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0巷 第2期

zOO年 6月

0引 言

zOO9年 3月 笏 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

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会

议要求到2020年 ,将上海基本建成具有全球航运资

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再度引起国内外各界的极大关注。在新形势、新环

境下,面临新机遇,如何把握并乘势而上,需 要用科

学发展的眼光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进行再认识。

1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背景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

的重要战略部署。2∞8年 7月 5日 ,国 务院总理温

家宝在视察上海洋山港时指出:上 海
“
要紧紧围绕

建成东北亚国际枢纽港的目标,大 力发展现代航运

服务体系,着力打造航运服务资源集聚中心,加快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zOO8年 9月 7日 ,国 务院在

《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加 快以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进

一步整合港口资源,加 强港口基础设施、集疏运体系

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努力提高管理水

平和综合服务能力,尽快建成以上海为中心、江苏和

浙江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同 时,依托区域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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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通网络,大力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历经考察与研讨、论

证与规划、协调与建设以及使用与评价等多个阶段 ,

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以洋山深水港区为标志的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长 江口深水航

道治理工程成效显著.上 海港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

运港、世界第二大集装箱港,是东北亚地区集装箱航

班最密集的港口之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国内外

政治、经济和行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2 国际航运中心的含义

为全面正确理解 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具有

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首先须了

解国际航运中心的含义、何为基本建成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以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当前所处的阶

段。

目前,政府、学术机构和企业等对国际航运中心

基本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有 些学者仍未将上海视

为国际航运中心,有 些企业家认为应该构建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与航运服务中心双引擎发展模式,还有

专家和业界人士认为上海已经成为国际航运中心。

因此,有必要对如下几个涉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的问题进行再思考 :

(1)如何科学、全面、系统地理解现代国际航运

中心?如何在发展中认识现代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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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2)上 海建设航运中心已有多年 ,目 前处于何

种阶段?现在究竟是否已成为国际航运中心?

(3)国 内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和企业家都认为

英国伦敦是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应向伦敦学习。当

前,伦敦是否是完整意义上的国际航运中心?上海

追求伦敦模式是否是当前上海建设航运中心的最佳

选择?

(4)现代国际航运中心的产业构成要素有哪

些?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的发展规律和标志性差异

又有哪些?

(5)在世界航运业发展史上,日 本曾经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京滨阪神地区曾经是亚洲公认的航

运中心,今 日为何风光不再?日 本是否已失去全面

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的最佳时机?

(6)国 际航运中心的建成标志是什么?航运

业、航运服务业与航运物流业的建设目标、标志性指

标分别是什么?

10多年来 ,国 内外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等的变

化,使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面临的形势和发展内

涵已发生很大变化,对 国际航运中心的传统认识也

应相应地转变。这种认识上的提高,有助于在今后的

发展中抓住机遇,克服认识上的不一致和模糊性,使

下阶段上海国际航运申心建设的战咯规划、实施运

行、执抻放嚣”重点建垠以及人力资源换划等吴有崔

体性知莆咕挂,有轴于进一步明确目标与责任、建设

重点与实Ⅱ施盼段,有助于正确学习国际航运申心的

经验,揉 索锇国现代航运申心建设的创新模式,寻找

新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切入点。

3 国际航运中心妁再认识

曲于国溽战辑中心硇夂∷斡挂、动态变化挂和渐

进挂,港戚瑾论蔡和实践镏门对国楱锇运申心畲束

产燕鞠残麸翠奋嵌搂拌.

助业构成,以 港口大型化、港口吞吐量、集装箱货运

量与集装箱船舶进出港量等硬实力数据作为国际航

运中心的主要衡量指标。另一种观点认为,国 际航运

中心主要由航运服务业构成,强调国际航运中心的

金融、贸易和信息等综合服务功能,认为国际航运中

心的建设就是港城环境(软环境)的 营造,并 以英国

伦敦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方向标。

事实上,这 2种观点都只从狭义角度进行理解。

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航运中心应该由航运

业、航运服务业和航运物流业构成。具体而言,国 际

航运中心指以国际航运为核心纽带,具有航运枢纽

港所必需的硬件设施和为航运业服务的软件环境 ,

集聚航运业、航运服务业和航运物流业等要素和资

源的国际化港口大都市。

4 国际航运中心产业构成的再认识

国际航运中心的产业主要由航运业、航运服务

业和航运物流业3部分构成,属 于现代服务业范畴。

4.1 航运业

航运业主要包括航运和港田等产业,其核心业

务涉及货物运输、货物装卸、拖船作业、码头服务和

集装箱场站等,属 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4.2 杭运腥务业

戚运瑕务业指为航运业提供信息、人才、技术、

管理、朕务和保庠等的产业与机构,航运服务业属于

知识、人才和信息等密集型产业,多 具有高附加值产

业和集聚经营的特点.

窥运滠务业可分为2大类:一 类为区域性航运

朕务冀,另 一类为舍球性航运撰务业.前者主要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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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范围有强关联度.国 内外航运服务业的各类

核心业务的服务范围分布和业务份额比例应细化研

究.不 同核心业务关联度的理论分析应根据不同核

心业务的影响要素和关联分布的置信庋等确定。

4.3 航运物流业

航运物流业是现代国际航运中心承上启下、面

向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航运物流业是与航运、港口

相关的运输、仓储、包装、流通加工和配送等环节形

成的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和人才的集成与创

新,其核心业务包括港口保税物流、港口仓储物流、

航运物流信息服务、港口越库物流、航运物流供应

商、中间商、第三方服务供应商以及客户一体化服务

与协作等.

国际航运中心的产业构成见图 1。

图 I 国际航运中心的产业构成

由图1可知,现代国际航运中心由3大产业构

成,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整体,不 同产业构成赋

予不同的建设目标和建成指标。

5 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的比较分析

5.1 主业领域

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的主业领域不同。前者主

要包括航运和港口等产业;后 者涉及代理、法律、金

融、教育和会展等领域.

5.2 服务范围

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的服务范围不同。航运业

的服务范围主要是航线挂靠港口城市及其腹地;区

域性航运服务业的服务范围也主要是航线挂靠港口

城市及其相邻地区,但 随着转型和升级程度的不断

提升,其服务范围呈外延趋势;全球性航运服务业则
·
没有腹地的限制,其服务范围可覆盖全球.

5.3 服务内容

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的服务内容不同.航运业

的核心业务包括货物运输、货物装卸、拖船作业、码

头服务、集装箱场站和仓储服务等。区域性航运服务

业的核心业务包括货运代理、报关企业、船舶代理、

理货服务、海事服务和航行技术服务等.全球性航运

服备q,的 核心业务钲括航运倮睑`船舶融资`海事法

律和仲裁专业服务、船舶注册、船舶检验、船级管理

机构、船舶技术标准服务、新旧船舶买卖、船舶租赁、

航运机构/协会、航运媒体与出版、航运会展、航运信

息咨询、航运信j息 技术以及航运人才教育与培训等。

5.4 资源投入

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的资源投入不同。航运业

的投入主要是资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航运服务

业,特别是全球性航运服务业,更侧重于知识、人才、

信息、政策和环境等方面的投入。

5.5 形成规律

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的发展规律不同。

航运业随区域经济、货物结构和国际贸易发展

的变化而兴衰,其兴衰速度相对较快,虽 然有一定生

存期,但转移速度也相对较快。如英国的利物浦港从

⒛ 世纪70年代后开始衰落;英 国最大的集装箱港

口费利克斯托(Fehstowe)也 已经在多年前卖给中

国香港的和记黄埔;在 英国铁行轮船集团(P&o)

2∞5年将集装箱班轮业务卖掉,⒛“ 年又将 P&o
Po⒒s卖掉后,英 国已经没有世界级的港田或航运公

司。

航运业是航运服务业的基础.没有航运业,极难

发展航运服务业,但航运服务业的发展规律不同于

航运业。全球性航运服务业可能随航运业兴盛而兴

盛,但不一定随航运业衰落而衰落,只 有区域性航运

服务业较易随航运业兴衰而兴衰.全球性航运服务

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经济、社会、知识、人才、法律和

文化等大环境,其兴衰速度和转移速度相对较慢,转

移难度也较大,可长期保持,实现可持续发展.

5.6 数曼分布

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的企业数量分布不同。航

运业的企业数量较多,随腹地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需

求分布;区 域性航运服务业的企业数量较多;全球性

航运服务业的数量相对较少,不 完全随本地经济和

贸易发展的需求分布.如苏格兰皇家银行(航运金

融)总 部一直在英国爱丁堡,而 海运经济与物流研

究所(IsL)一直在德国不来梅。

5.7 依托条件

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的依托条件不同。航运业

的发展主要依托港口水深、经济发展、贸易增长、装

卸设各和制造业水平;而 航运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依

托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人力资源、政策环

境、语言环境、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等。

5.8 建设主体

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的建设主体不同。航运业

国际航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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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主体和主业相对集中和明确,如航运公司、港

务公司、造船公司和港机公司等;而航运服务业的建

设主体和主业相对分散,包 括代理、中介、政府、高

校、法院、银行、协会、保险公司、交易机构、公证机

构、出版机构和会展机构等。

6 问题 的 回 答

(1)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航运中心指以国际航运

为核心纽带,具有航运枢纽港所必需的硬件设施和

为航运业服务的软件环境,集聚航运业、航运服务业

和航运物流业等要素和资源的国际化港口大都市。

完整的国际航运中心应是航运业、航运服务业和航

运物流业一体化的中心.

(2)从航运业看,上 海已经建设了国际航运中

心;从航运服务业和航运物流业看,上海尚未建成国

际航运中心。上海已经具备一定的区域性航运服务

业的基础或雏形,但仍落后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荷

兰鹿特丹等地区.

(3)从航运业和航运物流业看,英 国伦敦并不

是国际航运中心;从航运服务业看,伦敦是世界上最

强的国际航运中心.因 此,伦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

完整的国际航运中心。

航运业和航运物流业必然会对航运服务业产生

影响,伦敦现代航运服务业虽然有很强的生命力,但

其受到的挑战依然严唆,伦敦政府为此进行防止航

运服务业转移的专题研究。伦敦航运业的衰落,为 航

运业兴旺的中国香港、新加坡、荷兰鹿特丹、希腊和

中国上海等港口城市提供了航运服务业的发展机

遇。航运服务业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而 是循序渐

进 ,由 点及面.伦敦航运服务业主体属于全球性航运

服务业,其成功有历史机遇的原因,应 对伦敦航运服

务业的各类收入作具体分析。目前,上海处于区域性

航运服务业的起步阶段,上 海发展全球航运服务业

需要航运业的坚强支持和成热环境。因此,上海革纯

追求伦软模式不是当前的垠佳选择.

(4)航运业与航运服务业在主业颌域、服务范

围、服务内容、资漯投入、形成规锌、莰Ι分布、依托

条件和建设主体等 8个方面存在差异。了铒和研究

这 8个方面的差异,有 助于上海圈际航运中心的可

持续发展,有助于航运朕务业的凝划、定位和垠佳切

入点的选择罅。

(5)日 本在世界碱运发展史上确实有过举足轻

重的地位,京滨阪神地区曾经是亚洲公认的航运中
心,但 随着区域经济、货物结构、月边国家与地区的

经济发展以及国际贸易发展,日 本航运业逐渐衰弱,

这也符合世界航运业的发展规律.其风光不再的原

因有:日 本腹地范围小、劳动力成本高、材料密集型

货物减少、航运服务质量相对不高以及月边国家与

地区的经济和航运业发展迅速等.尽管日本京滨阪

神地区的现代航运服务业有一定的基础,但 与英国

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相比,已 失去全面发

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的最佳时机.认真吸取对日本京

滨阪神地区、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荷兰鹿特丹等城市

在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

义。

(6)现代国际航运中心的产业由航运业、航运

服务业和航运物流业构成,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

整体 ,不 同产业构成赋予不同的建设 目标和建成指

标。国际航运中心的建成标志需要研究国际航运中
心的重要绩效指标 (Key%Jomance h山 c舨on,

KPI),研究针对航运业、航运服务业和航运物流业

这 3大组成产业构成的ΚΠ 标志及其综合 KPI标

志,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分重要.

7 结束语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基本上参考国际模

式,建设初期的学习模仿过程十分必要。但随着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深入,需 要研究其新发展、新模

式,需要不断创新.

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对 国际航运中心

全面、科学的理解,有助于统一思想,有助于战咯指

导和重点工作安排,有助于我国各港口的发展特色 ,

有助于国际航运中心的科学研究.应该保持和发展

上海在航运业的国际中心的地位和优势,并充分利

用该地位和优势所带来的机遇,大 力发展航运服务

业和航运钿流业。

上海应该研究区域性和全球性航运服务不同产

业的国际分布及其不同城市份额比例,明 确发展领

域和发展切入点.上海重点发展区域性航运服务业

和航运钫沈业、积极发展全球性航运服务业,可 能是

当前的垠佳选择。上海的航运及务业发展需要有所

为,更罱要有所不为.

(下转第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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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模型还可进一步改进.首先 ,由 于区  文所提出的港口投资函数假定为港口服务效率的线

域内港口间的距离较近,因此,假设港口的单位货物  性函数,可进一步考虑非线性函数倩形;本文所考虑

殷务成本和服务可靠性水平差别不大,但实际可能  的港口单位货物服务成本为常数,实际上,港口单位

会不一致,今后的研究可放松该假设 ,研究各港口单  货物成本随着港口需求量的上升而递减,今后可进

位货物服务成本和服务可靠性水平存在差异的情  一步考虑港口单位货物服务成本为港口需求量的递

形;其次,为分析方便 ,假设区域内各港口的基本需  减函数 ;此外 ,港 口服务水平也可作为港口的重要决

求和需求受其本身价格和服务时间的影响程度相  策变量进行考虑。

同,今后可针对各港口不对称情形开展理论研究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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