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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分析与国家海运实力相关的国际排名入手,认 为这

些排名虽从某些方面对海运强国进行了间接评价 ,但是无法

全面体现海运强国的内涵。通过综合考虑
“
软

”“
硬

”
两方面

因素,建 立海运强国的考核指标并加以论证 ,指 出国家海运

总体竞争力与国家海运业综合影响能力共同构成海运强国

的基本内涵。并结合对海运强国内涵的分析 ,预 测中国将于

2020年 前实现由海运大国向海运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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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海运强国梦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梦寐以

求的目标。随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加快 ,我

国正 日益逼近海运强国的目标。按照中国政府交通

主管部门的预想 ,中 国将在 ⒛⒛ 年实现水运业的现

代化 ,届 时将实现我国由海洋大国、航运大国向航运

强国的转变。但是 ,什 么是海运强国?海运强国究

竟包括哪些内涵?目 前尚未有明确统一的说法 ,世

界各国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海运评价体系来针对海运

强因进行解释G本文试就海运强国的若干问题加以

探讨 ,以 有助于我国海运强国目标的实现。

— 、与国家海运实力相关的国际排名

目前 ,有关国际组织和杈威海运咨询机构定期

发布关于某一项 目的海运业国家排名 ,这些项 目当

然是衡量一个海运大国或海运强国的重要内容 ,但

并不能反映海运大国或海运强国的主要内涵 ,而只

是从某一方面(尤其是商船队方面)针对海运大国或

海运强国进行间接的评价。常见的与国家海运实力

相关的国际排名有以下几种。

1.国 际海事组织理事会成员国分类

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共由硐 个成员国组成 ,如

表 1所示。其中 10个 A类理事国为国际海运方面

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国家 ,一般也被认为是国际海

运大国;10个 B类理事国为海上贸易量大国;20个

C类理事国为地区代表。1989-2007年 ,中 国连续

8次当选为该组织的 A类理事国。

表 1 第 ⒛ 届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成员国

A类
羹昌瀵 譬

漶 大利、日本邶 威、ELe马 涕 国、俄罗飙

B类
罟鋈蒡裂

拉、巴西 J口皴 漶 国孺 国、印度、荷兰、

C类
 鏊I挈瞀曼耜 肇耷

利亚、葡萄牙、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

资料来源 :国 际海事组织网站。

2.ISL世界主要商船队国家或地区排名

德国不来梅航运经济与物流研究所(IsL)定 期

发布全球主要商船队国家或地区排名。根据 sL发
布的 ⒐犭ppf饣g SJ曰历s莎￡cs勿″dM曰 /·t召rR召 vF召tR,,截 至

⒛08年 1月 1日 的世界主要商船队国家或地区排名

如下。

(1)按船东国籍划分的商船队排名。世界十大

商船队国家或地区排名如表 2[1]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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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吨位排名
2008(2007)

表 2 世界商船队排名 (1000总吨以上船舶 ) 表 4 全球十大班轮公司排名

公 司 市场份额/% 载箱量/1000TEU船 舶数量/艘

1马士基海陆

2地中海航运

3达飞海运

4长荣海运

5赫伯罗德

6中 远集运

7中 海集运

8日 本由阝船

9东方海外

10韩进海运

17 1

115

7,9

61
48

39
38

37

34

3,4

1728.7

1159.8

800 6

615 5

484.3

390.6

388.5

373 0

347,8

342,8

吞吐量前 10名 分别是 :新加坡、上海、香港、深圳、釜

山、鹿特丹、高雄、迪拜、汉堡、洛杉矶。随着实体经

济的增长 ,国 际贸易量的相应提高必将带动港 口集

装箱运输的发展 ,为 此分析重要港 口集装箱处理的

排名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间经济贸易的

变化。

6.中 国海运业国际排名的简要评价

从上述国际海运及其相关领域通常关注的指标

排名来看 ,这些指标一般集中于 4个方面 :一是国家

商船队及其船队结构 ;二是国家港 口吞吐量规模 ;三

是国家海运跨国公司 (班轮公司)的 实力 ;四 是 国家

的外贸实力。这 4类指标很大程度上与国际海事组

织理事会成员国的分类密切相关。从更深的层次探

讨 ,其明显反映出特定海运国家的国家竞争力、海运

产业整体竞争力以及海运企业的竞争力 ,其 意义是

不言而喻的。
[3]

通过以上列举的多项海运业国际排名 ,可 以对

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国际航运的地位获得基本 的认

识 ,从 中看出我国海运业的实力。具体而言 :第 一 ,

我国实际控制商船队总体排名靠前 ,居世界第四位 ,

仅排在希腊、日本、德 国 3个海运强国之后 ,海运业

有一定的实力。但是 ,我 国商船队平均船龄偏高 ,大

型船舶偏少且大中小船舶 比例失调 ,商船队的船型

结构配置不合理。第二 ,我 国海运实力与贸易实力

大体相当。但是 ,我 国海运业存在着难以满足关系

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大宗物资运输需求 的问题。第

三 ,我 国船公司国际竞争实力仍有待于加强。我国

中远集运和中海集运两家班轮公司分别名列世界班

轮公司第六位和第七位 ,实力较强 ,但是与世界前 3

名大型班轮公司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第 四 ,港 口

的综合服务功能需要提升c目 前我国港 口发展速度

很快 ,⒛07年上海等 3个港 口货物吞吐量进人世界

前 10名 ,另 有 5个港 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进人世界前

⒛ 名。但是 ,我 国港 凵的综合服务和聚集效益没有

控制船队规模

数量

`艘

 吨位

`1000载

重吨 载箱量

`1000TEU1(1)希腊

2(2)日 本

3(3)德 国

4(4)中 国

5(5)挪威

6(8)韩 国

7(7)中 国香港

8(6)美 国

9(10)新 加坡

10(12)丹麦

3087

3433

3189

2975

1400

1063

619

936

744

768

175711

160722

94513

83064

45118

36760

33782

32999

28262

26573

703

1005

4214

723

314

246

162

273

307

882

(2)按 船型划分的商船队排名。按船型划分的

商船队排名包括油船船队、散货船队、杂货船队和集

装箱船队 4类。其中,截至 ⒛08年 1月 份 ,世界十

大油船船队国家或地区排名由高到低 (下 同)依次

为 :希腊、日本、挪威、中国、德国、美国、新加坡、英

国、中国香港、沙特阿拉伯 ;世界十大散货船队国家

或地区排名依次为 :日 本、希腊、中国、韩国、中国香

港、德国、挪威、美国、新加坡、丹麦 ;世界十大杂货船

队国家排名依次为 :中 国、挪威、日本、德国、俄罗斯、

希腊、荷兰、土耳其、英国、意大利 ;世界十大集装箱

船队国家或地区排名依次为 :德 国、日本、丹麦、中国

台湾、希腊、中国、英国、法国、新加坡、韩国。

3.海运贸易量十强国家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 ,截至 ⒛04年末 ,全

球贸易额十强国家排名如表 3[2]所示。

表 3 世界贸易 10强 国家     %

国家或地区
世界贸易份额
(按 货值计 )

商船队占全球比例
(按载重吨计 )

蝴
m
⒛

㈤
Ⅲ
啁
”
吣
”
⒛

1美 国

2德国

3中 国

4日 本

5法国

6英国

7意大利

8荷 兰

9加拿大

10比利时

126

88

6.2

55

49

4~3

37
3.7

32
32

55
69

68
140

08

31

16

08

07
10

4.全球十大班轮公司排名

截至 ⒛08年 2月 1日 ,全球十大班轮公司排名

如表 4[1]32所 示。

5.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

根据 ISL出 版的 s九 fp夕

'″

g Sr夕 rfsr氵 cs曰″dM″ _

虑cr Rcv￡ cv统计 ,⒛07年世界港 口货物吞吐量前 10

名分别是 :上 海 、新加坡 、香港、深圳、釜山、高雄 、鹿

特丹 、洛杉矶 、汉堡 、迪拜 G2()07年世界港 口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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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 ,国 际中转量明显不足。

二、海运 强 国的基 本 内涵和 考核 指 标 的

再认识

现有海运国家排名并不全面 ,而且均侧重于硬

指标 ,基本上不涉及软指标 ,对体现海运大国或海运

强国的内涵而言 ,还存在许多不是。为此 ,笔者认为

海运强国的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应该体现

出一个国家的海运总体竞争能力 ;第二 ,应该体现出

一个国家海运业的综合影响能力。只有两者的有效

结合与综合运用 ,才可以体现出国家海运的综合实

力 ,也才可以显示出海运强国的基本内涵。

1.海运强国的国家海运总体竞争能力【4]

在国际竞争力分析上 ,通常可以分为宏观层面

的国家竞争力、中观层面的产业竞争力和微观层面

的公司企业竞争力 3个方面。海运国际竞争力与这

3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联系 ,但仅就海运强国而言 ,应

主要体现为海运产业竞争力 ,而 以国家竞争力和海

运企业竞争力作为必要前提和支撑 ;换言之 ,国 家海

运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强弱是海运强国的一个必

要物质基础。

(1)海运强国与国家竞争力。国家竞争实力是

海运强国的必要条件。
“
国富则产业兴

”
,国 家竞争

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海运强国目标的实现。其中 ,

下列国家竞争力指标或内容与海运强国内涵的关系

尤为密切。一是国内经济实力竞争力 ,包括投资、经

济部门运行效率等指标。投资可以反映出国内海运

投资总额及增长的资本形成竞争力 ,经济部门运行

效率可以反映出海运及其相关服务业实际增长的部

门运营竞争力。二是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力。随着综

合运输的迅速发展 ,海 运业也对与其衔接的陆上交

通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 ,计算机网络等信息基

础设施在海运领域也起着重要支撑作用。三是金融

体系竞争力 ,包括资本成本竞争力、资本市场效率竞

争力等指标。资本成本竞争力反映金融体系对海运

资本形成的支持程度 ,资本市场效率竞争力反映港

航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取资本途径及其难易程度 ,

两者对于一国海运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四是政府管理国际竞争力 ,包 括政府运作效率、

政府干预、政治稳定、债务负担、政府支出、财政政策

等指标。政府的经济政策实施、立法框架、政策方向

的一致性、公共服务是否受政治干预、关税管理是否

阻碍货物的有效转口,都与国家海运业能否顺利发

展密切相关 ;政府关于产品和海运服务的可靠性立

法、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及针对相关企业和部闸的补

贴 ,也都会直接促进或抑制 国家海运事业 的发展。

五是国际化竞争力 ,包括汇率、商品及服务 出口、国

家保护主义、开放度等指标。汇率是一 国国际化竞

争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对于衡量一 国海运贸易条件

好坏 ,促进海运业国际资本良性流动 ,促进一国海运

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六是市场化进程 ,

包括市场经济基本要素、市场发展和政府职能市场

化 3个方面。当代经济包括海运经济的突出特点之

一是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 ,故此出于发展海运业和

蠃得国际竞争优势的考虑 ,要求实现海运业 的市场

化。

(2)海 运强 国与产业竞争力。
[5]从

关联程度上

讲 ,海运强国与海运产业 自身的整体竞争力的关系

最为直接和密切。一个 国家的海运实力是否强大 ,

是否具有海运强国的素质和内涵 ,主要是 由一 国海

运产业的整体竞争实力体现出来的。就国家的海运

产业竞争力而言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海

运业市场竞争力 ,包括港 口吞吐能力、船队规模、参

与第三国运输比例、产业集中度、本国船队承运本国

货物比例、本国船队承运量、本国主要运输企业运价

水平、港口硬件设施等指标或 内容。一个海运 国家

要想在海运业竞争中处于优势 ,就必须提高市场覆

盖率 ,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第二 ,海运业技术竞争

力 ,包括海运业科研投人、员工知识素质、船舶更新

速度、船龄合理性、船舶技术更新投人等指标或 内

容。海运业技术竞争力主要通过一国海运业的软环

境来侧面反映 ,是海运产业和海运企业长久保持强

有力竞争态势的首要条件。第三 ,海运业资产竞争

力 ,包括船舶融资能力、海运业总产值或增加值、海

运企业平均资本 回报率、海运企业主营业务平均利

润率等指标或内容。海运业资产竞争力主要通过一

国海运产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及其对于海运产业发展

的投人力度来反映 ,同 时也针对整个海运业的融资

能力等加以考虑。第四 ,海运业政策环境、宏观管理

竞争力 ,包括政策法律健全程度、货币汇率政策、政

府机构效率、海运市场成熟程度、市场竞争规范性等

指标或内容。要发展成为海运强 国 ,就必须为海运

产业提供一个可靠、稳定和规范的政策管理环境。

(3)海运强国与海运企业竞争力。从微观层面

来说 ,一 国海运产业是由众多海运及其相关企业共

同构成的。一国的海运竞争力需要海运企业的支

持 ,因此 ,海 运强国与海运企业竞争力也有密切的联

系。第一 ,海 运企业市场竞争力 ,包括公司船队运力

和船队市场占有能力等指标或内容。海运企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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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船队规模 ,开 辟新航线来加强对海运业的

控制和适应能力 ,使 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第二 ,海运企业技术竞争力 ,包括公司船队持续发展

能力和船队运行合理性等指标或内容。海运企业要

在竞争中取胜 ,首先要提高技术竞争力。第三 ,海运

企业资本竞争力 ,包括公司船队蠃利能力和船队资

本规模等指标。海运企业资本竞争力主要通过公司

及其子公司所有相关税前利润、资产回报率、企业年

营业额等因素体现出来。第四,海 运企业软环境竞

争力 ,包括公司船队营销能力和船队高科技运用能

力等指标或内容。海运企业软环境竞争力主要通过

船队服务质量、船队运价水平、高科技运用程度、员

工综合素质等因素体现出来。此外 ,国 家海运业综

合影响能力、海商海事法律的健全程度及其对有关

国际规则的影响程度、海运经营的国际合作与交往

程度等一些
“
软指标

”
也都能在一定程度反映海运强

国的内涵。

三 、加速 实现 中国 由海运 大 国向海运 强

国转变的若干 因素

⒛ 世纪 BO年代以来 ,中 国海运事业得到迅速

发展。目前 ,无论从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贸发会等

政府间国际组织 ,还是英国劳氏、德国不来梅航运物

流研究所等国际权威性海运咨询机构针对各种海运

相关项目的排名 ,都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名

副其实的海运大国,在 国际海运及其相关领域具有

一定的竞争实力和影响能力。近年来 ,我 国政府交

通主管机关明确提出实施
“
海运强国战略

”
,zOzO年

实现由世界海运大国向海运强国的转变。

第一 ,我 国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将对我

国海运强国地位提供全面支持。根据我国的发展规

划 ,到 ⒛20年 ,我 国经济总量实现比⒛00年翻两番

的目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⒛00美元 ,达 到当

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实现全面小康。届时 ,

我国的国内经济将显著发展 ,外贸实力明显提高 ,海

运业投资总额大幅增加 ,与 海运业密切相关的基础

设施和金融体系更加完善。同时,随着我国的政府

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运作效率的提高 ,我 国的海运

贸易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海 运业的市场化进程进一

步加快 ,在 国际海运业的竞争中进一步确立优势。

第二 ,我 国海运产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将为我国

海运强国地位奠定坚实基础。到⒛20年 ,我 国将全

面建成并完善海运主通道、港口主枢纽 ,基本建立全

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与国际接轨的海运市

场体系 ,初 步实现水路交通可持续发展。
[6]港 口方

面 ,沿海港口能力与吞吐量之比达到 1.15,适 度超

前国民经济发展要求 ;港 口技术装各水平、管理体

制、市场运作机制和服务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建

成功能完善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大连国际航运中

心 ,沿海主要港口成为重要的区域性或国际性物流

中心 ,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竞争优势明显 ,发挥较强

的国际竞争力。海运方面 ,中 国实际控制的商船队

运力规模保持在世界前 5位 ,平均船龄基本达到世

界平均水平 ;五 星红旗船舶运力规模适当,结 构合

理 ;参与第三国运输比例显著提高 ,海运服务贸易出

口额位于世界前列 ;海运产业的其他重要指标接近

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整 体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

力
[7]。

同时 ,水上安全支持保障系统形成完善的立

体搜救系统,VTS覆盖全国沿海水域 ,整体水平达

到 21世纪初期国际先进水平。

第三 ,我 国海运企业的综合素质全面进步将为

我国海运强国地位提供有力保障。⒛20年 ,中 国海

运公司的船队运力、市场占有份额、公司的蠃利能力

和资本规模进一步提升 ;公司船队可持续发展能力

增强 ,船 队运行的合理性提高 ,船 队发展规模适中 ,

结构更加合理 ,并在公司船队更新程度、船龄合理

性、船舶大型化等技术领域确立优势 ;同 时 ,在 公司

的管理机制、市场运作机制和服务质量上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使企业员工具有较强的营销能力和高科

技运用能力 ,综合素质较高。
[:]

第四,我 国海运事业的国际影响力将与海运强

国的地位相匹配。发达完备的海商海事法律体系得

以建立 ,并在国际海事仲裁和海事立法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逐步在国际海运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和支配力 ;基本建立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

与国际接轨的海运市场体系 ,广泛和积极地参与制

定并遵循现有的国际海运惯例 ,以 适应现代国际航

运市场的激烈竞争 ;在 有关国际组织的海运及其相

关事务谈判协商与协定遵守上 ,充分显示出一个海

运强国的责任 ,为 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和赞许 ;海运

产业与企业经营的国际合作与交往程度不断加深 ,

真正树立起一个外向型、国际化、现代化的海运企业

形象 ;上 海航交所等机构的海运服务功能进一步增

强 ,并在国际海运市场发挥重要影响 ,等 等。可以

说 ,只有我国海运竞争实力
“
硬实力

”
和海运影响能

力
“
软实力

”
协调与同步提升 ,我 国才能够成功实现

海运大国向海运强国的转型 ,才 能够达致海运强国

的地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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