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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港轩/文
（本版图片由省港口集团提供）

江西港口资源整合实现江西港口资源整合实现““一省一港一主体一省一港一主体””
——完成整合港口码头完成整合港口码头6060座座

““襟三江而带五湖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控蛮荆而引瓯越””是是《《滕王阁序滕王阁序》》中的名中的名

句句。。自古以来自古以来，，江西自古是北方通往南方的咽喉要塞江西自古是北方通往南方的咽喉要塞。。随着历随着历

时时11年的全省港口资源整合工作收官年的全省港口资源整合工作收官，，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加加

快补齐的水运短板快补齐的水运短板，，将重振千年赣鄱将重振千年赣鄱““黄金水道黄金水道””辉煌……辉煌……

2018年12月，省政府主要领导调研省
交通运输厅，实地察看赣江航道、沿江港
口码头建设运营情况，指出当前我省港口
码头各自为战、资源极度分散，强调这种
格局要尽快改变，不仅要有新的理念、更
长远的眼光，还要有更宽阔的胸襟，敢于
引进战略性的合作者和投资者，推动整个
港口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5 月 10 日，《江西省港口资源
整合工作方案》经省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5月28日，这一方案经省委常
委会议研究同意。2019年6月19日，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江西省港口资源整合工作
方案》，提出实现全省港口“一省一港一主
体”一体化发展目标，构建全省港口统一
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管理的

“四统一”发展模式。2019 年 10 月 12 日，
省港口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江西省港
口资源整合实施细则》。

2019 年 11 月 6 日，《江西省港口集团
组建方案》经省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2020年1月18日，江西省港口集团
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标志着省港口集团进
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2020年3月30日，九江港彭泽港区矶
山作业区矶山园区公用码头工程开工仪
式在彭泽县举行，标志着由省港口集团与
九江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彭泽县政府三
方合作建设的我省首个港口资源整合项
目顺利落地。

2020年4月7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港口
资源整合工作专题调度会。要在继续抓紧
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勇于
担当、攻坚克难，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港口资
源整合任务，全面提升港口运营管理水平和
综合效益，推动全省航运物流业转型创新发
展，加快实现江西水运业大繁荣，为全省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盛夏的赣江畔，潮平岸阔，生
机勃勃。远处的南昌龙头岗综合
码头，一艘艘货船顺流而下汇入长
江扬帆远航……驻足赣江滕王阁
向北眺望，只见一排排色彩鲜艳的
集装箱码放在江西国际集装箱码
头上，好一幅现代化的港口水运振
兴工笔画。透视滕王阁畔的发展
变迁，南昌龙头岗综合码头集装箱
运输助推港产联动高质量发展，演
绎着江西水运港口助力外向型经
济新的传奇。

近年来，我省抢抓“一带一路”
建设，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
略机遇期，加快推进全省港口水运
发展，先后建成了南昌龙头岗综合
码头一期工程、九江港城西港区九
鼎物流等一批公用货运码头项
目。尽管我省港口发展取得新进
展，但发展基础仍然薄弱，水运作
为综合交通运输短板未得到明显
改观。

江西是水资源大省，境内有
2400 多条河流，其中有 101 条通航
河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
河五大河流汇聚，注入中国第一大
淡水湖——鄱阳湖，经湖口融入长
江，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六位，水
资源丰富，但水运却不发达。同时
受历史原因等影响，过去岸线低水
平开发，还存在“深水浅用”等现
象，造成我省深水岸线资源“丰而
不富”。同时因长时间粗放型的使
用，大部分规模化优良港址被占
用，难以满足全省港口经济高质量
发展需要，水运成为江西交通运输
的短板和弱项。如何集约利用全
省港口资源，如何高效打造全省水
运体系，如何对标建设江西现代化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全省交通
运输改革发展的重要课题。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底，全省现有码头 129 座、泊位数
271 个，但各港口普遍存在各自为

政、各自发展、无序竞争等弊端，未
能形成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的良性
发展格局。港口资源分散，全省
110 多家港口企业发展缓慢、功能
单一，“小散乱”是普遍存在的突出
问题，极易造成污染，影响岸线美
观，而且绝大多数还停留在从事传
统的港口装卸、仓储服务上，在现
代物流服务方面的功能拓展不够，
没有形成完整的物流供应链，产业
附加值低，难以实现滚动发展、做
大做强，统筹谋划全省港口一体化
发展迫在眉睫。

水路通则港口兴。2017 年以
来，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加快水运建
设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快水运建
设的实施意见》。全力补齐水运发
展短板，以“两江两港”（赣江、信
江，九江港、南昌港）为重点，加速
推进“两横一纵”（长江江西段、赣
江、信江）高等级航道建设，于 2019
年底实现赣江全线三级航道通航，

今年底实现信江三级通航，为全省
港口水运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加快振兴我省内河水运发展，
既要“铺好”高等级航道这条大路，
更要发挥港口码头的集聚效应和
引擎作用。为尽快改变全省港口
资源分散、各自发展、实力不强的
局面，2019 年 6 月，省政府印发《江
西省港口资源整合工作方案》，明
确将坚持政府指导、市场运作、合
作共赢的原则，对九江港、南昌港
两个全国性主要港口和赣州港、吉
安港、宜春港、上饶港、鹰潭港等五
个区域重要港口的货运码头进行
资源整合。成立省港口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
厅，统筹协调推进港口资源整合工
作。组建江西省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省级层面港口资源整合和
港口资源开发利用投融资平台，统
筹协调推进全省港口规划、建设、
运营、管理一体化发展。

“当年樟树市最繁华的地方是樟
树港大码头，繁忙喧嚣，帆木驳船比比
皆是，随着浙赣铁路和多条国道、高速
公路的开通，铁路、公路运输日益发
达，樟树港地位迅速下降，辉煌不再。”
原樟树市港务局局长许光华曾感叹
道。2020年5月，省港口集团、中江国
际、新钢集团联合签订樟树港河西作
业区码头合作建设协议，在樟树港河
西作业区投资20亿元建设15个泊位，
将成为我省以集装箱、件杂货、散货吞
吐为主，兼顾装卸仓储、中转换装等

“水铁公”多式联运工程项目。
樟树港河西作业区码头的顺利落

地，仅仅是一年来我省港口资源整合，
深入推进港口岸线、航线资源集约化
利用成果的一个缩影。如今，港口作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
在服务江西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推
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扮演更加
重要的角色。基于全国港口改革的大
趋势和我省港口水运发展面临的难得
机遇，省政府相关领导高度重视全省
港口资源整合工作，积极部署协调、调
度推进。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人多
次深入九江等地港口码头一线调研调
度，分管领导先后召开30多次专题调
度会，各相关设区市同步成立了以分
管副市长为组长的港口改革工作机
构，形成了港口资源整合工作上下联
动、全省“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在整合过程中，省交通运输厅按
照“一省一港一主体”总体要求和“政
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合作共
赢”工作原则，牵头制定了《江西省港
口资源整合工作方案》《江西省港口
资源整合工作实施细则》等政策支持
文件，细化整合措施、时间节点和实
施路线。省直有关部门，各地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关
心关注港口资源
整合工作，及时研
究工作推进中的
重大事项，高位推
动解决矛盾问题，
保障了整合工作
顺利推进。

在 具 体 实 施
过程中，各级各部
门采取谈判寻求
合作、加强与地方
政府及划转企业

沟通商谈、合作参股等多种方式，实
行统一运营、统一管理、收益共享，不
断激发港口经济发展活力。一方面
因地制宜推进省内国有成分码头划
转，在清产核资、审计和资产评估的
基础上，将现有省内国有独资、国有
全资公用货运码头股权或相关码头
资产依法划拨归属省港口集团，码头
经营管理人员和正式聘用人员成建制
划入省港口集团，省内国有控股、国有
参股公用货运码头的国有股权或码头
国有资产依法变更归属省港口集团，
码头暂时维持现行经营模式，省港口
集团依法行使和享受相关股东利益。
另一方面务实推进其他公用码头合作
整合，积极与码头企业开展商谈，结合
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采取全资、控
股、参股建设、合作经营等方式，按“一
企一策”进行整合。

作为全省港口资源整合的实施
主体，省港口集团成立三个谈判工作
组，整合期间，共接洽码头企业 102
家，开展谈判 233 场次，保证了整合
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省现有 24 座省内国有成分
码头整合完成，在建 4座省内国有成
分码头划转完成，拟建 32 座码头整
合完成，基本实现了“一省一港一主
体”发展目标。

岸线资源是公共资源，更是稀缺
宝贵资源，全省港口资源实施以来，
省港口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规
范新、改、扩建码头建设，对项目所在
港区已有同类功能码头且能力富余
的，严格控制岸线审批，防止码头重
复建设；对确需新、改、扩建的，则由
省港口集团与有关方商谈，促成合
作，做到一边抓港口资源整合、一边
规范岸线使用。

盛夏时节，作为由江西省港口
集团与九江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彭泽县人民政府三方合作建设的江
西省首个港口资源整合项目——九
江港彭泽港区矶山作业区矶山园区
公用码头（以下简称九江矶山公用
码头）建设一片繁忙景象，施工现场
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轰鸣……同
样，今年5月26日，一艘装载着20余
吨巴西牛肉的货轮，经过江海联运
抵达九江港。这是九江口岸首次进
口肉类，结束了江西省境内不能直
接进口肉类的历史。

九江港的日益繁荣背后正是
江西港口发展变化的注脚之一。

“以前直接通过九江港进口肉类的
场景连想都不敢想。”九江港（九江
港是一个区域泛称，不是一个单
位）工作人员李跃辉介绍说。未
来，随着全省港口一体化运营后，
大船舶直接停靠九江港实现江海
联运也将成为常态，这些既得益于
近年来江西省加紧推进港口水运
项目建设，加快构建畅通、高效、平
安、绿色的现代水运体系，也得益
于全省港口资源后实现的一体化、
集约化效应。

全省港口资源整合工作启动
以来，江西省已布局港区 50 个、港
口码头项目42个。其中，省港口集
团拥有全资、控股、参股或合作运

营现有码头数达到 19 座、泊位 44
个。预计到2023年，全省公用货运
码头、泊位将分别增长到 112 座、
316 个，年吞吐能力将由现在 0.93
亿吨提升到 3.36 亿吨和 65 万辆滚
装车，集装箱泊位将由现在 6 个增
长到33个，年吞吐能力将由现在80
万标箱提升到 300 万标箱，水运在
全省综合交通运输货运占比将由
现在6.6%提高到约15%。

港兴通天下。随着九江港、南
昌港、赣州港、吉安港等区域重要
港口的修编完成，省港口集团积极
引进战略投资者参与建设、运营和
管理，充分依托省港口集团，立足

“三个见成效”，加快改变我省港口
设施破旧、技术落后、产业附加值
不高的局面，加速推进港口高质量
发展。

立足早见成效，提速做优港口
资源整合后半篇文章。对集团现
有码头逐个规范提升，加快对新接
管码头升级改造，推动集团所属港
口码头港容港貌不断改善、功能全
面优化、形象整体提升。积极探索
在全国范围内招聘港口管理经营
专业人才，培育职业经理人，引进
战略合作伙伴，激发企业活力，实
现 1+1＞2 发展效应。着力优化人
力、设备等资源配置，推动码头管
理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高效化

运营发展。大力推进港口转型升
级，引进集卡车、自动驾驶和吊装
设备、技术，提升货物换装作业效
率，在红光码头选取一个泊位试点
打造全省首个集装箱智慧码头。
推广运用智能操作系统，推行计费
缴费等面向客户业务流程均实现
线上平台办理，推动港口码头生产
作业信息化、通关便利化。

着眼大见成效，拓展做大港口
资源整合后半篇文章。省港口集
团主导，加紧跟进鹰潭九牛滩码
头、都昌宏升码头、赣州五云码头、
龙头岗码头二期等 33 个项目前期
工作，今年确保8个、力争15个项目

开工。加速推进全省七大港区港
口项目建设。通过“港口+园区+产
业”模式，推动港口码头与省内重
点产业融合发展，为企业构建定制
化、个性化的物流服务，将九江及
全省主要适箱货物引入红光物流
园集并，打造全省“五河一湖”外贸
集装箱、干散货等货物转驳集散
地。支持省港口集团立足自身优
势，主动对标中日“江海联运”项目
实施要求，为申报和顺利承接该项
目夯实基础、创造条件。坚持港产
联动，以港口码头和物流仓储为节
点，以港航运输为支撑，推动港航
工贸一体化发展。

注重普见成效，统筹做实港口
资源整合后半篇文章。加快省港口
集团大数据中心建设，充分发挥云
服务平台及大数据技术优势，整合
铁路、公路、水路货运信息，实现“线
上资源合理配置、线下物流高效运
行”，着力建设智慧港口。学习先进
港口管理经验，把新建、拟建港口码
头打造成城市美丽窗口和亮丽名
片，推动全省港口码头形象整体提
升。坚持“以港兴企，以航强企”发
展思路，加大自主贸易力度，加快构
建煤炭、钢材、粮食集散交易中心。
重点抓好红光码头一期工程开港运
营工作，推动打造高标准、高智能、
高效率的现代化“国际港”，发挥九
江航运中心辐射功能，为建设江西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提供高质量
水运服务支撑。

瓶颈：岸线资源“丰而不富”，港口整合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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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激发联动效应，推动港口高质量发展

全省港口资源整合工作速览

前
言

我省首个现代化综合枢纽码头—九江港彭泽港区红光
作业区综合枢纽码头即将全面建成开港运营

11月月1818日日，，江西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江西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标志着省港口集团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标志着省港口集团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繁忙的江西国际集装箱码头一隅

九江港彭泽港区矶山作业区矶山园区公用码头工程鸟瞰图（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