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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城良性互动与

港田协调发展的关系

岿 钟 熙

日前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全融中心和国际

航运中心的意见汉以下简称《意见》)对港田整合给

予了异乎寻常的关心。《意见》中有两处涉及港口整

合问题。一处是在描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总体

目标时提出:‘基本形箴以上海为中心、以苏浙为两

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 ,与 国内其他港田合理分工、

紧密协作的国际航运枢纽港。
”

另一处是把港口整

合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在

继续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整合长三和港

口资源,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竞争有序的港口

格局 ,增强港口综合竞争能力。
”
《意见》如此强调长

三角港口的整合 ,是希望两省一市的港田形成整

体,避免重复建设,做到优势互补 ,合理分工,协调

发展 ,达到合理利用资源的目的。

1 城市与港口发展的良性互动

港口整合的目的是为了港口能协调发展,特别

是集装箱港口的市场能力与需求相协调,集装箱港

口系统内部干线港、支线港与喂给港的能力相协

调。这些协调是集装箱港口取得良好效益、港口资

源得到合理利用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港 口协调发

展强调的是港口系统的效益。港口首先是基础设

施 ;是为地方及其腹地经济发展 ,尤其是外向型经

济发展服务的基础设施。港口效益 ,首先应该体现

在支持所在城市、所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主要是在

外向型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包括保漳所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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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两个方面。而且 ,为 了保证港口城市有吸引资

源集聚的能力,也为了保证港口有强大的竞争力 ,

港口能力必须留有佘地。城市和腹地在港口的支持

下,外向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j而外向型经济的发

展又导致外贸货流增加 ,从而推动着港口发展 ,这

就是港城发展的良性互动。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

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 ,也是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之

时,国 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发展经济所需

的要素极度匮乏:缺少资金,没有进入国际市场的

技术,更不熟悉国际市场,而 国内市场也因国人购

买力低下而规模有限,只有价廉且丰富的劳动力和

土地资源。此时正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兴起之际,世

界制造业开始在全球重新布局 ,而拥有价廉且丰富

劳动力和工地资源的地点正是制造业转移的目标。

因此,我 国的改革开放选择从发展加工贸易起步。

而且,加工贸易项目大多是比较成熟的产品,产业

链短 ,市场风险小,上马也快,在经济发展中几乎可

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

速度。同时,大多数外贸加工项目都是劳动密集型

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

问题。但是 ,发展加工贸易需要货流的冬进大出,必

须有港口的支持,而 当时内地港口能力极度不足 ,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港口堵塞就

证明了这一点。此时,香港港是全球第 3大集装箱

港口,珠三角地区在香港港的支持下,加工贸易得

到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随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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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港口也迅速发展起来。首先是深圳港的

发展。深圳港集装箱业务从零起步,经过短短十几

年,经历了从喂给港、支线港到干线港的发展过程 ,

成为全球第4大集装箱港口。深圳港的发展大大降

低了深圳市及珠三角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本 ,

从而支持了深圳市以及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

发展 ,而深圳市及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又促进

了深圳港的发展 ,形成良性互动。随着珠三角外向

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集装箱货流生成量不断上

升。在珠江口进港航道整治后 ,2004年 ,广 州港南

沙港区的建设使广州港迅速崛起 ,几年来,其集装

箱吞吐量增长率为全国之寇,并迅速成为全国第4

大、全球第7大集装箱港口。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个

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后发展起来的港口

分流先发展港口的货流,形成集装箱港口的产能过

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调港田协调发展 ,放慢港

口开发的步伐,就可能影响后发展港口城市港城发

展的良性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全国沿海各省、市、自治区纷

纷对辖内港口进行整合之际,尽管珠三角地区集装

箱港口产能过剩已成定局 ,但未见广东省政府出

勹g” 整合辖内港口,其原因可能是广东省政府要充

分利用港城良性互动,促进地区经济高速发展。

苏州港太仓港区的发展也是如此。太仓港区是

苏州市外贸货物主要的进出通道 ,苏 州市是全国外

贸大市之一,在省辖市中仅次于广东省的深圳、位

居全国第 2,2008年外贸生成量与全国第4外贸大

省的浙江省不相上下,集装箱货流生成量达 760万

TEU。 当上海港臬装箱主体港耳在外高桥时,太仓

港区的优势并不明显,发展缓慢。而当上海港的远

洋航线移至洋山港区后,与 洋山港区相比,太仓港

区就拥有明显的优势。在太仓港区装船直接进出比

在洋山港区进出陆路运输每tEU可节约 800元 ,水

运虽然运费较低 ,但 2次装卸过程费用也相当可观。

长江田航道治理完成后,-12.5m深的航道将直达

太仓港区,第 3代集装箱船舶可满载进出。当年进

港航道水深仅为-10.5m都未能制约外高桥港区

的高速发展 ,水深-12.5m的进港航道更为太仓港

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太仓港区在吴淞口上

游,长江中上游的集装箱在此中转,不雩江海直达

船型船舶,可以较大幅度降低运费。太仓港区建成

为干线港后 ,将分流上海港的集装箱货流,加剧长

三角港口产能过剩的局面。但是 ,把太仓港区建设

成为干线港,~不仅可为苏州市节省大量物流费用 ,

而且更有助于苏州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且,太

仓港区成为干线港后 ,长江口地区航线增多,航班

密度加大,使长江流域的外贸货物进出更加顺畅。

太仓港区分流洋山港区的货流,就是当年深圳港崛

起分流香港港集装箱货流的克隆。当然,目 前太仓

港区还没有具备与洋山港区竞争的实力,但其潜力

不可忽视。

在这种情况下,港口协调发展不应干扰港城的

良性互动发展。

2 现行港田管理体制难以避免能力

富佘过
“
度⒒

虽然为了保障城市经济的发展,港口不能避兔

产能过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港口产能过剩都是港

城良性互动所必然的,也不意味着港口产能不需要

与市场需求相协调。即使考虑到吸引资源集聚和市

场竞争的需要,港口能力应该有富佘。任何事物的

发展都应有
“
度

’
,也就是说 ,港口产能对市场需求

的富佘也应该有
“
度

’
,富余不能过

“
度
”
。但是 ,现行

的港口管理体制极易导致港口产能富余过
“
度
”
。

本世纪初 ,我 国开展的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目标

之一就是港口管理属地化。港口属地化管理是使地

方政府对港口有充分的发展权与管理权,让地方政

府可以根据城市发展需要 自主发展港口,加大港口

对城市发展支持的力度。分税制又使地方政府具有

发展港口的实力。几年来,城市经济与港口发展的

良性互动证明,属地化管理是成功的。

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的另一个目标是政企分开 ,

在
“
港口企业不再承担行政管理职能

”
方面,改革是

到位的,而港口企业
“
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

人实树
’
目标却未能实现。这是因为属地化管理是

地方政府成为港口企业的出资人,是港口企业的

‘
坶 公司

”
,资本这个纽带使地方政府成为港口企业

的
‘
坶公司

”
。而且 ,目 前我国大中型港口公用码头

都是由地方政府为唯一 (或主要 )出 资者的港口集

团垄断经营的(深圳港除外),地方政府实际上处于

港口市场竞争主体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虽 然经营

港口集装箱业务的是港口企业,但其却不以利润最



大化为第 1回 标 ,因 为作为基础设施 ,港口的第 1目

标无疑是最大限度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同时,为

了吸引资源集聚和保持港口竞争力,港口产能必须

大于需求。对地方政府来说 ,宁 可失之过大,也不肯

失之过小。更何况即使曲于地方政府决策失误,根

据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因 港口规模过大,造成地

方经济发展不能弥补港口产能过剩的损失,地方政

府也不需要承担责任。而且 ,由于地方政府是港口

竞争主体,政府可以动员行政资源介入港口竞争 ,

目前最常用的办法是给来港靠泊的班轮以补贴或

奖励 ,利 用政策手段诱使或迫使当地生成的集装箱

货流必须通过当地港口进出等,这些做法阻碍了物

流路线的优化进程。

3 强化宏观调控

不少专家提出,为 了使港口得到协调发展 ,应

成立港口企业联合体 ,以资全为纽带,实行横向联

合 ,形 成利益共同体。笔者以为 ,这是一个行不通的

办法。这是因为港口企业与一般的企业不同,利 润

最大化并不是其第 1目 标 ,或者说 ,港 口企业的利益

要服从城市发展需要。因此 ,港口协调发展要协调

的不仅是港口企业的利益 ,而是城市的发展 ,进而

影响到城市的利益 ,这是港口联合体无法解决的问

题。由于企业联合之不可行 ,因 此人们总是把港口

协调发展的希望寄托于行政调控手段,实 际上行政

调控效果也极其有限。国务院曾两次设立协调机构

试图以行政手段促使长三角地区港口协调发展 ,但

收效甚微。近几年来 ,我 国沿海各省、市、自治区政

府纷纷出台举措以整合辖 区内港口,使之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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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但 效果不佳。珠三角地区港口在广东省政府统

一管辖之下,也未能摆脱产能过剩的局面,上级管

理部门都无法整合辖下的港口,更何况建立一个既

无权又无钱的协调机构来协调分属两省一市的长

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肯定难以见效。行政手段整

合港口之难以见效的根本原因是,港田整合是为了

港口的协调发展,而协调发展必然有扬有抑,被抑

港口的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接受。降低港口发展速

度 ,等 同于降低城市发展速度。更何况,地方政府有

权有钱 ,有完全的自主权 ,建港不必依赖上级。

本来,港口协调发展是资源配置问题 ,市场就

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其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

可使港田得到协调发展。但是,由 于市场竞争主体

错位,而且竞争主体常常不按游戏规则办事,让行

政资源介入市场竞争,从而常常导致市场失效。币

且 ,在 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的条件

下,竞争主体问题短期内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 ,港

口的协调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宏观调控。

笔者认为,当前 ,宏观调控的方法可根据交通

运输部颁发的 《港口建设管理规定》中有关港口建

设审批核准渠道,在上报的港口建设可行性研究报

告中增加泊位利用率指标即可。建议交通运输部制

订港口能力计算方法与击发点确定方法,作为规范

发布,规定只有在泊位利用率达到击发点时,才 能

核准动工建设新的泊位。此外,建立预警机制也是

强化宏观调控的重要途径之一。所谓预警机制是定

期通报港田集装箱泊位利用率(包括实绩与预测 ),

当港口利用率过高时,发出饱和预警;当 利用率过

低时,则 发出过剩预警。

(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大学 )

2009中黄物藐舍议农ˉ海举行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国

际人才交流基全会、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美国运输与物流

协会(AsTL)联合主办的2009中 美物流会议于2009年 9月

10-11日 在上海成功举行 ,来 自中芙两国物流业及相关行业

的政府机构、知名企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近sO0名代表参加

本次会议 ,来 自关国国务院、商务部和运输部的 IO位联邦政

府官员出席会议。《集装箱化》和《水运管理》杂志作为支持媒

体参加本次盛会。

局长李文辉介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软环境建设,中 国远洋

物流有限公司童事总经理叶伟龙与美国总统轮船、世能达物

流等企业的高级代表就物流企业如何进行国际化拓展发表精

彩演讲和对话 ,麦肯锡、淘氏化学、埃森哲、德尔福、BNsF等

全球知名企业分别就经济危机的最新形势、危机管理、供应链

脱碳、特益供应链及多式联运等进行案例介绍和深度剖析。

2009年是中荚建交通航 30周年,会议特别安排纪念晚

宴 ,回颀中美率输与物流业的合作历程。《水运管理》杂志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