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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港口交通运输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研究及趋势预测分

析报告》介绍了港口交通运输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港口交通运输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

港口交通运输行业的现状、中国港口交通运输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港口交通运输行业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港口交通运输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港口交通运

输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港口交通运输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港口是具有水陆联运设备和条件，供船舶安全进出和停泊的运输枢纽。是水陆交通的集结

点和枢纽，工农业产品和外贸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船舶停泊、装卸货物、上下旅客、补充

给养的场所。由于港口是联系内陆腹地和海洋运输(国际航空运输)的一个天然界面，因此，

人们也把港口作为国际物流的一个特殊结点。

 

     港口历来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运输将全世界连成一片，而港口是运输

中的重要环节。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自己的海岸线和功能较为完善的港口。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港口交通运输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研究及趋势预测

分析报告》表明：2018年上半年我国沿海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达457937万吨，累计增

长4.3%。       指标   2018年6月   2018年5月   2018年4月   2018年3月   2018年2月   2018年1月       沿海

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_当期值(万吨)   78776   79627   76536   74128   67706   76731       沿海规模

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_累计值(万吨)   457937   377501   297552   219608   145422   76731       沿海规模

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_同比增长(%)   5.2   4.5   3.3   -1.2   2.9   4.9       沿海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

量_累计增长(%)   4.3   3.6   3.3   2.6   4.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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