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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全球港口生产形势评述 

1.1 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分析 

2022 年二季度，受全球疫情与地缘政治冲突的持续影响，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高，而各

国在通胀压力下逐渐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致使全球经贸复苏势头进一步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7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估，2022 年全球经济增速再次下降 0.4 个百分点至 3.2%，远低

于 2021 年 6.1%的经济增速。从货源流向上看，由于欧洲对能源与粮食危机的担忧，大幅增加了粮食

与能源进口贸易规模，使北美与澳洲地区大宗商品的出口贸易维持增长，而更多新兴经济为主的亚洲、

南美和非洲地区则油矿煤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提升，降低了进口需求，港口总体处于负增长区间。

在此影响下,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总体处于增长“停滞”状态。 

图 1-1  2022 年二季度全球各大洲部分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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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亚洲港口吞吐量分析 

二季度，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受疫情与国际局势影响持续加深，全球产业回流与近邻化特征，使

得亚洲制造业原材料进口与产成品出口都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尤其是是能源、粮食价格提升，导致亚

洲国家大宗商品进口规模出现下滑；相较之下，产成品出口略好于原材料进口。 

东亚港口生产形势普遍下跌 

中国大陆港口陷入负增长。二季度，中国长三角

地区疫情影响严重，上海等超大型城市不得不实

施居家办公等管制措施；4-6 月国内生产总值

（GDP）同比仅增 0.4%。虽然国家及时出台租金

减免、低息贷款、税费优惠等扶持政策，但工业

制造、地产投资、消费零售等产业依然面临严峻

挑战，进出口贸易活动也大幅减少。在此环境下，

中国大陆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下跌 2.9%，内外贸

均保持 3%左右的跌幅；其中进口煤炭、油品等能

源产品因国际价格攀升而出现大幅回落。 

韩国港口跌幅扩大。二季度，受全球经济增速放

缓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提升影响，韩国制造

业受到较大幅度冲击，一方面油品、矿石等原材

料的进口规模缩减；另一方面，钢铁、石化、汽

车等主要商品出口需求也有所减少；加之疫情期

间中国外贸需求降低，影响韩国港口中转贸易增

长。总体看，今年二季度韩国港口实现货物吞吐

量 3.74 亿吨，同比下跌 4.4%。 

 

东南亚港口吞吐量持续下跌

二季度，东南亚除丹戎不碌、望加锡、勿拉湾等

个别港口外，大部分港口都处于下跌区间。尽管

多项自由贸易协定助力东南亚产业发展，但在亚

洲新冠疫情与欧美通货紧缩政策影响下，本地经

济与国际贸易的增长均显乏力。其中，新加坡因

油品贸易航线调整，以及欧洲商品进口需求回落

导致吞吐量持续下跌，菲律宾、印尼等国多数港

口同样表现不佳。 

图 1-3  韩国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韩国港航物流信息系统，SISI 整理。 

图 1-4  东南亚部分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2 中国大陆港口货物吞吐量季度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SISI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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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港口增速回升 

二季度，在全球经贸略显不景气的环境下，南亚

国家凭借自身较为强劲的建设与消费需求，持续

加大能源物资以及工业设备和电子产品 的贸易；

同时也积极扩大铁矿石等出口贸易规模，使港口

均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具体来看，2022年二季

度印度全国港口评价增速达到 9.6%，远高于周边

港口，其中尼赫鲁、巴拉迪布等港口增幅更是达

到两位数。 

1.1.2 欧洲港口吞吐量分析 

二季度，欧洲尽管饱受区域经济下行压力，通胀持续高位，但受“俄乌冲突”导致下半年可能出现的

能源和粮食危机影响，不断加强煤炭、油品、粮食的进口贸易，相关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与国际价格都

因此发生改变。同时，东欧地区由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使得吞吐量增长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西欧港口保持小幅增长。二季度，欧洲对俄采取的制裁措施已同样反馈到欧洲自身经济的发展中，西

欧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因天然气供应等问题，逐渐加大在全球范围内的能源采购，海运贸易也由此受

益。同时，在钢铁、木材、胶合板、蔬果，以及机械设备等重型货运贸易的推动下，鹿特丹、安特卫

普-布鲁日等大港均维持了良好涨幅；仅汉堡港因基建需求回落与有色金属等原材料进口规模减少，

而导致吞吐量出现下跌。 

南欧港口增幅再度扩大。二季度，南欧地区一方面同样加强了进口贸易规模，同时也受益于至欧洲内

陆转运网络的建设，许多货主与班轮公司都选择将货物在南欧港口进行中转，使南欧港口总体增幅略

大于西欧，其中巴塞罗那港同比增幅已接近 10%。 

东欧港口货量持续下跌。“俄乌冲突”与欧美制裁不仅使大量跨国企业推出东欧市场，部分地区的航

线封锁与国际班轮公司取消对圣彼得堡等港口的挂靠，使得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小麦等多种商品出

口受阻，东欧港口吞吐量面临小幅下滑。 

 

 

 

 

 

 

 

图 1-5  印度部分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6  欧洲部分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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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澳洲港口吞吐量分析 

二季度，澳洲港口总体维持小幅增长，其中最大

港口黑德兰延续一季度“零增长”态势，紧随其

后的纽卡斯尔、墨尔本、海波因特等港口则受发

展中国家煤矿需求下降，以及欧洲能源进口规模

提升双重影响，涨跌互现。加之，新冠疫情与猴

痘传染病对矿山企业劳动力与开发进度的限制，

澳洲港口总体贸易规模仅维持 1%左右小幅增长；

但随着煤矿国际价格持续走高，澳洲国家贸易顺

差不断扩大。 

1.1.4 美洲港口吞吐量分析 

北美港口吞吐量逆势上涨。尽管当前国际局势对全球能源与粮食供应带来巨大压力，但北美港口在强

劲的原材料出口贸易和进口商品贸易推动下，在全球处于领涨地位。具体港口中，除了西雅图-塔科

马、波特兰等少数港口因工会谈判等因素下跌外，其他港口均处于上涨状态；蒙特利尔、拉萨罗卡德

纳勒、阿卡斯、塞德罗斯、哈利法克斯等众多港口的涨幅超两位数。北美不仅大量出口油品、液化天

然气、页岩气等能源物资，南路易斯安那等主要粮食贸易口岸也保持较强的增速；同时，长滩、弗吉

尼亚等港口依然维持增长的商品贸易需求。 

 

 

 

 

 

 

 

 

图 1-7  澳洲部分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8  北美部分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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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港口涨跌互现。二季度，巴西等国因“俄乌

冲突”下国际贸易流向转变，出口贸易供应链也

受到小幅冲击。随着欧美对俄实施贸易制裁，中

国与印度逐渐成为俄罗斯油品和粮食的主要销售

市场，导致巴西对中印两国的油品、铁矿石和大

豆等出口贸易大幅下降，继而使巴西出口转向欧

美国家。在此环境下，二季度巴西港口总体维持

4%左右的小幅下跌，但其最大港口桑托斯由于部

分长期贸易协议，依然保持 2.3%的平稳增长。 

 

1.1.5 非洲港口吞吐量分析 

二季度，非洲洪水等自然灾害不断，同时多轮限

电措施也严重挫伤南非等国经济发展。虽然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利好非洲原材料出口市场，

但自然灾害与能源不足限制非洲物流运输能力，

而来自俄乌等国的小麦、玉米和化肥也受到影响，

使非洲贸易与港口吞吐量普遍下跌。其中，理查

德湾港同比下跌 7.3%，萨尔达尼亚湾跌幅更是达

到 9.9%，目前南非正计划在萨尔达尼亚湾开发一

个新码头，以满足石油与天然气的运输需求。 

1.1.6 全球前 20 港口排名 

表 1-1  2022 年二季度全球前 20 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排名 港口名称 
2022二季度 

（万吨） 
同比增长 排名 港口名称 

2022二季度 

（万吨） 
同比增长 

1 宁波舟山 33730  2.8% 11 鹿特丹 11991  3.0% 

2 唐山 18650  4.2% 12 烟台 11625  8.4% 

3 青岛 16965  2.8% 13 釜山 10865  -4.2% 

4 广州 16162  -1.9% 14 北部湾 9547  4.9% 

5 上海 15087  -9.0% 15 泰州 9124  3.3% 

6 天津 14757  3.2% 16 江阴 8917  9.3% 

7 苏州 14732  1.6% 17 大连 7807  -3.8% 

8 黑德兰 14507  0.0% 18 黄骅 7723  -3.4% 

9 新加坡 14254  -5.2% 19 安特卫普-布鲁日* 7703  1.4% 

10 日照 13953  5.8% 20 南通 7204  -6.5% 

数据来源：各大港口官方网站。注：*欧洲安特卫普与泽布鲁日港于 2022 年 4 月合并，根据公布数据估算。 

图 1-10  非洲部分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南非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9  南美部分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SISI 整理。 

图 1-2 中国大陆港口货物吞吐量季度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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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在全球经贸下行压力下，前 20 大港口以 0.8%的增速勉强保持正向增长，略好于所有样本港

口 1.8%的跌幅，但与一季度 2.8%的增速相比仍略显不景气。其中，榜单末尾的韩国光阳港，因欧洲

比利时安特卫普与泽布鲁日港合并而被挤出排名；中国港口因煤矿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导致

进口量缩减，使港口总体增长动力也略显不足，上海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管制措施导致二季度出现

9%的负增长；同时，新加坡受欧亚航线贸易量下降，其港口中转规模也持续处于下跌过程；具有太平

洋航线中转功能的釜山港也录得负增长。而黑德兰作为资源型港口，则在国际供需网络调整中处于“零

增长”的相对停滞状态。此外，榜单中，还有苏州、泰州、江阴、南通等中国内河港口，以平均 2%

左右的增幅巩固其前 20大港地位。 

1.2 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分析 

二季度，全球集装箱海运市场总体略好于大宗商品贸易，虽然供应链“近邻化”、通货紧缩政策与疫

情管控措施对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生较强冲击，但欧美市场出于补库存和扩大消费等考虑，

依然加大对进口商品的贸易规模。同时，叠加传统集装箱海运市场的旺季需求，样本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总体保持了 1.8%的平稳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 6月发布《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二季度全球货物

贸易景气指数提升至 100.0 点，仅略好于一季度的 98.7 点，其中出口订单指数和集装箱海运指数分

别为 100.1点和 103.2点，基本符合小幅增长的发展趋势。此外，根据上海航运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

二季度全球主干航线准班轮依然较低，综合准班率仅为 30.2%；船舶平均在港和在泊时间分别到达 2.7

天和 1.7天。在此环境下，全球样本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总体处于小幅上涨。 

图 1-11  2022 年二季度全球各大洲部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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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亚洲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分析 

东亚港口持续低速增长 

中国大陆港口增速有所回升。二季度，中国部分

城市虽面临防疫管控措施限制，但在一系列免租、

降息、补贴等政策支持下国内制造产业总体维持

向好态势，长三角等外向型产业集聚区逐步复产，

于 5-6 月开始稳步回升。二季度，中国外贸箱量

在国际消费需求刺激下，展现出相对较强的韧性，

增速远好于内贸集装箱，特别是医药制造和电子

设备出口强劲，此外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大型零售

商进口需求激增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中国香港港口止跌企稳。二季度，香港从疫情阴

霾逐渐缓和，虽然经济、投资和贸易表现依然不

佳，但港口与城市物流基本恢复，消费市场需求

逐渐增加，港口贸易较一季度有明显增长。其中，

香港至美国的出口货物同比增长 3%以上。相较之

下，中国台湾地区港口持续阴跌，除基隆港延续

一季度保持小幅增长态势外，高雄、台中、台北

等港口箱量，因欧美市场采购订单减少，而持续

收窄，主要体现在机械设备与塑料/橡胶行业。 

 

 

韩国港口集装箱量持续下跌。二季度，韩国港口

超过 2.5 万名物流司机因薪资问题导致集体无限

期罢工，使韩国港口 6 月份出现严重拥堵；并试

图阻止相关原材料进入半导体和石化工厂，妨碍

集装箱运输，从而造成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进一步

下滑。同时，由于中国部分城市疫情影响而减少

经韩国港口中转的集装箱货量，一定程度上也抑

制了韩国港口集装箱量增长，主要表现在半导体

制造、无线通信和海洋渔业领域的进口量下降。 

图 1-12  中国大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SISI 整理。 

 

图 1-14  韩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韩国航运和港口物流信息系统，SISI 整理。 

图 1-13  香港与台湾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香港海事处，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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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港口跌幅收窄 

泰国港口维持小幅增长。二季度东南亚各国对疫

情已采取相对宽松的防范措施，并积极鼓励工厂

生产制造，同时也大力推动林查班港第三期项目

开发，以提升港口通过能力。受此影响，港口农

产品、新鲜水果、糖类、加工海鲜、宠物食品、

橡胶手套等货类出口均有明显增加；其中，林查

班港继续维持 4%左右的同比增速；而曼谷录得

14.2%的较大跌幅。 

 

新加坡港箱量跌幅收窄。二季度，新加坡港虽因

中转箱量回落而持续下跌，但 1.0%的跌幅较一季

度有明显收窄，且 6月已逐渐止跌恢复增长态势。

二季度，新加坡受集成电路、测量仪器等货类出

口量增长推动，使其对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出口

贸易增长了 20%以上；而对中国台湾的集成电路零

配件和专用机械的贸易量也保持了 30%以上的增

幅。但总体上受国际经贸环境影响，未来增长动

力依然略显不足。 

 

南亚港口增幅稳步扩大。迪拜因油品国际价格提

升，使外贸收益迎来较大增长，受此影响积极扩

大进口消费市场，带动港口集装箱贸易规模稳步

扩大；同时，迪拜政府也积极与沙特等国商会合

作促进相互投资与贸易。印度同样是国际经贸环

境不景气下港口贸易表现亮眼的国家，除了矿石、

煤炭、油品等能源进口持续高位外，以集装箱贸

易为主的工业制品和消费商品进口力度也未曾减

弱，主要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贸易持续提升。 

1.2.2 欧洲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分析 

二季度，欧洲港口具有较强的进口贸易动力，但由于通胀压力持续扩大，使得产业工人的消极怠工意

愿愈发强烈，6月安特卫普-布鲁日、汉堡等港口相继出现罢工趋势，而后英国港口也爆发大规模罢工，

使集装箱在港口滞留、船舶塞港情况严重。由于临近 6月底，因此对二季度港口箱量未造成严重影响。 

图 1-15  泰国部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泰国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7  西亚和南亚部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DP World、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6  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新加坡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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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美洲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分析 

二季度，美洲港口集装箱贸易增长强劲，由于预判美西港口工人罢工危机，班轮公司提前将航线转移

至美东港口，保障了美洲货物的正常进出，纽约/新泽西、休斯顿、弗吉尼亚等美东涨幅均超 10%。洛

杉矶等美西港口虽仍有船舶滞港情况，但较去年已有明显缓解，而后方物流车辆与铁路运力仍有所欠

缺，导致洛杉矶港、西北海港联盟分别出现 3.7%和 7.4%的跌幅。同时，美国政府随时关注港口拥堵

与罢工的可能性，对潜在影响港口生产的因素均采取及时干预的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美国

港口的平稳运营。从集装箱货种结构看，钢材、食品进口与谷物出口量均有较大涨幅。 

 

 

 

 

 

 

 

 

1.2.4 全球前 20 集装箱港口排名 

二季度，全球前 20大集装箱枢纽港总箱量增幅仅 1.3%，尚不及样本港口 1.8%的同比增幅，可见在全

球经贸格局不稳定以及疫情风波犹在的环境下，枢纽港口表现或不及中小型门户港。具体来看，前 20 

大集装箱港口排名变化较大。首先，宁波舟山港以 8.7%的增速超越新加坡，晋级第二位；釜山港则因

罢工事件影响导致箱量下跌，排名不断后移；欧洲鹿特丹港虽面临近 7%的跌幅，但因港口基数较大而

保持了前 10 位席次；同属欧洲的安特卫普港则因整合泽布鲁日港，而勉强保持增长，跻身第 12 位；

此外，纽约/新泽西港受益于美西港口罢工和拥堵预期，导致国际航线转移至美东港口，以超 10%的增

速，上升 1名至第 18位。 

图 1-18  欧洲部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图 1-19  美洲部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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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2 年二季度全球前 20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 

排名 港口名称 
2022 二季度 

（万 TEU） 
同比增长 排名 港口名称 

2022二季度 

（万 TEU） 
同比增长 

1 上海 1028 -1.7% 11 迪拜 356 3.5% 

2 宁波舟山 956 8.7% 12 安特卫普-布鲁日* 355 0.3% 

3 新加坡 933 -1.0% 13 巴生* 328 -7.2% 

4 深圳 791 4.6% 14 厦门 311 1.4% 

5 青岛 657 7.0% 15 洛杉矶 273 -3.7% 

6 广州 626 -0.3% 16 丹戎帕拉帕斯* 263 -5.3% 

7 天津 589 2.2% 17 长滩 255 7.1% 

8 釜山 563 -4.1% 18 纽约/新泽西 249 10.4% 

9 香港 472 2.8% 19 高雄 248 -1.4% 

10 鹿特丹 363 -6.9% 20 苏州 226 11.7% 

数据来源：各大港口官网，SISI 整理。注：*表示预测数据。 

1.3 全球港口干散货吞吐量分析 

二季度，由于“俄乌冲突”导致欧洲能源与粮食危机担忧加剧，直接推高国际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

价格；同时由于欧洲集中采购导致澳大利亚、南美等资源销售国港口航线转变，航程加强导致市场运

力不足，从而拉升干散货运输市场运价。根据数据显示，二季度 BDI 指数一度涨至 3369 点，成为自

年初以来最高点。但由于全球基建需求放缓，铁矿石等干散货贸易降低，使得全球干散货海运贸易量

同比下滑 2%，完成海运量约 10.64 亿吨，其中铁矿石海运量降低 7.8%，煤炭海运量增长 4.1%，而粮

食海运量因乌克兰粮食无法出运导致同比下降 17%，小宗商品海运量增速维持 3.5%。 

 

 

 

 

 

 

数据来源：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Clarksons。 

图 1-20 波罗的海干散货 BDI 走势  

 

 

 

 

 

数据来源：德鲁里。 

图 1-21 全球干散货及主要货类海运贸易量增速 

1.3.1 亚洲港口干散货吞吐量分析 

2022 年二季度，随着欧洲市场“抢货”煤炭，以及中国与印度转向进口俄罗斯油品与天然气，使得亚

洲港口煤炭与铁矿石等干散货需求有所回落；而印度为支撑国内经济和产业发展也大力开拓煤炭进口

市场，使其港口煤炭进口量依然保持 17.7%的较快涨幅。相较之下，中国进口煤炭维持零增长，而铁

矿石保持 5.4%左右小幅增长；韩国受俄制裁与印尼煤炭出口限制影响，干散货吞吐量则处于 8%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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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22 年二季度亚洲主要港口干散货吞吐量及增速（单位：万吨） 

国

家 
港口 

干散货 
主要货类吞吐量 

铁矿石 煤炭 

吞吐量 增速 吞吐量 增速 吞吐量 增速 

中国 唐山 15829 5.9% 4781 10.8% 8928 0.8% 

中国 宁波舟山 17467 6.4% 7672 15.0% 2555 -5.7% 

中国 苏州 8913 -2.1% 2680 -5.1% 3172 1.4% 

中国 黄骅 7304 -1.9% 1187 -10.3% 5387 -6.0% 

中国 日照 7381 -1.5% 4426 -12.0% 1765 23.8% 

中国 泰州 7935 -5.3% 1857 23.8% 2116 -1.6% 

中国 江阴 7521 2.0% 3327 15.5% 2839 10.6% 

中国 烟台 6046 3.6% 724 22.4% 1172 45.2% 

韩国 光阳 1783 -13.7% 783 -7.3% 513 -23.4% 

韩国 浦项 1037 -14.3% 511 -19.3% 353 -7.3% 

韩国 平津唐泽 1072 10.5% 524 16.7% 273 7.1% 

印度 印度主要港口 6959 7.8% 1232 -30.7% 4594 17.7% 

亚洲主要港口合计 90978 3.7%  

1.3.2 欧洲港口干散货吞吐量分析 

2022 年二季度，欧洲考虑到 8月对俄煤炭实施贸易禁令约束，提前在全球范围加大煤炭等能源进口规

模，主要从南非、南美与澳大利亚等地区进口大宗商品。在此环境下，欧洲港口干散货吞吐量表现出

全面增长态势，尤其有统计的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等国港口均录得 10%以上的增幅，而拉脱维亚更

是同比增长接近 30%，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同时，欧洲港口对铁矿石、小宗散货等工业原料需求

相对温和，粮食贸易则受制于乌克兰粮食无法出运，导致进口规模也相对有限。 

1.3.3 美洲港口干散货吞吐量分析 

2022 年二季度，美洲港口干散货生产形势表现较弱，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出口能源大多为油品和天然气，

煤炭、矿石等干散货并无太多储量，且自身进口建设需求也并不急切；而巴西等南美地区则因恶天气

原因，以及贸易流向改变，无法及时恢复正常生产贸易状态，使港口出运量有所下滑。美洲港口中仅

科珀斯克里斯蒂港因完成航道疏浚，吸引大量散货船靠泊，并以 25%左右的增幅，使干散货吞吐量创

历史新高 

1.3.4 澳洲港口干散货吞吐量分析 

2022 年二季度，澳洲港口干散货贸易形势持续低速增长态势，由于新冠肺炎与猴痘疫情使得澳大利亚

矿山开采、物流运输与港口装卸效率都受到一定影响，加之当地极端天气和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扰

乱干散货市场供应，导致澳大利亚煤炭、矿石出口贸易有所回落。在贸易流向上，因许多欧洲国家制

裁俄罗斯能源而前来寻找替代供应商，使其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略有下降；因此区

域内港口虽均保持增长，但涨幅仍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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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22 年二季度全球主要港口干散货吞吐量及增速 

地

区 
国家 港口 

吞吐量 

（万吨） 
增速 

地

区 
国家 港口 

吞吐量 

（万吨） 
增速 

欧

洲 

西班牙 西班牙主要港口 2383  13.2% 

美

洲 

美国 长滩港 232 -5.8% 

荷兰 鹿特丹 2145  11.0% 美国 科珀斯克里斯蒂 213 24.8% 

比利时 北海港 1080 13.6% 加拿大 蒙特利尔 264 17.3% 

意大利 拉韦纳 589 1.3% 墨西哥 墨西哥主要港口 2967 1.5% 

拉脱维亚 里加 312 29.0% 巴西 巴西主要港口 18074 -6.0% 

比利时 安特卫普-布鲁日 493  17.6% 巴西 —马德拉 3781 -9.2% 

欧洲主要港口合计 7002 12.4% 巴西 —桑托斯 2214 0.2% 

澳

洲 

澳大利亚 黑德兰 14451  0.0% 巴西 —伊塔瓜伊 1250 -4.2% 

澳大利亚 丹皮尔 3406  3.3% 美洲主要港口合计 21750 -4.6% 

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 3793  0.9%  

澳洲主要港口合计 21650 0.7% 

1.4 全球港口液体散货吞吐量分析 

2022 年二季度，全球液体燃料产量略高于消费量，但在恐慌情绪下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主要由于俄罗

斯所生产占全球约 12%的原油，因“俄乌冲突”而无法再销售至欧洲地区；同时，新加坡港近期发生

了较为严重的燃料污染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供应紧张局面。一系列因素导致油品价格居高，抑制海运

贸易需求。 
 

图 1-22 全球液体燃料产量、消耗量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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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亚洲港口液体散货吞吐量分析 

2022 年二季度，亚洲油品需求因国际高油价而有

所回落。其中，部分亚洲国家受疫情管控措施影

响，导致交通领域油品使用需求降低，中国宁波

舟山、青岛、大连等港口，以及韩国光阳、新加

坡港的液体散货吞吐量均出现明显下滑，仅印度

港口受国内经济与产业发展提振，依然保持较快

速的增长。 

1.4.2 欧洲港口液体散货吞吐量分析 

2022 年二季度，为缓解冬季能源危机，欧洲各国

均加强油品、天然气等能源进口；而欧洲主要液

体散货港口二季度均保持 10%以上的快速贸易态

势，其中鹿特丹港大涨 10.5%至 5400 万吨，整合

后的安特卫普-布鲁日港也依托港口设施与后方

储罐优势，积极扩大油品进口贸易，同比增幅更

是达到 16.5%。 

1.4.3 美洲港口液体散货吞吐量分析 

2022 年二季度，美洲港口凭借油品与天然气的出

口，使液体散货吞吐量呈现较好表现。与此同时，

预估未来油品市场或将继续攀高，美国也已向加

拿大、沙特阿拉伯再次进口油品，从另一方面促

进美国港口液体散货吞吐量增长。此外，巴西通

过各种渠道获得建港资助，计划在巴西港口新建

更多液体和气体散装储存设备，以利于提高巴西

港口的生产能力。

 

表 1-5 2022 年二季度全球港口液体散货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 

地区 国家 港口
吞吐量

（万吨）
增速

中国 宁波舟山 5479 -7.3%

中国 青岛 2982 -11.7%

中国 大连 2341 -5.1%

中国 日照 2167 3.7%

中国 天津 1809 -2.2%

中国 烟台 1231 -15.5%

中国 惠州 1361 10.0%

韩国 光阳 2954 -9.8%

韩国 蔚山 3073 -2.8%

韩国 大山 1603 -2.5%

韩国 仁川 1047 -8.4%

新加坡 新加坡 4555 -4.3%

印度 印度主要港口 6329 12.6%

41615 0.2%

西班牙 西班牙主要港口 4699 13.7%

荷兰 鹿特丹 5392 10.5%

比利时 安特卫普-布鲁日 2843 16.5%

瑞典 哥德堡 550 14.6%

13484 13.0%

美国 科珀斯克里斯蒂 4365 9.1%

美国 长滩港 898 5.0%

加拿大 蒙特利尔 347 19.3%

墨西哥 墨西哥主要港口 3022 3.2%

巴西 巴西主要港口 7499 -2.4%

巴西 桑托斯 480 6.6%

16611 2.5%

亚洲

亚洲主要港口合计

欧洲

欧洲主要港口合计

美洲主要港口合计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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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中远海运港口权益吞吐量及增长率 

 

 

 

 

 

 

第 2 章 全球码头运营商生产运营情况评述 

2022 年二季度，美国和欧洲等主要经济体通胀超出预期，融资环境收紧引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的债务危机，同时俄乌冲突带来了不小的负面溢出影响，促使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确定性增强，

另外，部分区域港口拥堵情况并未缓解，码头运作效率降低，多重因素影响下，码头运营商业绩也各

有不同，但整体保持相对稳定发展趋势。经营策略方面，多数码头运营商与当地物流企业合作，建设

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港口发展欠发达地区的绿地项目。 

2.1 中远海运运营维稳 

2022 年二季度，集装箱运输市场受疫情反

复、通胀高企、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波动

较大。但中远海运港口在海内外码头投资股

比扩大的利好因素下，集装箱权益吞吐量同

比上升 4.3%，达 1063.5 万标准箱，集装箱

总吞吐量则同比仅增加 1.2%。 

西南沿海地区取得强劲增长，长三角地区出

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受惠于新兴市场持续恢

复活力，中国与东南亚地区贸易量的增加，

北部湾与海南之间中转业务量增加以及去

年同期的低基数效应，西南沿海地区集装箱

权益吞吐量同比大增 60.8%。长三角地区在二季度受疫情影响较大，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内外

贸业务受阻，进而导致集装箱吞吐量出现较大比重的下滑。环渤海地区，由于内贸集装箱量的增加以

及集团加持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控股权益的红利不断释放，集装箱权益吞吐量同比上升 24.4%。海外地

区，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叠加部分港口持续拥堵，中远海运港口旗下大多数海外港口集装箱业务量较去

年同期均有所减少。 

聚焦优势码头，加强股比投资。二季度，中远海运港口收购泽布吕赫码头 5%的股权，总股比达 90%。

CSP 泽布吕赫码头是比利时第二大港口，地理位置优越，集疏运系统完善，是通往欧洲各个方向的枢

纽，股比增持后，中远海运港口将获得更加稳固和长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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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招商局港口权益吞吐量增长情况 

 

 

 

 

 

 

 

 

 

 

 

 

 

 

 

 

 

 

 

 

 

 

 

2.2 招商局港口增速下滑 

二季度，全球产出有所收缩，经济下行压力增

大，欧美国家通胀高企，航运贸易增速放缓，

国内疫情多发散发，集装箱运输市场波动较大，

招商局港口业务增长速度小幅降低，集装箱总

权益吞吐量下滑 1.4%。 

中国长三角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大幅下滑，珠

江三角洲地区企稳回升。由于国内二季度疫情

反扑，尤其是上海在二季度的大部分时间都处

于疫情封控状态，集装箱市场出现震荡，内外

贸集装箱业务量减少，长三角地区集装箱吞吐

量同比降幅较大。同时，汕头招商局港口作为东南沿海地区内贸集装箱枢纽港，集装箱权益吞吐量约

下降 25%，导致区域集装箱权益吞吐量表现不佳。珠江三角洲地区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深化，复工复

产稳步推进，进出口贸易逐步恢复，集装箱吞吐量企稳回升。 

海外地区重点港口保持稳步增长。二季度，斯里兰卡不稳定的政治及经济环境并未影响到以国际中转

货物为主的 CICT 码头，其权益吞吐量持续了较高水平的增长。此外，受益于巴西企业的复工复产带

动本地进口集装箱的增长，TCP 码头二季度集装箱权益吞吐量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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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迪拜环球低速增长 

2022 年二季度，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码头经

营总体向好，除亚太及印度次大陆板块出

现小幅下滑外，其他板块均有所增长。二

季度，迪拜环球港务集团集装箱权益吞吐

量同比增长 1.8%，延续了一季度的温和增

长态势。 

各板块增速均保持在低位。虽然全球通胀

水平抬高以及伴随的货币政策调整、疫情

和地缘政治导致供应链复苏迟滞，对亚太

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区域内

贸易增长强劲，使得集装箱海运需求量在

波动中上涨。而且，在加息背景下，各国债务风险上升，经济下行风险将进一步放大，各板块业务量

预计不会出现显著增加。 

以开辟物流园区为着力点，强化供应链网络。二季度，迪拜环球的杰贝阿里物流园破土动工，该物流

园将依托杰贝阿里自贸区完备的服务体系和全球领先的供应链优势，吸引更多物流供应商集聚，以巩

固迪拜中东门户的地位。另外，迪拜环球与沙特港务局合作，在吉达伊斯兰港口建设以港口为中心的

物流园区，将极大降低商品进出口的物流和时间成本，提升港口运营效率。 

 

  

图 2-3  迪拜环球港务集团权益吞吐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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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菲律宾国际经营向好 

菲律宾国际总权益吞吐量保持稳定增长。2022

年二季度，全球经贸活动放缓，货运需求减少，

叠加去年同期低基数效应的减弱，菲律宾国际

码头总权益吞吐量同比增加 6.2%，但较去年

同期增速显著降低。 

所有板块权益吞吐量均为正向增长，亚洲板块

以及欧洲、中东和非洲板块增幅最大。美洲板

块虽仍受制于经济萎缩、通胀加剧和供应链中

断的不利形势，但强劲的消费支出以及航运旺

季海运需求量的增加带动了板块权益吞吐量

的攀升。亚洲板块受益于集团对棉兰老岛集装

箱码头（MCT）、马尼拉国际集装箱码头（MICT）

基础设施的投资，港口生产水平提高，总权益

吞吐量同比增加 7.2%。 

加强海陆联动，拓展多式联运业务。二季度，

格鲁吉亚巴统国际集装箱码头（ICTSI）与ADY

集装箱集团合作，推出了横跨里海的国际集装

箱运输线路，以满足阿塞拜疆日益增长的集装

箱转运需求。 

  

图 2-4  菲律宾国际集团权益吞吐量及增速 

 

 

 

 

 

 

 

 

 

    

 

 

 

 

 

 

 

 

 

 

 

 

 

图 2-5  菲律宾国际集团分区域权益吞吐量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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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AP 穆勒码头每自然箱收入和每自然箱本 

 

 

 

 

 

 

 

 

 

 

 

 

 

2.5 AP 穆勒码头维持低水平增势 

2022 年二季度，AP 穆勒码头的全球集装箱业

务增幅依旧较小，集装箱总处理量同比仅微

涨 1.5%。北美地区二季度经济增长萎缩，国

际贸易量减少，商品消费需求较一季度略有

下降，但仍在较高水平，海运需求同步增加，

使得整个地区合并报表吞吐量同比增加 7.7%。 

亚洲地区，由于印度皮帕沃港的合并和日本

横滨两个新增泊位带来的红利不断释放，在

本季度合并报表吞吐量同比增长 7.3%。拉丁

美洲地区，受新冠疫情影响和俄乌冲突影响，

供应链遭到极端冲击，商品价格飙升，通货膨胀问题严重，消费压力增加，卡亚俄、伊塔雅伊等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均有显著降低，整个地区合并报表吞吐量同比减少 8.2%。 

单箱收益及装卸成本有所回落。二季度，北美

地区堆场堆存收入保持在高位，叠加各地关税

及消费税的抬高，AP 穆勒码头集装箱每自然

箱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3.3%，但较一季度已

有明显下降。同时，全球通胀加剧，劳动力成

本上升，能源成本及特许权使用费上涨，使得

单箱装卸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 13.3%。 

基础设施投资加强，港口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2022 年二季度，AP 穆勒码头决定投资 1.04 亿

美元用于阿拉巴马州港的码头扩建工程，包括 2 台船对岸（STS）起重机和集卡等运输设备，以满足

预期的未来需求。港口服务方面，AP 穆勒码头在孟买地区码头上线了适用于航运企业、内陆集装箱

堆场和集装箱货运站的空箱实时定位服务，将极大促进空箱的高效流转。 

 

图 2-6  AP 穆勒码头合并报表业务量（百万自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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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意大利港口在地中海集装箱枢纽竞争格局 

一、通过两次港口管理机制改革推动港口规模增长 

意大利港口主要于 1994 年与 2016 年完成两次较大的港口改革：（1）1994 年以前绝大

部分港口都采取公共港口管理模式，由政府负责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与港口运营，在此模式下

存在负债率高、港口运营效率低的问题，因此 1994 年意大利新的港口法（No.84/1994）将港

口管理模式更变为“地主港”模式，通过特许经营协议将部分码头运营权交由 PSA、HHLA

等全球码头运营商，以期带动港口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2）由于 1994 年改革后 24 个地方

港务局管理模式因港务局之间相互独立，出现港口间货源竞争激烈、与内陆地区联动性差以

及港口建设资金缺乏等问题，因此意大利于 2016 年发布令（No.169/2016）即“地方港务管

理局的重组、合理化与简化”法令，将原本 24 个地方港务管理局整合为 16 个区域港务管理

局（PSAs），加强区域港口间的协同发展，而 PSAs 由基础设施和运输部（MIT）进行统筹。

至此，意大利全国 57 个主要港口分由 16 个 PSAs 管辖，其中 2021 年货物吞吐量规模最大的

是的里雅斯特港（5536 万吨）和热内亚港（4883 万吨），集装箱吞吐量规模最大的是焦亚陶

罗港（315 万 TEU）和热内亚港（256 万 TEU）。 

 

图 1 意大利 16 个区域港务局及其枢纽港口分布 

从意大利全国港口的合计吞吐量走势来看，近 20 年来货物吞吐量并未有明显增长，但集

ww
w.
sis
i-s
mu
.or
g



全球港口发展季报（2022 年第二季度）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20 

装箱吞吐量从 2000 年的 586.9 万 TEU 增长至 2021 年的 1107.1 万 TEU（转运箱占比 37.0%），

保持 3.2%年复合增速稳定增长，低于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同期 6.7%的年复合增速，也略低于

欧洲区域同期 3.7%的增速。其中，主要集装箱港口焦亚陶罗和热内亚分别位列百大港口榜单

第 67 位与第 76 位，焦亚陶罗港为纯转运港，完成意大利 76.7%的转运箱量，而热内亚港则

主要承担内陆腹地生成箱量。 

 

图 2 2000-2021 年意大利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走势 

二、意大利港口在地中海集装箱枢纽港口竞争中落后 

意大利地处欧洲南部地中海北岸，而 2021 年意大利全国主要港口完成转运箱量 410 万

TEU，占全国集装箱吞吐量比重为 36.3%，意大利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仍较为依赖转运货

源。但是，从近 10 年地中海区域主要枢纽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增长情况来看，意大利港口明

显落后于其他枢纽港口，热内亚、焦亚陶罗两港增长较为缓慢，主要集装箱中转港焦亚陶罗

在竞争中表现较为一般。相较而言，西班牙瓦伦西亚、阿尔赫西拉斯两港在 2011-2018 年间

交替地中海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榜首，且增长较为稳定；比雷埃夫斯、丹吉尔麦德港近 5

年间都经历了集装箱吞吐量的快速增长，比雷埃夫斯港主要得益于中远海运集团接手港口集

装箱业务，丹吉尔麦德港则因其新建的 TC3、TC4 投入运营后（整港 900 万标箱吞吐能力）

快速达到满负荷运营而带动吞吐量快速增长。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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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2021 年地中海区域主要集装箱枢纽港口吞吐量走势 

三、意大利对于来自中国的建设投资趋向谨慎 

近些年中意双方在港口领域的主要合作案例为瓦多利古雷港，2016 年中远海运港口便达

成股权合作协议，2019 年，青岛港与中远海运则入股了意大利瓦多利古雷港，与马士基码头

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运营管理瓦多利古雷港集装箱码头（Vado Gateway Terminal，半自

动化，设计年吞吐能力 90 万 TEU）和冷藏码头。而至 2019 年 3 月，中意双方商定共建“一

带一路”进一步扩大合作，将中国“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与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计划”

及“投资意大利计划”对接，计划为中国开放热那亚、巴勒莫、里雅斯特和拉文纳四个港口

接受中国投资。但投资后续具体落实却面临较大风波，中交集团（CCCC）的热那亚和的里

雅斯特港口扩建计划受到欧盟与美国的阻挠，最终因美国商务部将 CCCC 列入制裁公司名单

而停止，而由汉堡港口及仓储物流公司（HHLA）收购 50.1%的股份。此外，2021 年后意大

利跟随欧盟及其成员国、跨大西洋伙伴国相应政策的脚步已成大势，且外资审查领域“黄金

权力”法案对于中资进入的审查收紧，短期内中国难再有大规模投资建设意大利港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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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氢能源在中国港口领域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港口等交通领域能源正加速向低碳化转型。近年，中国港口除了

港机设备的常规性“油改电”外，液化天然气（LNG）、氢能、氨气、生物燃料、风能、太

阳能等新能源体系都在加快构建并尝试扩大应用。众所周知，LNG 由于使用成本低和污染少

于柴油等特点，在港口船舶领域的应用比例越来越高，但其因无法真正实现“零排放”，仍

是中短期内的过渡性能源，而太阳能、风能等难以长期储存；相较之下，氢能源不仅易于获

得，且作为可以跨地区、跨季节的能量转化渠道更受关注，未来更有望成为港口物流领域的

主要清洁能源之一。 

表 1 港航物流产业各种新能源选择优势及劣势比较 

能源 优势 劣势 

LNG 

相比燃油可减少氮化物排放量超过 80%，减少

CO2 排放量超过 20%，硫化物和颗粒物排放可

忽略不计。技术成熟。 

加注基础设施不足，新造和改装 LNG 动力船的成本

都相对较高。仅凭 LNG 燃料难以实现航运业的减排

目标。 

LPG 
无硫氧化物排放，CO2 减少约 10%，颗粒物减

少约 90%。技术成熟。 

作为炼油厂副产品的 LPG，由于来源、产量等原因，

缺乏 LNG 所具有的优势。 

甲醇 
减排效果与 LNG 一致，室温下呈液态，便于

运输，泄漏也能够实现生物降解。技术成熟。 

价格远低于柴油，但目前生产的主要原料是煤和天

然气，因此甲醇的碳排放量并不低。 

生物燃料 
生物燃料可减少 CO2 排放约 85%，在动力方面

与重油等效，无需对船舶进行改造。 

从产量、供应、原料来源和制造成本等方面看，中

短期内不具备大规模广泛使用条件。 

氢能源 
能量密度比化石燃料低 50%，可满足“零碳”

排放，取之不尽（电解海水制取）。 

生产成本高，尚不具经济性，无法实现规模化供应。

储存与运输困难、泄漏后有爆炸危险。 

氨气 
能量密度比化石燃料低 50%左右，燃烧时不会

排放 CO2，更容易储存、运输和处理。 

具有腐蚀性，且易挥发、易燃，在通风、温度和气

压控制方面需要特殊的安全防御措施。 

燃料电池 高效率、无污染、建设周期短、易维护 燃料的制备、运输、储存方式还不够安全可靠 

风能 取之不尽、无污染 布置难，易受海况影响，尚难满足需求 

太阳能 取之不尽、无污染 造价高，技术要求高，能量转换效率有待提高 

资料来源：SISI 整理。 

一、中国氢能源开发时间短但具备基础 

氢能源以氢气作为能源载体，是一种储量大、来源广、效率高、清洁低碳、可再生的二

次能源，其不管是直接燃烧还是采用电化学转化，产物只有水且能量转化效率高，被誉为 21

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二次能源。2019 年，中国首次将氢能源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于当年 6

月发布《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才真正开始加快了氢能存储、运输技术的研

究；在 2020 年 4 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中，氢能才首次被列能

源范畴。在此之前，根据中国法规“氢”只能作为“危化品”，而非能源。 

中国虽然将“氢”作为能源进行研发和利用的时间较短，但国内一直存在一个以化石能

源制氢和工业副产氢回收的生产和非能源利用的“氢气产业”，并且这一产业已经有相当规

模。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的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氢气产能约为 4100 万吨，实际产量约 3342

万吨，换算热值占终端能源总量份额仅 2.7%。且其中真正通过“电解水”方式获得的绿色氢

能仅占 1%，而用途上大部分也用于制氨和甲醇等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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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图 1 中国氢气来源占比与主要消费途径 

二、中国氢能产业正加速拓展应用场景 

与“氢气”产业相比，中国“氢能”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氢气产量中仅有 1%左右

作为能源使用。目前，中国氢气产量和储氢材料产销量世界第一，为氢能技术开发利用和氢

能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使近年中国氢能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应用场景不断增多，但目前仍

主要集中在氢能源车辆。截至 2021 年年底，中国已建成加氢站 255 座，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

量约 9315 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燃料电池商用车市场。目前，中国已投产的加氢站从地域分

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湖北、河北等地，并且服务对象主要为城市公共交

通设备，少有港口专用加氢站，未来加氢站的建设数量及地域分布还有待完善。 

 

图 2 中国港口城市氢能应用场景 

中国已掌握了部分氢能基础设施与燃料电池相关的核心技术，制定出台了国家标准 112

项次，具备一定的产业装备及燃料电池整车的生产能力。从产业规划看，中国发布《中国制

造 2025》、《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及 2022 年 3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都在积极鼓励氢能产业

发展。同时，国内已有北京市、河北省、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广州市等数十个省（市）

和地区发布了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行动计划；根据已经发布的规划目标，预计到 2025

年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将超过 15 万辆，加氢站将超过 1000 座，氢能产业累计产值将超

过 9600 亿元。另从研发投入看，尽管中国的氢能源布局较晚，但正逐渐成为研发预算投入增

幅最大的国家。 

三、中国港口对氢能源的利用现状 

（1）打造“产销用”一体化氢能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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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港”主要指具备氢能源使用、氢能产业培育和氢能贸易的港口，近期则以临港氢能

产业培育和港机等设备的氢能源应用为主，中远期随着氢能技术的成熟，逐步开展氢能源贸

易，形成“产-储-销-用”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现阶段，中国已有一批初具规模的“氢港”，

分别位于山东省青岛市、上海市临港新片区、天津市滨海新区、江苏省张家港市、浙江省宁

波市等地区。同时，深圳盐田、大连太平湾等港口也都相继对建设氢能港口制定了规划。未

来将主要发挥以下 3 方面作用：一是形成氢能产业示范区，带动当地的氢能产业链发展；二

是为航运提供氢燃料，助力其实现脱碳；三是作为氢能进出口的关键枢纽，根据国际可再生

能源署（IRENA）预计，到 2050 年全球大约 1/4 的氢气将用于国际贸易，其中一半将通过船

舶运输，将带动氢能的全球化应用。 

表 2 中国主要氢能港口发展情况 

港口 主要发展情况 

上海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发布《上海市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2-2035 年）》，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建设各类

加氢站 70 座左右，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突破 1 万辆，氢能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在交通领域带动二氧化

碳减排 5-10 万吨/年，打造国际氢能示范港口。 

山东 

山东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二期）投产运营，打造全球首个“零排放”的氢动力自动化港口。2019年 11 月，

青岛港投用氢动力自动化轨道吊，采用氢燃料电池加锂电池组的动力模式，为全球首创。2022 年 6 月，全国

首座港口加氢站-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加氢站取得青岛市加氢站第一个《气瓶充装许可证》。 

天津 

2020 年，天津港区域打造氢能产业链，推动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氢燃料电池物流车、叉车、港口机械等

示范运营。2022 年 2 月，天津港引入 30 台氢能源集卡，全过程零碳、零污染物排放适应集装箱码头作业运

行需求。 

宁波 
宁波港口物流应用示范试点，重点针对北仑、大榭开发区，推进氢燃料电池物流车、港区集卡、叉车等应用。

2022 年建成加氢站 2 座以上，车辆应用规模达到 100 辆以上。 

深圳 
南山区政府、招商局港口集团、深圳能源集团在深圳西部港区共同推动氢能中重载、中远途车型，以及氢能

船舶、氢能工程机械等综合示范运营。 

（2）港口应用领域集中拖车集卡 

目前，中国港口对氢能的利用以氢能燃料电池为主，工作原理并非直接采用燃烧氢气的

方法，而是依靠其阳极（H2）、阴极（O2）以及电解液等构成部件，通过电化学反应将燃料中

的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能；工作过程只需要燃料（氢气）和氧化剂（空气或纯氧）持续输入，

氢能燃料电池就可以连续产生电能。 

以山东青岛为例，《青岛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20-2030 年）》中提出，推动建设氢

能港口等多种氢能发展示范形式，在青岛港开展燃料电池港口机械和物流运输示范应用。目

前，青岛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氢动力”自动化轨道吊等，解决了一键锚定、永续充电、

自动摘锁、AGV轻量化等难题，作业效率提升 30%，缩减人员 50%以上。用清洁能源车辆逐步

替换港口现有燃油车辆，推动与港口作业衔接配套的长途物流公司逐步更换清洁能源车辆，

规模有望达到 7万-10万辆。 

然而，氢能源在拖车集卡应用上仍存在不足。目前，氢能车辆单车价格、氢能源价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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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不下，应用氢能设备虽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与环保效益，但经济性差，港口企业推广应

用氢能车辆的积极性不高。 

表 3 中国港口不同能源形式的集装箱车辆经济性比较 

项目 氢能 纯电动 备注 

购置费（万元） 140 90 纯电、氢能购置免税 

能耗单位（元/kg、元/kwh） 30 0.8 国内港口实际运营 

年燃料成本（万元） 12 7 年运行 300 天 

全寿命周期总费用（万元） 260 270 — 

此外，在物理特性上，氢热值（143MJ/kg）较高，是同质量焦炭、汽油等化石燃料热值

的 3-4 倍，而通过燃料电池可实现综合转化效率 90%以上。不过以分析整车能源效率时常用

的“油井到车轮”（WTW）生命周期效率指标来看，氢能燃料电池车辆的表现一般不如纯电动

车，主要受到目前制氢、储氢、输氢，以及燃料电池能量转化技术不成熟的影响。 

为此，过去 3 年中国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技术”重点专项，科技

部通过该重点专项部署了 27 个氢能研发项目，研发经费投入约 5亿元。其中，燃料电池技术

类有 14个，占总项目的 51.9%；制氢技术类 5个，占比 18.5%；储氢技术类 6个，占比 22.2%；

加氢站技术类 2个，占比 7.4%。 

（3）港口氢能利用技术短板 

而在上游制约氢能源发展的两大问题就是氢燃料的储存和运输，国内为港口流动机械等

专业供氢厂家少，运输方式单一，氢气使用成本较高。同时，国内氢气使用主要以气态氢为

主，现阶段氢气运输主要采用的是长管拖车运输，运输压力多为 20MPa，单车次可运输 347kg，

国内“储氢瓶”主要以 35MPa 型“氢瓶”为主，70MPa 型“氢瓶”技术较国际落后，因拖车

运输压力低，设备加氢时间相对较加注柴油、LNG 时间长，影响码头作业效率。此外，国内

流动机械相关氢能源标准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氢能的储运效率、降低氢能的储运成本

是目前氢能储运技术的发展重点。 

另从“零排放”的一次能源角度看，全球大部分港口“氢能”都因地制宜，主要利用“海

上风电”进行氢能制取，而中国利用风电、太阳能通过“电解水”方式制氢的量尚且十分小，

无论是供应船舶或是港口自用都不足以达到“零碳能源”标准。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临港

地区“风电/光伏”等氢能前端产业和港口机械使用氢能的后端应用缺少专项扶持，正如当前

港口使用氢能设备的经济性分析，其设备购置与综合使用成本均高于当前的纯电动力设备，

需政府给予一定财税支持，以及对氢能或配件进口的相关税收进行一定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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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2022 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统计 

区域 港口名称 2022 年二季度（万吨） 2021 年二季度（万吨） 同比增长 

亚洲 

中国大陆规模以上港口 394989  406936  -2.9% 

宁波舟山 33730  32811  2.8% 

唐山 18650  17898  4.2% 

青岛 16965  16503  2.8% 

广州 16162  16475  -1.9% 

上海 15087  16579  -9.0% 

天津 14757  14299  3.2% 

苏州 14732  14500  1.6% 

日照 13953  13188  5.8% 

烟台 11625  10724  8.4% 

北部湾 9547  9101  4.9% 

泰州 9124  8833  3.3% 

江阴 8917  8158  9.3% 

大连 7807  8115  -3.8% 

黄骅 7723  7995  -3.4% 

南通 7204  7705  -6.5% 

福州 7172  6734  6.5% 

深圳 7170  7508  -4.5% 

南京 7003  7325  -4.4% 

湛江 6750  6747  0.0% 

连云港 6343  6194  2.4% 

厦门 5737  5726  0.2% 

秦皇岛 5166  5234  -1.3% 

营口 4869  5565  -12.5% 

中国香港 5227  5501  -5.0% 

韩国港口 37398  39104  -4.4% 

釜山 10865  11336  -4.2% 

光阳 6410  7242  -11.5% 

蔚山 4542  4631  -1.9% 

仁川 3636  3883  -6.4% 

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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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泽唐津 2831  2766  2.4% 

浦项 1357  1489  -8.8% 

新加坡 14254  15041  -5.2% 

菲律宾海港 6810  7071  -3.7% 

丹戎不碌 620  596  4.1% 

巴厘巴板 454  465  -2.4% 

望加锡 291  235  23.7% 

泗水港 262  306  -14.5% 

勿拉湾 108  77  39.8% 

印度港口 36632  33416  9.6% 

坎德拉 3448  3244  6.3% 

巴拉迪布 3429  3038  12.9% 

尼赫鲁 2066  1856  11.3% 

维沙卡帕特南 1951  1782  9.4% 

加尔各答 1442  1372  5.1% 

欧洲 

鹿特丹 11991  11639  3.0% 

安特卫普-布鲁日* 7703  7597  1.4% 

汉堡 3060  3144  -2.7% 

阿尔赫西拉斯 2743  2663  3.0% 

瓦伦西亚 1951  2004  -2.6% 

巴塞罗那 1778  1625  9.4% 

热那亚 1765  1695  4.1% 

里加 554  476  16.5% 

塔林 468  589  -20.7% 

塔兰托 410  395  3.7% 

阿威罗港 151  142  6.7% 

俄罗斯海港 20980 21423  -2.1% 

新罗西斯克 3810  3653  4.3% 

乌斯季卢加 3230  2743  17.7% 

东方港 2000  1947  2.7% 

摩尔曼斯克 1440  1330  8.2% 

塔曼 1090  903  20.6% 

圣彼得堡 870  1613  -46.1% 

北美洲 

南路易斯安那 5386  5170  4.2% 

长滩港 5289  5039  4.9% 

科珀斯克里斯蒂 4643  429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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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 1014  858  18.3% 

韦拉克鲁斯 901  854  5.5% 

曼萨尼约科隆 891  882  1.0% 

拉萨罗卡德纳勒 802  718  11.8% 

夸察夸尔科斯 799  747  7.0% 

西雅图-塔科马 654  716  -8.7% 

弗吉尼亚 633  592  7.0% 

阿尔塔米拉 527  568  -7.2% 

阿卡斯群岛码头 508  445  14.0% 

多斯博卡斯 457  634  -27.9% 

塞德罗斯岛 396  302  31.3% 

图斯潘 375  362  3.6% 

波特兰港 240  266  -9.7% 

哈利法克斯 147  131  12.2% 

南美洲 

巴西港口 30479  31744  -4.0% 

桑托斯 4204  4109  2.3% 

马德拉 3781  4164  -9.2% 

里约热内卢港 277  241  15.2% 

福塔莱萨 103  107  -3.9% 

大洋洲 

黑德兰 14507  14505  0.0% 

纽卡斯尔 3962  3499  13.2% 

墨尔本 2598  2651  -2.0% 

海波因特 2514  2706  -7.1% 

阿博特波特 770  800  -3.7% 

布里斯班 760  741  2.5% 

韦帕 430  362  18.9% 

非洲 

理查德湾 1944  2097  -7.3% 

萨尔达尼亚湾 1551  1722  -9.9% 

德班 945  987  -4.2%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注：*为预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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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2 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统计 

区域 港口名称 2022 年二季度（万标箱） 2021 年二季度（万标箱）  同比增长 

亚洲 

中国大陆规模以上港口 7493 7275  3.0% 

上海 1028  1046  -1.7% 

宁波舟山 956  879  8.7% 

深圳 791  756  4.6% 

青岛 657  614  7.0% 

广州 626  628  -0.3% 

天津 589  576  2.2% 

厦门 311  307  1.4% 

苏州 226  202  11.7% 

北部湾 176  145  21.4% 

日照 143  128  11.8% 

连云港 120  121  -0.8% 

烟台 107  95  12.4% 

营口 102  132  -22.5% 

大连 98  89  10.3% 

东莞 91  87  5.2% 

佛山 89  104  -14.1% 

福州 88  87  0.6% 

武汉 84  83  0.9% 

南京 81  80  1.2% 

唐山 78  69  12.9% 

中国香港 472  459  2.8% 

中国台湾 384  395  -2.8% 

高雄 248  251  -1.4% 

基隆 42  40  4.2% 

台中 47  50  -5.7% 

台北 47  53  -11.8% 

韩国港口 729  775  -6.0% 

釜山 563  587  -4.1% 

仁川 78  86  -8.6% 

光阳 46  51  -10.1% 

新加坡 933  942  -1.0% 

迪拜 356  34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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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 328  354  -7.2% 

丹戎帕拉帕斯* 263 278  -5.3% 

林查班 221  213  4.0% 

尼赫鲁 148  136  8.3% 

拉格拉邦 36 34 4.9% 

曼谷 32  38  -14.2% 

美洲 

洛杉矶 273  284  -3.7% 

长滩 255  238  7.1% 

纽约/新泽西 249  226  10.4% 

桑托斯 123  119  3.3% 

休斯顿 99  86  16.0% 

弗吉尼亚 98  88  11.1% 

温哥华 97  103  -6.1% 

西北海港联盟 91  98  -7.4% 

曼萨尼约科隆 86  82  4.3% 

拉萨罗 51  39  30.1% 

蒙特利尔 46  43  8.3% 

韦拉克鲁斯 30  30  0.4% 

哈利法克斯 16  16  -0.5% 

里约热内卢 16  10  49.3% 

欧洲 

安特卫普-布鲁日* 355  354  0.3% 

鹿特丹 363  390  -6.9% 

汉堡 220  215  2.4% 

瓦伦西亚 139  143  -2.9% 

阿尔赫西拉斯 118  119  -1.1% 

巴塞罗那 93  88  5.0% 

热那亚 75  76  -1.7% 

大洋洲 

墨尔本 80  84  -5.0% 

布里斯班 37  38  -0.2% 

纳皮尔港 6  8  -23.1% 

数据来源：各港务局网站，SISI 整理。注：*为预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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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0 第一季度-2022 第二季度中远海运港口权益吞吐量及其增速 

（单位：万标准箱）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2020第三季度 2020第四季度 2021 第一季度 

吞吐量 867.1 940.6 1027.4 1010.6 929.3 

同比增幅 -6.6% -6.5% -0.7% 1.3% 7.2% 

 2021第二季度 2021第三季度 2021第四季度 2022第一季度 2022第二季度 

吞吐量 1020.0 1032.0 1008.9 985.9 1063.5 

同比增幅 8.2% 0.4% -0.2% 6.1% 4.3% 

数据来源：中远海运港口网站。 

 

附表 4  2020 第一季度-2022 第二季度招商局港口权益吞吐量及其增速 

（单位：万标准箱）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2020第三季度 2020第四季度 2021 第一季度 

吞吐量 944.7 1149.9 1263.7 1297.1 1227.4 

同比增幅 -4.8% 8.2% 17.7% 24.7% 29.9% 

 2021第二季度 2021第三季度 2021第四季度 2022第一季度 2022第二季度 

吞吐量 1354.7 1314.9 1256.3 1236.5 1287.5 

同比增幅 17.8% 4.1% -3.2% 0.7% -1.4% 

数据来源：招商局港口网站。 

 

附表 5  2020 第一季度-2022 第二季度迪拜环球权益吞吐量及其增速 

（单位：万标准箱）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2020第三季度 2020第四季度 2021第一季度 

吞吐量 1034.2 962.8 1056.9 1120.9 1118.6 

同比增幅 12.9% -6.9% 3.0% 10.1% 8.2% 

 2021 第二季度 2021第三季度 2021第四季度 2022第一季度 2022第二季度 

吞吐量 1138.0 1138.0 1148.1 1133.9 1158.0 

同比增幅 18.2% 7.6% 2.4% 1.4% 1.8% 

数据来源：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网站。 

 

附表 6  2020 第一季度-2022 第二季度菲律宾国际权益吞吐量及其增速 

（单位：万标准箱）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2020第三季度 2020第四季度 2021第一季度 

吞吐量 250.8 229.0 262.7 276.7 270.8 

同比增幅 1.2% -10.7% 3.1% 6.9% 8.0% 

 2021 第二季度 2021 第三季度 2021第四季度 2022第一季度 2022第二季度 

吞吐量 275.2 280.7 289.7 283.3 292.0 

同比增幅 20.2% 6.9% 4.7% 4.6% 6.2% 

数据来源：菲律宾国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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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2020 第一季度-2022 第二季度 AP 穆勒码头合并报表业务量数据 

  （单位：百万自然箱）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2020第三季度 2020第四季度 2021第一季度 

合并报表

吞吐量 
2.8 2.6 3.0 3.1 3.1 

 2021 第二季度 2021第三季度 2021第四季度 2022第一季度 2022第二季度 

合并报表

吞吐量 
3.2 3.2 3.3 3.1 3.3 

数据来源：马士基集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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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来源及参考文献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3. Freight Shipper Insight. Drewry 

4. 中国银行金融报告（2022年二季度） 

5. 中国交通运输部网站及相关资料 

6. 香港海事处 港口及海事统计资料（http://www.mardep.gov.hk/） 

7. 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网站（http://www.globalpsa.com/）  

8. AP穆勒码头季度财务报告（2022年二季度） 

9. 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季度财报（http://web.dpworld.com/） 

10.中国港口网站（http://www.port.org.cn/） 

11.中国航贸网（http://www.snet.com.cn/）  

12.国际海事信息网（http://www.simic.net.cn/）  

13.航运观察网站（http://shippingwatch.com/）  

14. G-Port（http://www.globalports.com/globalports/） 

15. Port Strategy Website（http://www.portstrategy.com/）  

16. Port Management Website（http://www.portmanagers.net/）  

17. Container Management Magazine 

18. 其它港口港务局、港口企业网站 

  

主要数据来源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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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主要干散货运输市场 

021-65853850*8039 周德全 中国国内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报告 

中国航运景气报告 

全球港口发展报告 021-65853850*8033 赵楠 

全球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报告 021-65853850*8015 金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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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运数据库 
021-65853850*8006 徐凯 

港口信息化发展报告 

 

 

 

 

 

 

 

 

 

 

 

 

 

 

 

ww
w.
sis
i-s
mu
.or
g



 

 

 

 

 

 

 

 

 

 

 

 

 

 

 

 

 

 

 

 

 

 

 

 

 

 

 

 

 

 

 

 

 

 

 

 

 
 

 

 

 

 

 

相关报告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全球港口发展报告 

2022 年第二季度 

《中国航运景气报告》（2022 年第二季度） 

《国际航运市场分析报告》（2022 年第二季度） 

《中国沿海主要干散货市场分析报告》（2022 年第二季度） 

 

ww
w.
sis
i-s
mu
.or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