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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河北港口集团）现有生产泊位 61
个，年设计通过能力 3.09 亿吨。
2012 年是河北港口集团实施战略
转型的重要一年。作为我国第一个

省级港口集团，世界最大能源输出

和散货运输企业，面对国际经济复

苏乏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稳步增

长的复杂形势，他们抓住河北沿海

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机

遇，调结构、转方式，做好港口经营、

物流、投资等主要业务，完成港口吞

吐量 3.49 亿吨，营业收入和利润总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0.83% 和

10.71%。

逆势增长———
港口主业发展快中求强
实现双突破

河北港口集团是如何顶住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周边港口竞争加剧

以及特大暴雨、台风、冰雪、大雾等

自然灾害和恶劣天气影响，实现逆

势增长的呢？

河北港口集团董事长邢录珍自

豪地说：“靠管理。我们向管理要效

益，坚持外抓市场，内抓管理，以协调

联动促协作，以精细管理提效率，以

特色服务争客户，以市场开拓增腹

地，使集团实际运行能力大幅提高”。

河北港口集团总经理李敏介绍

了他们在生产管理中采取的措施：

“我们一是扩大与大客户战略合作。

通过开辟山煤、神华等用户专用场

地，开通江苏利港电厂、上海申能两

条准班轮航线，促进了船货有序衔

接。二是强化对外协调联动。通过深

化港口、铁路、海事联合生产调度模

式，促进了矿路港航电密切协作、无

缝衔接。三是着力推进精细化管理。

集团领导亲自跟班作业，调研整个

运输生产流程，提出在生产中采取

重载交接班、提前堆垛取料、实施港

前待泊、在锚地进行水尺公估等有

效措施，努力压缩辅助作业时间，大

幅减少船舶等靠时间，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同时加大设备的管用养

修力度，为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四

是千方百计开拓新兴市场。2012年，
我们在承德、张家口等货源腹地召

开市场推介会，并在内蒙古、宁夏、

山东和河北等省重要物流节点城市

建立无水港和办事处，巩固战略合

作关系，扩大市场影响力，延伸市场

腹地”。

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河北

港口集团货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杂

货作业量占总吞吐量比重首次达到

29.6%，创历史最高水平，扭转了集团
吞吐量“一煤独大”的局面。

异军突起———
物流产业稳中求进
决定未来发展

纵观世界港口发展趋势，港口

间的竞争逐步由规模化的竞争转向

以物流体系、服务功能为核心的竞

争。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完善的产业

结构以及对核心战略资源的掌控，

成为衡量港口企业现代化与科学发

展的标准。

国家能源格局的变化，对于世

界最大的煤炭输出和干散货港口，

在能源运输方面具有强大优势的

河北港口集团无疑提出了严峻挑

战。

河北港口集团董事长邢录珍认

为：“对企业来说战略的导向作用决

定着未来的发展。2012年，我们坚持
走科学发展、转型发展之路，研究确

定了主导集团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

规划，核心内容归纳起来就是

‘12358’。‘1’，即坚持‘以港为基、跨
区经营、开放多元、转型升级’的一

条发展主线；‘2’，即着力打造资本
和信息服务两个平台；‘3’，即大力
发展港口经营、建设及配套服务，港

口物流，其他水上运输辅助服务三

大主业；‘5’，即努力构建港口经营、
物流服务、地产开发、投资金融和综

合服务五大板块；‘8’，即积极开展
港口主业、港口物流、港口建设、港

机制造、港口地产、港口服务、资源

开发和资本运作八项业务。”

2012年，该集团以战略为指导，
逐步优化调整集团旗下各港区业务

和货类结构，充分发挥秦唐沧三地

港口优势，打破“一煤独大”格局，开

创三大港区各有侧重、各货类平衡

发展的良好局面。在巩固秦皇岛港

煤炭运输主枢纽港地位的基础上，

加快发展集装箱和杂货运输业务，

促使其向着立足能源服务，集杂货、

油品、集装箱等综合运输为一体的

现代化港口转变；在曹妃甸港区，该

集团凭借矿石码头一期工程和二期

工程深水大港的优势，大力发展矿

石等杂货运输业务，完成吞吐量

6622万吨，使其成为国内重要的矿
石中转港；在黄骅港综合港区，8个
作业泊位实现良好运营，并有 2个
多用途泊位开通集装箱航线，当年

完成 10.2 万 TEU，向着现代化综合
性大港迈出了关键一步。

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港

口作为稀缺物流节点的作用日益重

要。该集团总经理李敏对集团港口

物流业发展有着清晰的思路。他认

为做大做强港口物流业务，实现由

港口装卸服务商向供应链服务商的

战略升级，是推进集团转型发展的

重要举措。

2012年，港口集团充分利用秦
皇岛能源大港的优势，依托秦皇岛

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影响力，以煤炭

物流为突破口，通过加强临港和陆

港物流园区以及铁路、公路、海运等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搭建现代

化电子交易和信息服务平台为支

撑，为客户提供集成化、全程式物流

服务方案，拓展了港口综合仓储、配

送、交易、加工、商贸等服务功能，成

为企业新的业务。一年来，该集团通

过组建物流事业部，统筹下属物流

企业，研发和管理物流业务，促进了

秦唐沧三港物流业务统筹发展，优

势互补。通过扩大海运煤炭交易市

场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影响力，

建设煤炭现货交易、产运需衔接、网

络融资和海运煤炭运价指数四大服

务平台，实现全年交易量 4016 万
吨，交易额达到 259亿元。通过开
展煤炭贸易、货物代理、仓储、运

输、配送、流通加工、煤炭产品定

制、标准煤产品、港口物流服务等

全过程煤炭供应链上的增值服务，

当年就实现收入 30.55 亿元，初尝
到煤炭物流产业链整合建设与创新

发展的成果。此外，该集团还通过

开发邯郸国际陆港物流园区项目、

加快推进曹妃甸煤炭二期 5000 万
吨煤炭码头施工等，为打造现代港

口物流体系、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奠

定了坚实基础。

碧海蓝天———
在转型发展中
建设绿色港口

碧波荡漾的港池，绿荫环绕的

厂区，百花争艳的道路，随处可见

的喷淋装置，高耸如屏的防尘铁网

……

这是河北港口集团重视和加强

环保工作的一个缩影、一个代名词，

它不仅向世人展示了建设绿色港口

的决心和魄力，更彰显了这个企业

对社会、对人民负责任的能力和水

平。

2012年，河北港口集团在调结
构、转方式、促发展过程中，高度重

视抓好节能环保工作。他们在全集

团牢固树立起“构筑绿色枢纽、共享

碧海蓝天”的环保理念，在谋划港口

发展过程中，注重节约使用岸线资

源，保护沿海生态环境；在港口建设

过程中，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严格执

行国家各项环境保护要求；在工程

设计、建设、验收时，把环保作为首

要项目，同步进行；在港口生产过程

中，坚持综合治理，确保污染物达标

排放，努力改善港区生态环境，实现

企业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在工作

实践中，该集团大力推进“蓝天”、

“碧水”、“绿地”和“节能减排”四大

工程（蓝天工程主要是指对煤尘、矿

粉的治理；碧水工程是指把渤海湾

保护好，打捞漂浮物，治理机舱、船

舱里面的污水，不准随便排放；绿地

工程是把港口绿化、美化；节能减排

工程是指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节能增

加效益），不断健全环境保护管理体

系，推行“一把手”负责制，强化现场

环境监督管理，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绿色生产，有效

落实“冲、洗、盖、喷、堵”（“冲”是指

即时冲洗码头、道路，保持港区整

洁；“洗”是指建设洗车池，让进出港

口的车辆洗干净车轮子再走；“盖”

是指给煤垛、矿石垛进行篷布苫盖

或喷洒结壳剂；“喷”是指采用洒水

喷淋尘；“堵”是指在煤炭作业现场

建设亚洲最大的防风网，堵住飘向

城市的煤尘，做到运煤不见尘，装矿

不见矿粉）等措施，促使集团三大港

区环境质量获得显著提升。据了解，

2012年，河北港口集团万元收入单
耗仅为 0.1130吨标煤/万元，同比下
降 11.5%；大气环境指标达到国家
（地方考核）标准，一级天数同比增

加 12.4%；海域海水水质各项指标
达到国家二类标准以上，二氧化硫

和粉尘减排等指标均优于目标值，

实现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的完美开

局。

在采访中，河北港口集团董事

长邢录珍坚定地表示：“2012 年，河
北港口集团取得了超出想象的好成

绩，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得

益于‘发展提升年’的强力推动，得

益于货主用户的真诚信赖与支持，

得益于集团上下牢固树立机遇意

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和忧患意

识，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奋勇拼搏，

为河北港口集团助力经济强省建设

增添了新动力”。

奋力前行———
提高发展质量效益
锐意进取谋突破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

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

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

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2013年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

“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

年。河北港口集团着眼于实现企业

永续发展之需要，立足于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明

确提出“着力深化改革、结构调整、

创新驱动和管理提升，推动各项工

作取得新突破”的思路。主要亮点汇

集于突出发展三大主业、加快重点

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企业管理科学

化等方面，河北港口集团以谋大事、

创大业的胸怀，向着实现工作大突

破、大跨越目标阔步前行。

突出发展三大主业，筑牢集团

发展基础。在港口生产方面，河北港

口集团将充分发挥秦唐沧三大港区

协调联动的布局优势，加大市场开

拓力度，依靠方便、快捷、经济的服

务赢得市场信赖，力争使秦皇岛港

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45万标箱，实现
曹妃甸煤炭二期工程按计划投产，

开通黄骅综合港区集装箱外贸航线

和内贸直航航线；在物流产业发展

上，该集团将借助发展煤炭、矿石、

集装箱等专业物流项目，建设区域

性环渤海煤炭交易中心，建立临港

产业园区、综合保税物流园区和区

域内陆港网络，强化资本运作功能，

培育企业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助力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在水上运输辅

助服务方面，该集团将进一步增强

港口工程、港口机械、港口地产和后

勤服务等业务的盈利能力，提升服

务功能，使其成为助推集团发展的

新动力。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增强集团

发展后劲。据了解，2013年，河北港
口集团将有包括黄骅综合港区 20
万吨级矿石码头、曹妃甸港区 5000
万吨煤炭码头、秦皇岛港西港搬迁

改造、环渤海煤炭交易中心等一批

重点项目投产或开工建设。抓好这

些项目的推进落实，不仅会增强集

团发展后劲，有利于促进集团发展

战略的实施，更会直接带动区域经

济大发展，是利港、利市、利民、利国

的大事。

全面加强企业管理，提升科学

发展水平。河北港口集团将组织开

展“安全生产年”活动，进一步优化

企业安全生产环境；通过采取加强

财务会计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

理、社会保险管理、信息化和科技创

新以及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等

措施，推动集团实现科学发展、可持

续发展。

据记者了解，1—2月份，港口完
成吞吐量 5883万吨，其中黄骅港综
合港区实现增幅 108.3%，为实现集
团首季生产开门红创造了有利条件。

盛德大业惠世报国———
建设“四商合一”
卓越港口集团

河北港口集团既是当今世界最

大的干散货港口运输企业，也是我

国重要的综合性、现代化港口企业。

作为沿海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资

源，港口未来发展始终是社会各界

关注的热门话题。

采访中，河北港口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邢录珍向记者详细介绍了

集团发展战略：“随着国家产业政

策、产业结构的调整，港口企业迫

切需要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第一家省域

港口集团，面对内外形势的变化，

我们紧紧抓住科学发展主题和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按照

‘以港为基、跨区经营、开放多元、

转型升级’的思路，积极实施‘走出

去’和‘引进来’的开放战略，着力

打造资本和信息服务两个平台，大

力发展港口经营、建设及配套服

务，港口物流，其他水上运输辅助

服务三大主业，努力构建港口经

营、物流服务、地产开发、投资

金融和综合服务五大板块，积极

开展港口主业、港口物流、港口

建设、港机制造、港口地产、港

口服务、资源开发和资本运作八

项业务，实现集团由世界最大散

货港口运输企业向码头运营商、

资源开发商、资本运营商和综合

物流服务商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

卓越集团公司转变。‘十二五’

末，集团总资产达到 600 亿元，
年营业收入 300 亿元，年利润总
额 20亿元，吞吐量达到 5亿吨”。

面对新的形势，河北港口集团

将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

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实现国际化发

展为方向，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经

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加快升级发展，

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型综合性卓

越港口集团，为省域经济和国民经

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盛德大业，惠世报国。

河北港口集团逆势增长

★吞吐量完成 3.49

亿吨，营业总收入首次突

破百亿元大关，达到

107.26亿元，实现利润总

额 14.16亿元，总收入和

利润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杂货吞吐量首次实

现超亿吨，黄骅港综合港

区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0

万标箱

★物流业务收入完成

30.55亿元，煤炭交易市场

实现交易额 259亿元

★承揽外部市场工程

项目突破亿元大关

这是一份令人瞩目的

成绩单，也是河北港口集

团 1.7 万名职工牢记嘱

托、不辱使命、团结一心、

奋勇拼搏，闯出来的一条

独具特色的科学发展、创

新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现代化的秦皇岛港煤炭码头

曹妃甸港区

黄骅港综合港区

营业总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杂货吞吐量首次超亿吨

闫军林丽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