 

尼赫鲁 127 108 -14.9% 

吉达 81 72 -11.0% 

美洲 

洛杉矶 255 270 5.8% 

长滩 199 227 14.1% 

桑托斯 113 99 -12.1% 

西北海港联盟 99 86 -14.0% 

温哥华 90 91 0.6% 

弗吉尼亚 76 72 -5.2% 

休斯顿 77 74 -4.3% 

蒙特利尔 45 33 -25.4% 

欧洲 

鹿特丹 366 367 0.1% 

安特卫普 303 299 -1.4% 

汉堡 288 220 -23.6% 

巴塞罗那 83 70 -16.0% 

阿尔赫西拉斯 131 129 -1.5% 

瓦伦西亚 142 144 1.8% 

格但斯克 55 49 -9.7% 

大洋洲 
墨尔本 73 79 8.3% 

布里斯班 34 34 2.0%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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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8 第三季度-2020 第三季度中远海运港口权益吞吐量及其增速 

（单位：万标准箱） 

 2018第三季度 2018第四季度 2019第一季度 2019第二季度 2019 第三季度 

总吞吐量 869.9 860.4 844.2 916.4 939.6 

同比增幅 12.9% 12.2% 8.2% 8.1% 8.0% 

 2019 第四季度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2020第三季度  

总吞吐量 903.1 765.8 835.6 915.4  

同比增幅 -3.9% -9.3% -8.8% -2.6%  

注：不计入青岛国际。 

数据来源：中远海运港口网站。 

 

附表 4  2018 第三季度-2020 第三季度招商局港口权益吞吐量及其增速 

（单位：万标准箱） 

 2018第三季度 2018第四季度 2019第一季度 2019第二季度 2019 第三季度 

总吞吐量 1053.5 1021.6 992.8 1062.6 1076.5 

同比增幅 7.4% 6.2% 3.7% 0.5% 1.9% 

 2019 第四季度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2020第三季度  

总吞吐量 1040.4 943.9 1149.9 1263.7  

同比增幅 1.8% -4.9% 8.2% 17.7%  

数据来源：招商局港口网站。 

 

附表 5  2018 第三季度-2020 第三季度迪拜环球总吞吐量及其增速 

（单位：万标准箱） 

 2018第三季度 2018第三季度 2019第一季度 2019第二季度 2019 第三季度 

总吞吐量 1801.9 1801.9 1749.1 1832.0 1773.2 

同比增幅 -1.4% -1.4% -0.6% 1.6% -1.6% 

 2019 第四季度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2020第三季度  

总吞吐量 1770.5 1718.5 1671.2 1828.9  

同比增幅 -0.4% -1.8% -8.8% 3.1%  

数据来源：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网站。 

 

附表 6  2018 第三季度-2020 第三季度菲律宾国际权益吞吐量及其增速 

（单位：万标准箱） 

 2018第三季度 2018第四季度 2019第一季度 2019第二季度 2019 第三季度 

总吞吐量 243.8 258.4 247.9 256.3 254.8 

同比增幅 6.4% 11.5% 6.6% 7.3% 4.5% 

 2019 第四季度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2020第三季度  

总吞吐量 258.8 250.8 229.0 262.7  

同比增幅 0.1% 1.2% -10.7% 3.1%  

数据来源：菲律宾国际网站。 

 

ww
w.
sis
i-s
mu
.or
g



全球港口发展季报（2020 年第三季度）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66 

附表 7  2018 第三季度-2020 第三季度 AP 穆勒码头合并报表业务量数据 

  （单位：百万自然箱） 

 2018第三季度 2018第四季度 2019第一季度 2019第二季度 2019 第三季度 

合并报表

吞吐量 
2.8 3.1 2.8 3.0 3.1 

 2019 第四季度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2020第三季度  

合并报表

吞吐量 
2.9 2.8 2.6 3.0 

 

数据来源：马士基集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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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来源及参考文献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3. Freight Shipper Insight. Drewry 

4. 中国银行金融报告（2020年三季度） 

5. 中国交通运输部网站及相关资料 

6. 香港海事处 港口及海事统计资料 http://www.mardep.gov.hk/ 

7. 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网站 http://www.globalpsa.com/ 

8. AP穆勒码头季度财务报告（2020年第三季度） 

9. 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季度财报 http://web.dpworld.com/ 

10.中国港口网站 http://www.port.org.cn/ 

11.中国航贸网 http://www.snet.com.cn/ 

12.国际海事信息网 http://www.simic.net.cn/ 

13.航运观察网站 http://shippingwatch.com/ 

14. G-Port http://www.globalports.com/globalports/ 

15. Port Strategy Website http://www.portstrategy.com/ 

16. Port Management Website http://www.portmanagers.net/ 

17. Container Management Magazine 

18. 其它港口港务局、港口企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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