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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群体系建设推动河北海洋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
王春蕊,彭建强
(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51)
摘摇 要:该文以港群体系建设为切入点,在对港群体系与海洋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空间上勾勒
出河北省港群体系与海洋经济互动发展的新格局。 从“ 区港联动冶 、“ 海陆统筹冶 、“ 内提外引冶 、“ 上下齐动冶 四个层
面,提出不断完善港群体系,提升服务功能,促进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港群体系;海洋经济;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摇 摇 文献标识码:A摇 摇 文章编号:1671-2404(2011) Z2-0069-05

摇 摇 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加快发展海
洋经济,是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
大战略部署。 港口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港
口较强运载能力能够为海洋经济活动提供便利。 利
用港口这一基础设施发展相关产业,并形成有效港
群连结体,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化泊位达到 44 个,设计通过能力达到 39 340 万吨 /

30 万 TEU。 货物吞吐量达到 6 亿吨。 这些港口区
位条件优越,功能日趋完善,作用越来越重要。

1. 2摇 河北省港群体系建设与发展定位
1. 2. 1摇 秦皇岛港

秦皇岛港是中国最大的煤炭下水港。 地处中国

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华北两大经济区域结合部,关内外各种运输方

1摇 河北省海洋经济发展与港群体系建设现

式汇集的交通枢纽和咽喉地带。 该港港阔水深、风

状

1. 1摇 河北省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平浪小、不冻不淤,自然条件优越;大秦、京秦、京山
铁路和京沈高速公路直通港口,交通十分便利。 其
发展主要集中在汤河口至西河口之间,是中国第三

河北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经济大省、海

大港口,中国最大的能源输出港,年吞吐能力超亿

洋大省,地处渤海湾京津冀都市圈中心地带,位于渤

吨,已发展成为以煤炭、原油输出为主的综合性国际

海西部,大陆岸线长 487km,岛屿岸线 199km。 据统
计,2010 年全省主要海洋产业产 值 达 到 548. 7 亿

元,是 2005 年的 2. 64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21. 4% ,
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
洋渔业、海洋盐业及盐化工等海洋支柱性产业快速
发展。 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5 年的 7:56:37 调
整到 2010 年的 4:54:42,第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河北已拥有秦皇

岛港、京唐港、曹妃甸港、黄骅港四大港区,形成了煤
炭、原油、铁矿石等一批大型专业化码头。 2010 年
底沿海港口货运生产性泊位达到 116 个,万吨级以
上泊位达到 97 个,煤炭、矿石、原油、集装箱等专业

港口。 多年来,秦皇岛港也带动了其滨海旅游业的
发展,秦皇岛的旅游服务设施及功能得以全面升级,
旅游产业体系日臻完备。 旅游业成为秦皇岛市经济
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重要比例,直
接和间接带动着 20 多个相关产业的投入和产出。

发展定位:秦皇岛港将以能源、原材料等大宗散

货和集装箱运输为主,立足能源运输服务,积极拓展
集装箱、散杂货等物资运输业务,大力发展临港工业
和物流业,向辐射华北、东北及蒙东地区的分拨中心
发展,建设成为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港口。
1. 2. 2摇 唐山港

唐山港是环渤海中部地区重要沿海港口之一,

包括京唐港区和曹妃甸港区。 其所依托的唐山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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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钢铁、煤炭、建材生产的重工业基地,也是河北
省经济实力最强市之一。
京唐港位于乐亭县南部沿海,唐山市东南 80 公

里处的唐山海港开发区境内,处于环渤海经济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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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带,由唐山、北京两市联合建设,是大北京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确定的沿海重要港口。 京
唐港不仅是北方大港,又是北京的出海口,现已开通

2摇 河北省以港群体系建设推动海洋经济发
展的路径

60 多个口岸的航线,通向世界的黄金水道。 其发展

摇 摇 港群体系是指以港口战略联盟为指导思想,以

综合运输和物流服务功能,成为集中发展唐山港支

力为目标,充分发挥港口群优势互补和资源互济的

线和内贸集装箱运输功能的重点港区;适合和满足

整合优势,促进港口群相互联合,形成地区协调有

唐山开发区内临港工业发展的需要;在唐山港煤炭

序、共促共进的港口体系,是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运输中发挥辅助作用,保持适度规模的煤炭下水运

的一种港口建设模式。 实践表明,在市场经济下,建

输功能以缓解短期内运能的不足。

立港群体系,发挥港口群作用,促进区域港口之间的

定位:重点发展腹地钢铁、建材、杂货等各类物资的

曹妃甸港位于唐山市滦南县南部海域,与京唐
港区相距 33 海里,距大陆岸线 18 公里。 “ 面向大海
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滩涂冶 的地质条件,使其成为整
个环渤海 1000 多公里海岸线唯一的天然深水港址,

产业聚集提升各个港口和整个港口群系统综合竞争

合作竞争,是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
是世界各国港口发展的共同道路。
2. 1摇 以“ 三区冶 互动完善港群功能

以区域分工为导向,充分发挥海洋经济区的带

30 多米深槽直通外海,是全国最大的多种泊位并存

动提升作用,推动秦皇岛海洋经济区、唐山海洋经济

的港口。 其发展定位:立足于冶金、石化、装备制造、

区和沧州海洋经济区的分工协作和对外开放,通过

能源、建材等大型临港集群服务,发展与之相适应的

“ 三大海洋经济区冶 协调互动,明确港区功能,优化

各种港口基础设施;利用深水岸线资源优势,发展原

港区产业结构。

油、铁矿石、LNG 等大型货运转运功能,弥补环渤海

秦皇岛港要依托秦皇岛经济区建设,以港口物

中部地区大型专业化深水转运码头的不足;依托能

流为龙头、陆路物流为支撑、以东西两翼空巷物流为

源运输干线,承担“ 北煤南运冶 的重要任务;满足腹

补充,加快实施“ 西港东迁冶 工程,优化岸线布局,完

地产业发展需求,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发展成为

善港口功能,促进港城互动,打造中国北方港口物流

国际货运集散支线港。

集散基地。 秦皇岛临港产业聚居区依托秦皇岛港和

1. 2. 3摇 黄骅港

山船重工,重点发展现代物流、先进装备制造和新能

黄骅港位于河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沧州市区

东约 90 公里的渤海之滨,始建于 1984 年,由煤炭港

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打造高端制造业。
唐山港要依托唐山海洋经济区建设,以曹妃甸

区、综合港区和河口港区 3 个港区组成。 是神府煤

港区、京唐港区建设为重点,加快矿石、煤炭、原油、

炭的出海口,是西煤外运的第二条大通道,是中国沿

成品油、液化天然气等大型能源、重要原材料接卸码

海地区重要港口,中国北方主要煤炭装船港之一。

头建设和专业化集装箱泊位、客滚码头建设,打造国

发展定位:以港口为基础平台,拓展综合运输、

际一流的现代化综合大港。

临港工业、物流等现代化港口功能,适时建设大型铁

黄骅港要依托沧州经济区、滨海新区建设为重

矿石码头和国际性集装箱码头,逐步发展成为多功

点,积极发展港口物流业,建设成为以能源、原材料、

能、综合性现代化港口。

集装箱运输为主,支持临海工业发展的区域性物流

尽管河北省已初步建立了港群体系,但由于港
口功能单一,缺少港口群整体规划,临港产业、物流
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造成港口资源使用效率偏

中心。
2. 2摇 以港群建设优化海洋运输业结构

河北省以 “ 港冶 兴 海, 不 断 优 化 海 洋 运 输 业 结

低,港群“ 合力效应冶 不明显。 当前,全省港口货物

构,发展壮大海洋经济。 具体实践上,要依托港群体

装卸以煤炭和铁矿石为主,其他货物占港口装卸总

系建设,不断推进海洋运输业提档升级,提高海洋运

量的比例不足 10% ,大多数地区的港口活动仍主要

输业服务水平。

局限于装卸、堆存等传统领域,临港产业、物流服务

壮大港口运输业。 三大港口应在能源运输的基

尚不发达,以港群体系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能力有

础上,大力发展集装箱、散杂货、原油、铁矿石运运

待提升。

输,提升港口运输能力。 支持港口运营商与船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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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货主、物流公司合作,加快推进海铁联运、海公联

便捷高速公路网络。 推进连接沿海区域与内陆之间

运业务和区域海运支线中转业务。 适应现代港口运

的高速客运铁路、大能力货运铁路体系建设。 重点

输发展趋势,组建一批规模化、现代化的港口运输骨

抓好京-唐-曹、承秦、环渤海( 曹妃甸-滨海新区-渤

干企业,积极发展近海和远洋运输。

海新区) 、渤海新区至沧州等城际铁路建设项目,推

提升港口物流业。 加快建设物流园、物流中心、

进津秦客运专线建设,谋划曹妃甸快速轨道交通,改

物流配送中国心等物流节点,大力发展仓储、金融、

造大秦、朔黄等既有铁路和唐山、秦皇岛、沧州、山海

报关及信息服务等配套设施服务业,提升港口物流

关铁路枢纽,畅通港口后方通道。 加快推进机场建

服务能力。 整合物流资源,组建大型骨干物流企业

设。 加快北戴河机场,提升机场服务水平,推进曹妃

集团,促进物流企业规模化、网络化、集约化发展。

甸民用机场和沧州渤海新区机场前期工作,完善现

组织实施物流与制造业联动实弹工程,建设物流公

有航线网络,努力开辟和培养新航线,打造环渤海地

共信息平台和大型标准化物流设施,逐步提升物流

区区域性支线航空网络。

企业的信息化、标准化、网络化水平。

3摇 总结与政策建议

大力发展海洋现代服务业。 加快发展港口现代
物流、服务外包、中介服务等现代海洋服务业。 加快

港群体系建设与发展涉及多个部门、单位和企

物流园区建设,推进港口物流标准化、信息化,逐步

业,必须加强组织领导,统一协调,形成管理合力,才

发展电子交易、期货交易。 完善海洋金融保险业,创

能不断优化港群体系,形成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持

新金融保险工具,改进服务方式拓宽涉海企业融资

久动力。

渠道。 建立健全海关、检验检疫、税务、金融、交通运

3. 1摇 “ 区港联动冶 ,提升港口综合竞争力

输、工商管理等部门的公共管理与信息共享服务平

“ 区港联动冶 是指整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和港

台,扶持发展涉海咨询、涉海会展、涉海广告、海洋气

区的区位优势,在保税区和港区之间开辟直通道,将

象、海事服务业,提高海洋信息综合服务水平。

物流仓储的服务环节,移到口岸环节,拓展港区功

此外,应积极创新旅游产品,促进港口旅游业发

能,实现口岸增值,推动转口贸易及物流业务发展。

展。 依托新区建设,重点打造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

“ 区港联动冶 是实现保税区经济和港口经济共同发

的临港工业游,提升港口的经济效益和景观效益。

展内生的客观要求,是一种联系紧密的区域经济安

2. 3摇 以港口资源整合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排。 “ 区港联动冶 已经成为国内临港经济发展的新

输枢纽港地位,抓好结构调整和西港东迁,积极发展

个保税区,以及上海、大连、天津、张家港等 8 个保税

提升港口运载能力。 秦皇岛港巩固全国能源运

集装箱、杂货运输和旅游客运,加快锚地扩容和 15

模式,目前中国只有上海浦东、天津和大连大窑湾三
物流园区。 这两种开放载体需要具备较高的条件,

万吨级航道建设。 唐山港统筹规划曹妃甸港区和京

当前河北省处于有港无“ 区冶 的尴尬处境。 河北应

唐港区建设,实施启动丰南港东建设。 曹妃甸港区

努力创造条件,在曹妃甸港区、物流园区建设和保税

重点实施煤炭、矿石、液化天然气、原油、成品油等大

区设立完成后,应积极申请设立保税物流园区和保

型专业码头扩建工程。 京唐港加快煤炭码头功能调

税港区,同等享受外贸集装箱转运、启运港退税、离

整,重点实施专业化矿石、专业化集装箱、液体化工、

岸金融、保税交割、汽车整车进口等特许政策,切实

通用杂货泊位建设,搞好 20 万吨级航道疏浚工作。

优化口岸服务,集聚更多的优质港航物流资源,不断

黄骅港着力推进二期工程扩建,重点实施专业化矿

提升港口竞争力。

石、集装箱、原油、成品油、煤炭液体化工机通用散杂

3. 2摇 “ 海陆统筹冶 ,构建沿海与内陆互动发展新格

货码头等工程。
完善交通网络布局。 抓好沿海区域与内陆腹地
之间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设,重点实施邯港、石港、迁

局

摇 摇 港口是连接海洋和陆地的结点,港口经济是海

洋经济的龙头。 港口要成为内陆地区乃至更广阔腹

曹、承秦等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继续推进沿海高速沧

地东出海洋的方向标,必须展示出其对腹地外向型

州段、京沪高速沧鲁段、沿海高速秦皇岛机场支线等

经济和经贸商路变迁的强大吸引力。 河北省海洋经

续建项目,形成港口与腹地、沿海与内陆之间的高效

济要加快发展、做大做强,最重要的是要放大港口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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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提高港口配置资源能力和港航服务能力,强化港

渤海的独特区位优势,依据属地管辖原则,将京唐港

口对海洋经济的带动辐射功能。 “ 海陆统筹冶 从省

纳入河北港务集团,搞好京冀产业协作与分工,统筹

域空间角度将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与山前发展带、

规划唐山曹妃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积极展开与天

平原发展带相衔接、相协调,形成沿海与内陆腹地的

津滨海新区的优势互补合作,协同发展,共同构建

互动供应的空间新布局。

“ 大滨海新区冶 ,形成唐山曹妃甸新区钢铁,天津滨

目前,河北省在港口生产规模和大宗货物交易

海新区石化、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沧州渤海新区

平台建设方面取得了先发优势,属于大进大出的运

煤炭能源的大格局,共同构造区域海洋经济联合体,

输枢纽港。 应围绕“ 加快打造国际强港冶 目标,扎实

打造沿海地区新增长极,提升海洋经济发展实力。

推进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向贸易物流港转

3. 4摇 “ 上下齐动冶 ,创新海洋经济运行管理机制

型。 “ 统筹冶 的关键在于港口职能的转变,由单一的

建立统一的经济运行管理协调机制。 一是建立

煤炭转运港向综合大港的升级改造。 只有实现海陆

资源统筹规划机制,对区域内的土地资源、水资源、

统筹,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沿海与内陆腹地紧密

矿产资源等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合

的经济联系,形成沿海地区、山前发展带、平原发展

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整体利用效率;二是建立统一

带的三带互动共赢格局。 因此,应充分发挥港群体

的产业规划与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依托港区区位优

系的产业聚集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从空间上实现

势,重点在重化工业领域实现整体协作开发,合理规

省域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 一是增强港口辐射力,

划各市在重工业发展领域、产品方向,尤其是石油化

加快推进重大水运工程和集疏运网络建设,不断加

工、煤化工、重型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形成区

强沿海与腹地的经济互动;二是拉长物流产业链,加

域性分工与合作机制,加快钢铁、电力等适合临港噶

快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大宗散货储运基地和交

站的产业向沿海地区转移;三是探索建立合理的投

割仓,引进培育一批龙头型物流集团,积极开展进口

资管理机制和区域共同发展基金,成了具有一定经

业务,大力发展流通加工、分拨配送、国际采购、转口

济拗口能力和投资管理能力的协调机构,以提高资

贸易等商贸型、增值型物流,打造具有超大规模和鲜

金利用效率。

明特色的进口市场产业群;三是依托陆海空交通枢

建立沿海区域政府间合作与联动机制。 一是建

纽,建立“ 海岸群———口岸群———物流基地群冶 联盟

立沿海各市政府协商机制,由各市党政负责人和党

体系。 在内陆腹地选择较大的物流基地,通过制定

政职能部门定期开展高层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区域

优惠政策,鼓励港口物流企业与内陆腹地口岸企业、

内产业协作、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环境保护、公共安

物流园区、大型集贸市场物流企业组建企业联盟引

全、能源和资源供应等区域公共问题;建立沿海各市

导企业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和企业联盟物流价格机

政府合作日常办公制度,加强本地区有关部门的沟

制,从而吸纳内陆腹地物流节点成为面向港口的引

通与联系,掌握推进区域合作情况,研究提出加快区

力节点,最终形成以海港为龙头的港群物流群联盟。

域合作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三是创办年度性合作论

3. 3摇 “ 内提外引冶 ,打造新型区域海洋经济联合体

坛,以政府名义创办海洋经济发展论坛和商贸洽谈

河北省要发展海洋经济,不仅要依靠自身力量,

会,曾强与省内外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对话与联

提升自身经济实力,还应在一个更广大的区域内加

系,为政府、企业和专家学者等各界提供共商经济与

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吸引国内外先进技术

社会诸多领域高层对话和探讨的交流平台。

和资本的注入,增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 河北港口

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协调与合作机制。 海洋经济

区位条件优越,应依照资源禀赋特征,发挥分工合作

区域合作发展除需要靠政府作用外,还需要积极发

作用,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确立自身的比较优势,在

挥政府以外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等非政府组织的作

合作中寻求共赢。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河北

用,建立以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为主导的包括企业和

不仅要继续加强与国内省市和周边国家、地区渔业

社会中间组织等多层次参与的区域发展协商与协调

生产、贸易、资源环境方面的合作,同时也要大力发

机制,实现资金、人才、技术、能源、信息等生产要素

展其它海洋产业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发展区域性海

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为海洋经济发展

洋产业体系。 在未来发展中,应充分利用环京津、环

不断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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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ute Analysis on the Oceanic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bei Province Driven by the Construction of Harbor Group System
Wang Chunrui, Peng Jianqiang
( Hebei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Shijiazhuan Heibei Province050051,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economy, the oceanic economy has been lead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laying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bor group system, the authors map out a
new spatial structure for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ic economy and harbor group system in Hebei Prov鄄

ince, and raise the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to improve the harbor group system, upgrade its service function, as
well as boost the sound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ic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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