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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 砥砺前行
——
—武汉新港推进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四年回眸
董政 陈冲 文 / 图
—
2010 年， 在巨龙长江的龙腰上， 一座跨越 4 个行政区的巨型港口集群——
武汉新港， 以全新的姿态崛起于中国之心， 并逐步为世人所关注。
一年前的今天，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冒雨视
察武汉新港， 作出了 “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的重要指示， 为长江中
游航运中心建设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动力。
今天， 国家长江经济支撑带发展战略提出， 要充分发挥上海、 武汉、 重庆
三大航运中心支点作用。 面对机遇和挑战， 武汉新港勇担 “黄金水道” 建设中
坚力量， 正阔步迈向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战略规划注入强劲发展动力

港口发展，规划先行。武汉新港最大的与众不同就 视，先后亲临新港视察，交通运输部称赞武汉新港模式
在于一个“新”：打破行政管理体制束缚，成立武汉新 值得向全国推广。
2011年，武汉新港规划建设收获利好消息。国务院
港管委会，统筹武汉和鄂州、黄冈、咸宁 4市港口岸线
发展；将产业园区、物流体系、城镇建设、集疏运网络 出台的 《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将武
建设等融为一体统筹规划建设，着力打造“第四代港 汉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上升为国家战略。
历时近半年的深入调研，武汉新港管委会组织编制
口”。
这一突破常规的港口概念和极富创意的规划，正是 完成 《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发展战略纲要》 （以
湖北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所作出的战略决 下简称 《纲要》），并获武汉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
策。温家宝、张德江、马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 《纲要》 由此成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的纲领性

满载集装箱的武汉——
—东盟四国航线首发班轮起航
规划。
与此同时，武汉新港管委会注重航运中心建设基础
性研究，4年共完成长江干线 6米深水航道上延至武汉
等航运基础性研究 10余项，夯实了发展的理论基础。
航运中心战略规划及相关研究为武汉新港的科学发
展指明了方向。4年来，武汉新港始终坚持把项目建设
作为发展的重要支撑，已完工和在建的港航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达 111个，总投资 399亿元，是“十一五”期投
资总额的 2.2倍。

“轴辐式”运输凸显枢纽港地位
拉近沿海和内陆的时空距离，使
武汉成为中西部地区最佳“出海口”，
武汉新港一直不遗余力。
2011年 7月，一系列扶持武汉
至上海洋山港“江海直达”航线的新
举措正式施行，航线服务质量显著
提升。2013年 3月，“江海直达”航线
实行天天班运输，稳定了每周 9个
航班的班期制度，建立了我国首个
内河运输公共班轮机制。交通运输
部水运局明确表示支持将“江海直
达”航线打造成全国内河集装箱品
牌示范航线。
在做大做强“江海直达”航线的
同时，武汉新港管委会与泸州市政府

合作开通了“泸州 -武汉”的集装箱
快巴航线，与宜昌、荆州等省内城市
开行了城际集装箱快巴。为加强武汉
和中西部地区对台贸易，2013年 9
月，武汉新港开通了直达台湾的近洋
航线，每周开行两班，联想等在汉企
业相继使用航线服务，降低了货物对
台运输成本。
目前，阳逻港每周到发航班达到
150余班，较 2009年增 70%。武汉成
为川、渝、陕、豫、湘等省市内外贸集
装箱的目的地港和中转港，港口中转
箱占比由 2009年的不足 10%提高到
2014年的 38.33%。
武汉市相关领导表示，一系列航

线的培育壮大，使武汉新港形成了依
托主干航线的“轴辐式”运输模式，武
汉正逐步成为中西部地区货物进出
口的综合枢纽和稳定“出海口”。
4年来，武汉新港货物吞吐量连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成为长
江中上游首个“亿吨大港”；2013年
完成货物吞吐量 1.32亿吨，占全省
的 50.76%。集装箱吞吐量从 2009年
的 56.46万标箱增长至 2013年的
85.28万标箱，平均增幅 12.88%，占
全省的 79.7%。今年上半年，集装箱
吞吐量完成 47.67万标箱，同比增长
20.11%，其中二季度 3个月箱量连续
刷新箱量单月历史新高。
武汉新港辐射范围示意图

临港产业兴起集聚航运资源要素
●2010年 7月 20日，中共武汉新港
工委宣布成立，武汉新港管委会领导班子正
式组建。
●2010年 9月 10日，全国港航管理工
作会暨港口发展模式研讨会召开，
“武汉新港
模式”获交通运输部肯定并向全国推介。
●2010年 10月 2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武汉新港。
●2010年 12月，武汉新港货物吞吐
量突破 1亿吨，成为长江中上游首个跨入亿
吨级的港口。
●2011年，完成《武汉新港总体规划》
修编及《武汉新港“十二五”发展规划》编制
工作。
●2011年 11月 18日 -19日，“ 百家
国际知名企业新港行”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2012年 2月 21日，《2011中国内
地港口城市空间价值评估（蓝皮书）》发布，
武汉跃居国内第七大港口城市。
●2012年 4月 16日，武汉市人民政
府第 10次常务会审议并原则通过《武汉长
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发展战略纲要》。
●2012年 7月，阳逻港获批成为长江
沿线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试行启运港退税政
策的港口。
●2012年 10月 10日 -12日，第三届
中国长江 -美国密西西比河战略合作论坛
在汉成功举办。
●2013年 3月 26日，武汉至上海洋
山港“江海直达”开通天天班航线，成为长江
干线集装箱运输品牌。
●2013年 7月 21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武
汉新港。
●2013年 9月 29日，武汉首条近洋
（武汉 -台湾）航线开通运行。
●2014年 5月 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
第 88次常务会审议并原则通过《武汉长江
中游航运中心核心区建设规划及近期实施
计划》。
●2014年 7月 10日，中共武汉市委
常委会第 83次会议研究部署武汉新港及
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规划建设工作。
●2014年 7月 11日，武汉市航运中
心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武
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全面启动。
●2014年 7月 21日，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武汉 -东盟四国（泰国、柬埔寨、越
南、老挝）试验航线开通运行。

港兴则城兴，在以“建大港、兴产
业、造新城”为三大引擎，推动港航经
济向区域经济迈进的思路下，武汉新港
在 785公里港口岸线及 1.23万平方公里
腹地上，集中打造“一个新港商务文化
区、两大集装箱核心港区、十座临港新
城、十五个港口产业园”。
近年来，阳逻、花山、纱帽等临港
新城建设进程加快，形成了以港口为基
础，以临港物流、重型装备、石油化工
为重点的临港产业集群，港口城市实力

不断增强。2011年，武汉市首次跻身
全国港口城市价值排名前十，位列第
七，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唯一入选的港口
城市。
在做好航运发展硬件的同时，武汉
新港特别注重软实力建设。阳逻港实施
了口岸“一站式”通关服务，粮食、水
果等进境指定口岸资质有望获批；“智
慧新港”建设加快推进，建成了武汉新
港公共物流信息平台一期——
—网站群和
网上招商平台；同时，从 2012年 7月

起，阳逻港作为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内河港口开始试行启运港退税政策，推
动了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武
汉新港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日益增强。
此外，武汉新港管委会先后组织了
香港招商、台湾招商、百家国际知名企
业新港行等 10余次大型经贸活动，全面
宣传推介了武汉新港。以武汉市为例，
共签订港口、集疏运、产业物流园区等
项目共 87个，签约金额 1300亿元，不
断带动航运资源要素向新港汇聚。

新港建设夯实航运中心基础
2013年 7月 21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冒雨视察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
区，作出了“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
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
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的
重要指示。

2014年 4月 28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重
庆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依托黄金
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明确提出要
以沿江重要港口为节点和枢纽，打
造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综合立
体交通走廊。

7月 21日，武汉开通至东
盟四国（泰国、柬埔寨、越南、老
助
挝）试验航线。这不仅是响应“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
力
略，深化中西部地区参与国际航
运的竞争与合作，夯实武汉建设
“
国家中心城市航运基础的重要
21
举措，也是继去年成功推出“泸
州 -武汉 -台湾快班”的航线
世
服务品牌后，武汉新港管委会
携手武汉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
纪
司参与国际航运竞争与合作的
又一力作。
海
近年来，武汉与泰国、柬埔
寨、越南、老挝四国贸易呈现快
速增长趋势，东盟国家成为武
上
汉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其中，武
汉对越南出口额由 2001年的
丝
172万美元上升至 2013年的超
4亿美元，增长超过 200倍；武
绸
汉与泰国贸易也增长势头强劲，
2013年贸易额超 3亿美元。
之
据了解，武汉至东盟四国试
验航线将以武汉阳逻港、上海外
路
高桥港、泰国曼谷港、越南胡志
明港 4个港口为运输节点，通过
”
调整班期、改造挂港港序和明确
时间窗口，在武汉 -上海、上海
-越南、上海 -泰国 3个航段
实行每周双进双出运输。其中，
武 汉 -上 海 航 段 以 3艘
350TEU的五定班轮支线船舶
和两艘 320TEU的外港专班支
线船舶为主力；上海 -泰国航
段以 3艘 800TEU的 RBC干
线海船为主力；上海 -越南航
段将以 4艘 2800TEU的 CTS
干线海船为主力。
在班期安排上，武汉 -（柬
埔寨）、泰国、（老挝）的进出口运
输将以武汉阳逻港、上海外高桥
港和泰国曼谷港作为航次主轴，
提供武汉至柬埔寨、泰国、老挝
的覆盖服务。从武汉阳逻港出口
的货物，途径上海外高桥港、柬
埔寨西哈努克港，14天可至泰国曼谷港。从东盟四国进口
到武汉的货物，从泰国曼谷港发班，途径泰国林查班港对
接老挝中转货物，经上海外高桥港 19天至武汉阳逻港。
武汉 -越南、（泰国）、（老挝）的进出口运输以武汉阳
逻港、上海外高桥港和越南胡志明港作为航次主轴，提供
武汉至越南、泰国、老挝的覆盖服务。从武汉阳逻港出口
的货物经上海外高桥港，11天可抵达越南胡志明港。从泰
国林查班港对接老挝中转货物后 15天可至武汉阳逻港。

为加快建设航运中心，打造长 “四大提升”工程，共计建设项目 157
江全流域黄金水道。武汉新港管委 个，投资总额 2702.8亿元。
这是在《纲要》基础上，对航运
会牵头编制了《武汉长江中游航运
中心核心区建设规划及近期实施计 中心建设的进一步细化和升级。
港航资源整合也是加快航运中
划》，提出了实现港航基础设施功
能、航运服务水平、航运核心要素及 心建设的重大举措。今年 5月，湖北
产业支撑能力、航运资源配置能力 省委常委会作出了“统筹规划使用
我省长江沿线的宝贵岸线和港口资
源，以武汉新港为依托，打造长江中
游航运中心”的决定。
武汉乘着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
“东风”，全面启动航运中心建设。7
月 10日，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航运
中心规划及近期实施计划；7月 11
日，市领导亲自挂帅成立了武汉市
航运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并召开了
第一次会议，同意按照建设“四大平
台、一特区、一主体”的思路开展近
期工作。
武汉新港管委会介绍，航运中
心建设实质上是航运相关产业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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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发展，当前需按照“一案一策一专
班”的方式，完成各项重点建设任
务，其中“四大平台、一特区、一主
体”的建设是重中之重。
“四大平台、一特区、一主体”即
建设阳逻港综合保税园区，构筑临
港开放平台；建设武汉航运交易所，
构筑航运市场交易平台；建设陆地
港，构筑港口功能延伸服务平台；建
设航运公共信息交换中心，构筑信
息共享保障平台；打造航运产业“特
区”，集聚发展航运要素；整合市场
主体，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武汉新港 4年实践，奠定了航运
发展的良好基础。如今，武汉长江中
游航运中心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各
项建设任务正紧锣密鼓的全面启动、
扎实推进，一个现代港、国际港、枢纽
港必将在中部崛起，为“舞动”长江经
济支撑带而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