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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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多元化发展战略
青岛港打造特色智慧经济

“史上最严限超载令”
掀行业改革新风

本报记者 贺璐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青岛邮轮母港出入境总人数达到
6155 人，其中成功完成“钻石辉煌号”邮轮 4 个航次的母港接待
任务，
单日接待游客超过 4000 人，
较去年同比增长 43%。
青岛港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全球第七大港、中国第
二大外贸口岸，青岛邮轮母港位于风景秀丽、交通便捷的青岛
市中心。自转型以来，青岛港老港区大力发展邮轮经济，目前
共建有 3 个邮轮专用泊位，岸线总长度 966 米，设计最高通关能
力每小时 3000—4000 人次，规划年游客吞吐量可达 150 万人
次。
近年来，世界经济低迷，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外贸出口
增长疲软，整个港口行业增速放缓。面临严峻形势，青岛港未
雨绸缪，
通过发展智慧经济，
实现了逆势上涨。

集装箱吞吐量增速居全国第 2 位
据青港国际 2016 年中报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青港
国际上半年实现营收 41.2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7%；净利
润 1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4%，除去日青集装箱股权收益
影响，同比增长则高达 23.5%。今年上半年，青岛港完成货物总
吞吐量 2.21 亿吨，
同比增长 6.1%，
高于行业平均增速。
青岛港立足于发展一种以港口为中心，港口城市为载体，
综合运输体系为动脉，港口相关产业为支撑，海陆腹地为依托
的开放型经济。
数据显示，1—7 月份，青岛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3 亿吨，同比
增长 1.41%，居全国第 5 位，增速居全国前七大沿海港口第 3 位；
完成外贸吞吐量 2.04 亿吨，同比增长 4.07%，居全国第 3 位，增
速居全国前七大沿海港口第 3 位；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045.04 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 3.85%，居全国第 4 位，增速居全国前七大沿
海港口第 2 位。
有消息称，2016 年上半年，公司合营企业青岛前湾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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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实现合并营收约为 15.96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约 4%；合并营业利润约为 10.9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89%；合并利润总额为 10.8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44%；
合并净利润约为 8.3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2%，其中归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 8.21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2.98%。
青岛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能够一展其作为港口货物吞

引起物流企业成本上涨

吐量全国第七、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七的风采，得益于它多元
化的发展战略和智慧经济的布局。

见习记者 贺璐

近 日 ，交 通 运 输
部、工信部等五部
门共同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
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
意见》，并对治超工作做
出全面部署。随后，由
交通运输部最新修订的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
路管理规定》也正式印
发实施，指出超限规定
具体依据国家之前制定
的标准执行。业内人士
认为，上述两文件的制
定标志着我国对货运车
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的
治理进入新的全面大规
模整治阶段。
相关业内人士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新政的出台
会给整个物流行业带来
诸多方面变革，同时在
一定程度上会引起货运
企业物流成本上升。货
运新政目前处于逐步过
渡完善阶段，现阶段主
要解决的问题是超重，
尺寸超限问题不是当前
解决要点。同时要看到
的是，货运新政的完善，
有利于使行业价格和市
场与成本之间形成正确
逻辑关系，推动整个货
运行业长久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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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企业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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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新业态打造特色智慧经济
近年来，邮轮产业市场规模发展迅速，亚洲将逐渐成为邮
轮中心。根据国际邮轮协会（CLIA）的数据显示，预计 2020 年
全球邮轮旅客将达到 3000 万人，其中亚洲邮轮市场的年增长
率平均达 8%至 9%，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 7%，邮轮市场的重心
正逐渐由欧美转移至亚洲地区。
青岛港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邮轮经济。为了进一步打造邮
轮母港高端服务品牌，青岛港先后推出“零散验放、快速通关”、
“四位一体”查验工作法等邮轮作业通关新模式，成功实现七次
三船同靠、一天靠四船，每次邮轮作业都保证在 1.5 小时内完
成，优质的服务、快速的通关模式赢得了邮轮公司、旅行社的高
度赞誉。
青岛港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 2015 年开港以来，青岛港
共运营 108 个邮轮母港航次、接待邮轮旅客 9.7 万人次，成为国
内邮轮母港开港首年靠泊邮轮最多的港口。

规范行业 重新洗牌

为了进一步提升邮轮旅游的品质，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客运
中心还为旅客提供进出关快速联检、铁路与航空客票代理、货

超载超限是多年来物流行业发

车型需求将向中、小车型转变。受供

展顽疾，在诱发大量道路安全事故，

求关系影响，同车型运价上升，且此

损坏公路基础设施，造成汽车生产厂

次运价涨幅可能超过 20%，而运输常

家竞相生产“大吨小标”车的同时，导

用车型的涨幅可能更高。

致货运市场恶性竞争不断。此次交

同时 ，多层的转包比例将下降 ，

“甩手掌柜类”的物流公司将受影响
最大。
恽绵告诉记者，新政出台后，公路
货运市场将逐步趋向于科学合理，原
来通过不断的超限超载进行的恶性竞

通运输部进一步明确公路运输管理

吃差价转包的物流公司将面临业务

争将逐步被遏制。之前以个体户为主

规定，不仅对超限超载货运司机进行

减少、利益下降的双降压力，且部分

体的干线运输户，由于超载超限的优

罚款，还把车厂、公安交通管理等有

可能退出江湖。受运价的影响物流

势将有所降低，将出现逐步规模化趋

关部门纳入监督范围，再次掀起了行

公 司 势 必 向 甲 方 涨 价 、承 运 司 机 降

势；原来一直被诟病的公路三乱将能

业整改新风，也是积极响应国家“降

价。而承运司机因个体化的原因，单

够有效地避免和制止；政府的管理模

本增效”要求的重要举措。

车价格降幅有限，只能消化掉因重量

式和决策机制将更为科学有效。

共 生 物 流 平 台 COO 刘 春 生 认

下降而带来的油费，过桥过路费的下

此外 ，相关业内人士指出 ，物流

为，货运新政对物流行业造成诸多方

降部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甲方相

产业链上依托公路运输的上下游行

面 影 响 ，运 输 方 式 将 产 生 结 构 性 调

对强势，只能消除部分压力，最后压

业也将随之受到影响。据卡车之家

整。公路运输货源将有一部分转向

力在物流公司。最有效办法是通过

网 站 发 布 的 消 息 称 ，煤 炭 、棉 纺 、化

铁运、江海运及多式联运。公路运输

降低分包的次数来承压，每减少一层

肥、石料等行业运输成本均上涨 30%

车型配比也将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大

的外包将新增 10%左右的空间，所以

左右。

币兑换、旅游度假产品销售等全方位便捷服务。同时，免税品
店、便利店、咖啡店、餐饮店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也为到港停留的
旅客提供了全方位的增值服务。
这位负责人表示，未来在旅游业务销售、服务、推广等工作
中，青岛港将持续强化邮轮母港的影响力和邮轮旅行的知名
度，
从而进一步深化邮轮母港“邮轮+旅游”的新业态发展，
这将
成为青岛港智慧经济的又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该港保持港口
行业的竞争力和创新活力方面，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发展智能经济和“邮轮+旅游”经济，增强港口创新活
力与集港效率。

未雨绸缪 多元化发展战略
据介绍，2016 年青岛港将继续全力推进港口装卸、现代物
流、资本运营、邮轮经济和港航服务“五大板块”建设，实行金
融、互联网、国际化“三大战略”，并积极拓展新业态，完善现代
物流产业链，做强临港产业，扩大金融服务门类，保持公司持续
稳健发展。
在金融战略方面，发挥港口作为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中心

新政有待完善细化

的优势，
深化产业金融结合，
提升公司金融服务和盈利能力。
在互联网战略方面，
深化互联网技术与码头装卸操作、
港口
物流、
内控管理等深层次融合，
建设智慧港口，
并加快建设码头智
相关规定，国产的牵引车鞍座高度在

新政中规定“车货总质量超过《超

大板车和集装箱的规定。按照规定，

新政中饱受争议的是关于 17.5 米

1300—1400 毫 米 之 间 ，挂 车 高 度 在

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的限

到试运行条件。同时，
推动其他码头生产管理系统信息化升级，

17.5 米大板车只做大件运输，不能拉

1535—1640 毫米之间。这就会造成货

定标准，但未超过 1000 千克的，进行警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加快物流电商网络服务系统建设，
进一步

散货；关于集装箱则规定，车货总高度

车在运输集装箱时实际高度合计大于

告；超过 1000 千克的，每超 1000 千克

加快推动物流服务由线下转为线上，
方便客户，
创造价值。

从地面算起不得超过 4 米，车货总宽度

新政规定的 4200 毫米上限，在现行体

罚款 500 元，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

不得超过 2.55 米，车货总长度不得超

制下，大多数集装箱运输车辆只要一

有前款所列多项违法行为的，相应违

国内外大船公司、国际码头运营商等战略合作伙伴，优势互补，

过 18.1 米。

上路便要被处罚。

能操作系统。力争两个世界一流的自动化集装箱泊位，
今年底达

在国际化战略方面，抓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机遇，联手

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应当累计，但累计

拓展海外发展空间。一方面，加强信息、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交

恽绵认为，
新政中对于标准的解释

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有

流沟通。另一方面，稳妥推进管理和资本输出，寻求并实施在

17.5 米大板应该被治理，作为特种运

和说明需要更细致的说法。例如超过

业内专家对此认为，货运市场不规范

海外开展港口码头、物流园区等项目投资和运营管理。

输车辆拉普货确实不合理，但在治理

强制标准的集装箱货车怎么办？同时，

的深层次原因是运价不统一。运价长

上不能一刀切。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

GB1589 规定的是车板高，集装箱不是

期偏低，使货车司机竞相通过压低价

货运车司机遵守行业新规的决心。

一位货运车司机在网络上表示，

车的一部分，
如果集装箱的车上装载了

格“多拉快跑”提高收入。若运输行业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国内普遍使

不能分解的货物，在超高时应如何执

能形成完善的运价标准，则有助于货

用的国际标准集装箱为 40 英尺 IAAA

行？这些问题不能纠结于标准本身，
在

运新政达到理想效果，运输行业将迎

型高箱，箱体高度为 2896 毫米。按照

下一步细则中应该说明此类问题。

来安全有序的春天。

在现代物流方面，打造全程物流产业链，整合上下游资源，
降低物流成本。
在临港产业方面，吸引众多公司入驻，不仅降低了入驻商
家生产成本，
也壮大了港口实力。
在金融服务方面，扩大金融服务门类，做大金融板块，搭建
“银港通贸易融资信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