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以绿色为底、
智慧为魂、
安全为脉——

渤海湾畔崛起国际强港

天津港集团公司由曾经单一的港
口货物集疏运公司发展成为集港口装
卸、货物集疏运及货物代理为一体的综
合性港口，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提高了
经济效益。截至2016年底，天津港资
产总额超过1200亿元，并先后连续15
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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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渤海西端，鸥鸟翱翔，塔
吊林立，巨轮竞渡；碧水白沙，帆影绰绰，
游人如织……天津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
象，它在讲述着一个从港口到“港城”和
谐发展的新故事。

为打造世界级港口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百
废待兴、百业待举。天津港艰苦创业，在
一片盐碱荒滩上，相继实施了三期港口
大扩建工程。到 1979 年新建改建深水
泊位 25 个，我国第一座集装箱专用码头
在这里诞生，国际上最先进的散粮码头
在这里建成，昔日落后的港口面貌得到
了极大改变，由此奠定了我国北方枢纽
港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港集团公司
牢牢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
“ 一带一路”
建设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重大
战略机遇，聚焦聚力港口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港口管理体制改革，以“稳”字当
先、
“ 创”字引领、
“ 优”字发力，以创新发
展服务全国，积极贡献
“港口力量”
。
天津港集团公司打破思想藩篱，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维，主动与河北省各
港口抱团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的津冀
港口群。天津港集团公司与河北港口集
团公司共同设立津冀港口项目投资运营

平台公司，与唐山港集团公司共同出资
组建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为未来
形成以天津港为中心、唐山港和黄骅港
为两翼的科学布局奠定基础；分别与沧
州港务集团、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港务公
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推动津冀两
地港口实现由竞争走向竞合的转变，为
打造世界级港口群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天津港集团公司在京冀
地区积极布局建设“无水港”，与北京铁
路局合作建设运营了京津冀地区最大的
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基本形成了京冀地
区“2+8”的无水港网络布局，成功打造
了京津冀绿色物流模式，扩大了同城效
应，进一步提升了港口集疏运能力，有效
吸引了京津冀地区货物向港口集聚。

线，实现了 1.8 万至 2 万标准箱船舶周班
常态化运行，初步形成了以天津港为中
心的“环渤海、海侧、全球”三层级航线网
络体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天津港集
装箱枢纽港地位。
天津港集团公司依托我国唯一拥有
二连浩特、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和满洲
里 3 条大陆桥通道的独特优势，抓紧国
际多式联运通道建设，逐步建立起以丝
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要节
点的陆陆经贸物流网络。向北构建了
“津蒙俄”运输网络，开通了“中蒙俄”国
际运输通道；向西打通了“津新欧”跨境
物流大通道，开行了天津至明斯克和莫
斯科的国际铁路班列，实现中欧班列常
态化运营，开创了“东北亚—天津港—大
陆桥—中亚、西亚和欧洲”双向多式联运
模式，年集装箱海铁联运量和陆桥运输
加快建成全球资源配置枢纽
量始终位居我国港口行业前列。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天津港集团
绿色为底、智慧为魂、安全为脉，是
公司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打造海陆
未来建设高水平世界一流大港的鲜明导
双向网络交汇的“黄金支点”。一方面， 向。天津港集团公司坚持把“绿色决定
积极抢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机
生死”的理念贯彻于港口建设发展的各
遇，向东开放构建联通日韩的密集航线
领域、全过程。今年 4 月底之前，该集团
航班；向南开放构建联通珠三角、长三角
提前 3 个月完成了天津市下达的全面提
地区等国内沿海港口的海上大通道，123
前完成停止天津港汽车运输煤炭和散货
条集装箱班轮航线基本覆盖全球各主要
物流中心基本清空任务，受到中央环保
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全球排名前三位的
督察组和国家环保部的高度肯定。与之
海运联盟均已在天津港开辟了班轮航
同步，积极推动船舶低硫油供应和岸电

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港口机械设备清洁
能源改造；持续开展港区环境综合整治，
使港区绿化面积达到 13%以上，为京津
冀大气防治作出了应有贡献。截至
2016 年底，天津港年货物吞吐量突破
5.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1450 万标
准箱，分列世界港口排名第 5 位和第 10
位；航道等级提至 30 万吨级，成为世界
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

着力提升港口发展质量效益
天津港集团公司深入贯彻五大发展
理念，紧密围绕港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培育港口转
型升级新业态和新动力，为北方国际航
运核心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全方位打造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坚
持高端高质，主动适应世界航运业和腹
地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新形势，加强与雄
安新区和滨海新区制度创新联动，不断
强化国际航运服务平台功能。
全方位加快港口转型升级。实施了
“双进双出”复式深水航道、LNG 码头、
专业化矿石码头、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两
期、重工制造基地一期等一批重大项目
建设，实现了 30 万吨级满载油轮和世界
最大集装箱船舶自由进出港口，进一步
提升了港口能级。积极推进优化货类结

构，以资产资源整合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与世界各港口、航运企业战略合作，大力
发展远洋干线和环渤海内支线，探索建
设国家级海铁联运综合试验区，着力优
化 25 个“无水港”和 5 个区域营销中心
功能布局，不断完善海陆双向物流网
络，做大集装箱、滚装汽车、机械设
备、粮食等货类规模，形成一批特
色货类品牌，进一步增强了天津
港作为津冀港口群的综合性门
户枢纽作用。
全方位打造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港口。坚持
绿色引领，按照加快建设生
态宜居的现代化天津要求，
扎实推进“一港八区”港口
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
港口空间规划布局，优先发
展 集 装 箱 运 输 ，优 化 发 展 矿
石、原油接卸，控制煤炭等大宗
散货运输规模，建设高环保设
施，大力发展铁路集疏港模式，提
高港口专业化和绿色化作业水平。
持续发力“美丽港口·一号工程”，加
快推进东疆港区综合配套区和散货物流
中心搬迁后的滨海新区“中部新城”起步
区建设，全面落实环渤海（京津冀）水域
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大力推广应
用节能减排新技术和设施设备，实现了
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
统一。
全方位打造对外开放高地。充分发
挥港口对内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借中
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优势，不
断强化国际物流服务平台功能，做大大
宗商品交易规模，打造具备进口商品分
拨、出口商品集散、大宗商品交易功能的
国际物流分拨基地，积极打造“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合作平台。不
断强化贸易便利化平台功能，优化口岸
通关环境，协调推进通关通检便利化模
式，创新实施集装箱“港口一站通”
“线上
无水港”等港口电子商务项目。
天津港集团公司还创新打造“旅游
文化”升级版。2016 年天津国际邮轮母
港首次实现全年母港航季运营，接待邮
轮 142 艘次，进出境旅客 71.5 万人，分别
同比增长 48%和 65%，成为我国北方海
上邮轮游的重要聚集地。
不 忘 初 心 筑 强 港 ，扬 帆 竞 进 奋 楫
舟。
“天津港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为使命，着力打造通达全球、衔接高效、
功能完善的国际一流枢纽港口。”天津港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锐钢说。

图① 天津港全景图。
图② 1.9万吨标准箱船舶“地中海
奥斯卡”驶入天津港。
图③ 天津港滚装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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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第一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成卫东：
天津港是全球航道等级最高的人工
深水港，我作为天津港的一名员工深感
自豪，更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的发展
取得众多世界级成就而骄傲。
1998年，我从技工学校毕业后就来
到天津港，从一名普通的拖车司机干起，
近20年间伴随天津港的发展而成长，成
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天津市
优秀共产党员和天津市道德模范。
我工作的地方是天津港第一个海港
码头，1952年10月17日天津港重新开
港，万吨巨轮“长春号”就停靠在这里。
我参加工作时天津港的航道只有10万
吨级，如今已经达到了30万吨级，并且实
现了“双进双出”的复式通航，30万吨级
满载油轮和世界最大集装箱船舶可自由

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富强伟业

进出港口。同时，港口货物吞吐量也快
速增长：2001年突破1亿吨，成为我国北
方第一个亿吨大港；此后9年间，每3年
就跨越一个亿吨台阶，2010年突破4亿
吨，2016年达到5.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突破1450万标准箱，在全球排名中分别
位居第5位和第10位，成为世界上等级
最高的人工深水港。
让我最感慨的是国家富强和港口发
展给我个人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作为连续15年入围中国500强的
天津市国有企业，天津港（集团）有限公
司非常注重职工的发展，积极为我们搭
建创新创造、成长成才平台。近年来，我
先后申请专利7项，完成技改技革项目
100多项，为企业创效近500万元；以我

名字命名的“卫东班组”年创产值达680
余万元，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
的价值。与此同时，我和队里的职工收
入也稳步增长，现在大多都住上了近百
平方米的房子，开上了私家车，每年还有
带薪休假陪家人出去走走……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继续前进，才
能创造美好未来。2016年4月28日，我
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有幸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倍受鼓舞。我
们一定要牢记“三个着力”重要要求，积
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
设等历史性机遇，立足本岗，撸起袖子加
油干，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努力为天
津加快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不懈奋
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
全部力量。
（本报记者 武自然整理）

天津港重新开港
已65年，几代天津港
人为实现建设国际一
将
流枢纽港的梦想，聚
力奋进。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天津港
梦
人创新发展，加速前
行，让延伸至远方的
梦想开出了艳丽
想
之花。
那么，天津港人 武
梦想的发力点是 自
然 伸
什么？
一是主动作为。
向
因为主动，所以有了
与唐山港、黄骅港、沧
州港、曹妃甸港等港
远
口的合作签约和协同
发展。
二是积极创新。 方
因为创新，所以有了
京冀地区建设的“无
水港”，所以形成了京冀地区“2+8”的无
水港网络布局。
三是抢抓机遇。因为抢抓机遇，所
以有了“黄金支点”，有了“沿海港口的海
上大通道”，有了“班轮航线”等载体，开
通了“中蒙俄”国际运输通道，打通了“津
新欧”跨境物流大通道。
心中有梦想，脚下就有力量。这样
的数字足以说明——2016年底，天津港
年货物吞吐量突破5.5亿吨，集装箱吞吐
量超过1450万标准箱，分列世界港口排
名第5位和第10位。航道等级提至30
万吨级，成为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
水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