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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運業在「一帶一路」下的發展前景 

海上丝绸之路协会  

2017年3月2号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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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协会 

•目前，香港是全球第八大貿易經濟體，以蓬勃的國際貿易和效率
卓越的港口見稱，香港同時亦是隨巴拿馬、利比利亞和馬紹爾群
島之後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船舶註冊地。 

 

•香港港口處理的貨櫃吞吐量，近年在國際排名上持續下跌，落後
於其他亞洲港口。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如何發揮本身優勢，
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面對全球貿易增長疲弱，中國經濟發
展放緩，全球航運業陷入困境，香港航運業群如何面對挑戰？香
港航運物流業又如何借助「一帶一路」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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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香港码头排名下降，就是航运中心国际地位下降了吗？香港是个
国际航运中心？什么是国际航运中心？ 

•发展国际航运服务是香港的方向吗？香港为什么要保持国际航运
中心的地位？ 

•在航运业，香港能做到“超级联系人” 吗？一带一路对香港的航
运业会带来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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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 2013年施政報告 
  

•香港政府网站：“提升香港竞争力，巩固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 

•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
2014年3月5日 

 

•「我們會在現有的碼頭業務基礎上，發展國際航運服務業。香港 
的經營環境高度國際化，有先進的金融和法治體制，更有優秀的 
專業人才，近年和航運相關的服務業發展勢頭良好，門類包括船 
舶管理、船務代理、船舶融資、航運保險、船舶註冊、法律服務 
等。我們會參考今年稍後完成的顧問研究的建議，強化香港航運 
服務業的 羣組作用，向高增值的航運服務業進發。這是我上述 
“做多做闊”中“做闊”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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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ping Shopping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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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 2016年，新加坡交易所(SGX) 按计划完成收购波交所，法国达飞轮船收
购新加坡东方海皇后已将亚洲总部迁至新加坡，中国工商银行将其亚
太航运金融总部设立在新加坡。 

• 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成立了海事和港口局统筹港口管理和服务，成立了
新加坡海事基金以加强公营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的有效沟通。 

• 在海事服务方面，2013年新加坡成为波罗的海航运公会在伦敦和纽约
之后的第三个国际海事仲裁地，进一步强化了新加坡在国际海事仲裁
领域的地位。 

• 新加坡政府针对航运企业提供了大量税收优惠，制定出一系列税收激
励计划。 

• 新加坡推出面向具备资质的船舶租赁企业、海事基金和海事信托等的
海事金融激励计划，使资金利用率更为高效，航运企业可获得更多的
资金支持。 

 
截至2016年底，共有130多家国际航运集团及5000多家航运组织机构，
17多万航运类人才在新加坡集聚，为新加坡当地GDP贡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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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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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宁波舟山港 
• 2015 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3653.70万标箱。2016年1-11个月理货量
达到了3404万标准箱，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1.9%。上海港连续七
年保持世界集装箱第一大港地位。 

• 中远海运、中外运长航航运总部、英国威仕船舶管理、国际海事（中
国）研究中心、国际海事组织亚洲海事技术合作中心等一大批国内外
知名航运企业和功能性机构入驻，上海已集聚了比较完备的航运资源
要素。外商独资船舶管理企业开放、国际中转集拼、高端航运人才
“双认证”等多项航运创新突破取得进展，自贸区航运服务业对外开
放举措初显成效。 

 

• 2016年，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一举突破9亿吨，成为全球首个9亿吨大港。
自2009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海港以来，宁波舟山港已经保持了“八连冠”。 

 

• 上海港/新加坡港/深圳港 宁波-舟山港 /香港港/釜山港/广州港/青岛港 /
迪拜港/天津港。世界十大港口中，七个是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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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运业的严冬 

• 马士基航运2016年报告利润亏损3.76亿美元（2015年盈利13亿美元），
投资资本回报率负1.9%（2015年为6.5%）。2016年市场环境低迷，运
价持续下滑，但货量提升，燃油价格下滑导致单箱成本降低，船舶配
载率和成本效率提升。受到上述因素综合影响，公司实际利润亏损
3.84亿美元（2015年盈利13亿美元）。--马士基集团2016年全年财报 

 

• “2011至2015年，年均投资造船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持续的运力快
速扩张，导致供需严重失衡，截止到2015年，全球干散货运力过剩率
达30%以上，集装箱运力过剩达25%，油轮运力过剩达20%。今年初BDI
和CCFI双双跌至历史新低(BDI 290点、CCFI 632点)。受持续低迷的影响，
航运公司业绩恶化、资产缩水、负债增加、有的公司宣布破产，产业
平衡被彻底打破了。”--中远海运集团董事长许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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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全球集装箱班轮行业大事Fiver Weddings+A Funeral 

 法国达飞轮船收购了新加坡美国总统轮船， 

中国远洋与中海集运达成合并， 

赫伯罗特与阿拉伯轮船即将达成合并， 

马士基航运收购汉堡南美， 

日本川崎汽船、商船三井和日本邮船整合集运业务 

 

韩国韩进海运在2016年9月退出集运市场 

 

• 大洋联盟OCEAN Alliance: 东方海外、达飞、中远海、长荣海运 

• 2M 联盟 ：马士基、地中海航运 

• THE Alliance：赫伯罗特、阿拉伯联合航运、日本邮船、川崎汽船、阳明海运、 

商船三井株式会社，韩进海运 

联盟的特性： 船舶共享、运营中心、信息共享、共同采购 

 

第一梯队：马士基，地中海航运、达飞、中远海运、J LINES、赫伯罗特、长荣 

第二梯队：东方海外、阳明海运，太平船务、现代商船、以星、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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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大型化—MSC ZOE/1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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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巴拿马运河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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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型船舶可经由巴拿马运河挂靠美国西部港口，亚洲—美国航线因此调整，美国东西岸港口运输格局
随之发生变化。 
大批4000-6000TEU Panamax 船 价值下跌到几乎废钢价。已经见到9岁船拆解 



香港海運及港口行業 

•根據二零一四年的數據，海運及港口行業的經濟總值貢獻香港本
地生產總值達三百億港元（約三十八億五千萬美元），為就業市
場提供近十萬個職位，對香港發展十分重要。 

•貿易及物流業是香港經濟四大支柱行業之首，佔GDP（本地生產
總值）的24%。其中物流業的直接經濟貢獻是GDP的3.2%、就業
人口的5%，涉及18.8萬個職位—易志明 

•截至2016年4月，已向香港船舶註冊處註冊的船舶超過2,490艘，
合計為1.04億註冊總噸。2014年，在香港註冊的船舶總噸位達
1.51億載重噸，佔全球船隊的8%。---HKTDC 2016.6. 

 

 

13 



14 



香港码头业的现状和特点 

 现状： 

2016 年前11月，香港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775.5万箱,预计全年货柜吞吐
量约1936.9万标箱，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继续位列全球第五大港口。 

特点： 

1.香港码头它以由政府主導、民間投資為主體的模式，由幾個大財團以高度
壟斷的方式管理和營運。高地價、高投入、高成本和百分百承擔風險責任，
財團以高利潤、快回報作為營運思想與方針。 

 

2.近十年，港口吞吐量增長是由轉運貨物增長帶動 

由2007年起，香港的轉運貨物吞吐量已超過直接裝運貨物。在2005年至2015
年期間，轉運貨物佔港口貨物吞吐量的百分比，由2005年的 44.9% 增加至
2015年的 58.7%，當中又以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轉運貨物比重最大，佔港口轉
運貨物的 38.4%。統計處的分析也指出，在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港口轉運貨物
中，約有 73.9%是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地區之間的轉運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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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记港口信托 
• 2011年，和记黄埔宣布分拆和记港口信托于新加坡上市，和记黄埔会在和记
港口信托持有27.6%的股权。和记港口信托上市的资产包括: 

 

•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100%股权 

• 中远-国际货柜码头（香港）有限公司50%股权 

• 亚洲货柜码头40%股权 

•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56.4%股权 

• 盐田三期国际集装箱码头51.6%股权 

• 深圳盐田西港区码头51.6%股权 

• 江门国际集装箱码头 

• 南海国际集装箱码头 

• 珠海国际集装箱码头（九洲） 

• Asia Port Services Limited 

• 和记物流 

• 深圳和记集装箱仓储 

• 马来西亚西港控股Westports23.55%股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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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的航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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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航运公司： 

  

1. 本地老牌的华人家族企业：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泰昌祥船务、 

      华光航业控股、金山轮船国际、万利轮船、和合航业、中国航
运    等等 

2.   中资航运：招商轮船、中外运航运、中远海运香港 

3. 外资分支机构：商船三井、ECL、 Seaspan, AMP 

4. 后起： 

      太平洋航运、莱宝集团、 Chellaram航运 

      远航集团、巴拉歌船务、金辉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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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船舶管理业务 
• 可提供称职、高素质的岸上支援人员， 
• 可方便地招募到大量合格的船员， 
• 船員調派和管理是船舶管理的要素,香港地理位置优越，加上香港機場
效率卓越，香港入境事務處在加快處理工作許可方面，效率很高. 

• 法制方 面，香港擁有深厚的法律傳統，繼承了英國的普通法體系，包
括備受尊重的海事判例等法律資源。 

• 商業 方面，香港提供便利和透明的營商環境。 
 

• Anglo-Eastern Univan Group, 該公司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航運服務公司
之一， 管理約600艘船舶； 

• 貝仕香港 (香港)有限責任合夥公司 (Bernhard Schulte Shipmanagement 
(Hong Kong) Ltd Partnership)； 

• 香港華林船舶管理有限公司(Wallem Ship Management) 
• FLEET MANAGE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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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香港进行仲裁? 

•提供獨立、中立的爭議解決地點 

•擁有世界一流的立法框架及支持仲裁的司法體系 

•享受國際頂級仲裁機構的優質服務 

•獲得經濟和高效的仲裁程式 

•充分利用香港本地不斷壯大的仲裁群體 

•盡享亞洲國際都會之便捷 

•作为执行跨国商事仲裁裁决基础的《纽约公约》适用于香港。香
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在全球将近150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有效承
认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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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保险 

• 香港具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保险从业人员，能够提供完善及世界知名的
商业保险服务。全球主要的保险机构均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国际集团
协会也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以便经营保险业务和处理索偿。 

 

• 根据香港保险业管理处的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9月底，在香港获授权
承保船舶保险的企业为85家。其中，香港本地企业53家;非香港本地企
业32家。近年来，香港获授权船舶保险机构的承保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业务质量也有所改善，去年毛保费和净保费分别为23.63亿港元和15.55
亿港元，增幅同比分别达到18.1%和19.4%，为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16年上半年，毛保费和净保费分别为19.44亿港元和13.33亿港元，同
比分别增长5.6%和6.1%。 

 

22 



香港航运业的问题 

内部 

• 1.政府及其政策对航运业的支持和重視 度不足 

-----政府虽然与2016年成立了海运港口局，但只具備有限的行政職能。 

-----政府內部缺乏專職專家協助制訂航運政策。 

-----政府與其他經濟體簽訂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的進度慢。 

-----2015年底落實的《競爭條例》，令班轮公司對靠泊香港有所憂慮。 

2. 人力資源短缺問題，人才青黄不接，人工成本高昂 

3. 缺乏有效的營銷和推廣 

4. 青馬大橋的嚴格船舶高度管制 

5. 码头物流业用地缺乏 

 

外部 

1. 未能充分正确地利用與內地的關係，內地一旦开放沿海运输权，对香港作为转运港的地位
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冲击。 

2.船舶大型化，带来对港口业者以及当地政府的多方面的压力，生產效率 下降等。 

3.其它港口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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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法律对沿海运输权的相关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条规定：非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
国籍船舶不得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带。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1条规定：外国籍非军用船舶，未经
主管机关批准，不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和港口。 

 

•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不得经营水路运输业务，也不得以租用中国籍船舶或者舱位等方式变相经营
水路运输业务。 

 

• 《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江河、
湖泊及其他通航水域中的旅客、货物运输，必须由中国企业、其他单位或个
人使用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舶经营。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
部批准，在中国注册登记的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或船舶，
不得经营上述水域的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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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具備許多獨特優勢，包括：香港作
為亞太區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通樞紐的區位優勢、香港作
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開放合作的先發優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航運和貿易中心的服務業專業化優勢；以及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
交融之地的人文優勢。 

•中央政府將支持香港在四個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一是主動對接
「一帶一路」，打造綜合服務平台；二是瞄準資金融通，推動人
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投融資平台建設；三是聚焦人文交流，
促進「一帶一路」沿線民心相通；四是深化與內地合作，共同開
闢「一帶一路」市場。” 

• ----张德江委员长2016年5月18日香港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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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香港海运码头物流业 



Valemax-Chinamax的启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 
 
矿砂船，船长 360m，船宽65m，设计吃水22m，设计吃水下的航速14.8kn， 
续航力25000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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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山島國際自由港 

• 桂山島島位於珠江口外，澳門、香港 以及珠三角的交滙點。面積 10 
平方公里，大小與澳 門半島相約，距香港大嶼山僅 3 海哩、距澳門約 
20 海哩。桂山港水深約 15-20 米，葵青貨櫃碼頭水 深亦介乎 14-15.5 
米。 桂山島現時已建成桂山港，具備海關、邊防口岸 設施齊備，可供
海外輪船靠泊，且海岸綫有 4,000 米， 可以打造葵青貨櫃碼般規模的
國際碼頭。 

• 從客觀條件 看，桂山島具備發展國際自由港碼頭的條件。 如果將來自
貿區涵蓋桂山島，採用粵澳共建模式 是最優選擇…….撇掉香港，主要
避 免香港資本進一步滲透珠江口轉口港口服務。 

• 從競爭需求看，上海自貿區優先推行將倒逼 粵澳共建國際自由港碼頭
的追趕行為，一旦粵港共建 自由港事成，必定對香港港口構成競爭，
從而倒逼香 港港口改革，珠江三角洲經濟圈會因為港口改革而超越長
江經濟圈，它又會倒逼上海自貿易港口改革，最 終形成區域合作、良
性競爭的發展迴圈。  

• ----谢四德：《 自貿區下粵澳共建新型國際自由港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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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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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1--成立香港海运港口物流管理局 

成立香港海运港口物流管理局，这是一个政策局，要有责、有权、有人和有钱。开
展以下方面的工作： 

 

1.审时度势，正确定位，为香港的航运港口物流业制定有进取心的宏观中，长期战略，
并监督实施各项政策。 

 

2.向新加坡学习，采取商业和人性化的手段，以各种形式进行营销、推广公关和游说
活动，对象包括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各类公司、研究机构等； 

 

3.整合政府和民间的资源，如政府的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IFFO)，协会如香港
船东会、智库等，帮助香港的航运企业参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促成航运港
口物流企业与中国的国企和民企进行合作； 

 

4.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有重点地选定对象，包括船东、货主、大型贸易商、航运金融
机构等，吸引国际国内的贸易商和船东等入住香港，特别是中国的租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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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2---整合现有资源，成立业界智库 

香港航运港口物流业界，在海运港口局的支持下，可整合资源，成
立自己的相对常设的智库。 

加强对中国和各个地区政经民情的研究，特别是对珠三角地区宏观
和微观政策长期持续的研究。 

有重点地选定与香港航运港口物流业界利益相关的行业和企业作为
研究对象。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业界的智库应将张德江委员长的讲话精神，
吃深、吃透，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和可操作的方案供业界参考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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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3---建设粤港澳国际航运中心 

•抓住“一带一路” 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机，利用香港特区和
自由港的优势，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优势，取得新的战略制高点。 

•实施策略方面，要既有博弈，又有合作。寻求错位发展，以粤澳
和大陆西南各省为经济腹地，引领珠三角与其它地区进行竞争和
合作，建设粤港澳国际航运中心！ 

 

•最具体和紧要的目标是防止中央政府将沿海运输权全面开放。在
这一过程中，香港业界应充分了解和利用相关特大型央企的作用，
审时度势，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有所取舍，将香港的利益最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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