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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港口投资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港口投

资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港口投资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港口投资行业的现状、中国港口

投资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港口投资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港口投资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港口投资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港口投资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沿海港口建设投资规模自2012年开始连续6个年度负增长，投资规模由2012年的1004.14亿元

下降至2018年的563亿元。预计2019年我国沿海港口建设投资规模为592亿元。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港口投资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1

年我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累计值达997259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5.2%。           指标  

2021年12月   2021年11月   2021年10月   2021年9月   2021年8月   2021年7月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

量当期值(万吨)   83382   83673   84098   81899   86065   81829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累计值(万吨)

  997259   913877   830204   746106   664207   578142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3.2   2.5  

0.6   -1.5   3   -4.2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累计增长(%)   5.2   5.4   5.7   6.3   7.3   8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行业现状分析

 第一章 港口概论

 第一节 港口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港口的分类与组成

 一、港口的分类

 二、港口的组成

 第三节 港口的基本特征

 一、港口的物质特征

 二、港口的功能特征

 三、港口的法律特征

  

 第二章 港口管理体制

 第一节 港口管理概述



 一、港口管理概念的定义与分类

 二、港口管理的主要内容描述

 三、港口收费的概要描述

 四、港口管理机构简介

 第二节 国际港口管理体制介绍

 一、国际港口管理模式简介

 二、国外政府对港口功能、地位的认识

 三、国外国家对港口的宏观调控手段

 四、国外港口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我国港口管理体制的沿革

 第四节 我国港口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分析

 一、港口行政管理职责交叉严重

 二、港务局难以真正成为经济与民事法律主体

 三、缺乏以港养港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第五节 港口的成本管理

 一、树立全员成本效益观

 二、扩大管理项目外延

 三、力求成本管理个性化

 第六节 港口企业的标杆管理

 一、标杆管理的概念

 二、港口企业标杆管理的基本类型

 三、实施标杆管理的步骤

 第七节 经济改革与港口管理体制的影响分析

 一、港口经营独立市场主体地位走势分析

 二、宏观调控的港口效用影响分析

  

 第三章 港口规划

 第一节 港口规划概述

 一、港口规划概念的定义与分类

 二、港口规划的主要内容描述

 第二节 编制港口规划的基本要求

 一、充分利用国家的港口资源



 二、充分发挥港口效能

 三、充分体现国家经济投资前景

 第三节 港口规划的编制和审批

 一、港口规划的种类

 二、港口规划的依据和内容

 三、港口规划的审批

 第四节 港口规划与相关规划关系契合性分析

 第五节 港区和规划港区

 一、港区和规划港区的区别

 二、港口管理机构对规划港区的管理

 第六节 港口功能转变的建设规划

 一、规划建设宜适度超前

 二、尽量保护深水岸线资源

 三、突出安全性、自然性、亲人性

 四、码头设计体现灵活多用

 五、装卸工艺要求高效快速

  

 第四章 2022-2028年我国港口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第一节 当前出口退税政策对港口业的影响分析

 一、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历史影响

 二、退税率下调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三、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运输业影响不一

 第二节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影响分析

 一、对外贸出口的综合影响

 二、行业影响差异分析

 三、对出口型生产企业和外贸流通企业影响的差异

 第三节 《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影响分析

 一、isps规则的基本概念和内容

 二、isps规则产生带来的变革

 三、isps规则自身目的

 四、isps规则的发展动向

 第四节 港口保税区转型分析



 一、保税区转型与建立国际性枢纽港的原因与意义

 二、建国际枢纽港分析

 第五节 发挥港口保税区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

 一、保税区与港口企业关系分析

 二、保税区与物流园区关系分析

 三、保税区与区内企业关系分析

 第六节 抢抓机遇加快建设海峡西岸港口群

 一、建设海峡西岸港口群面临重大机遇

 二、建设海峡西岸港口群是福建港口发展的战略目标

 三、建设海峡西岸港口群的思路与措施

  

 第五章 港口发展经济环境分析

 第一节 主要港口集装箱运行情况分析

 第二节 港口业的影响和对策

 一、市场进入壁垒降低的影响

 二、发展对策

 三、港口业的可持续投资策略

 第三节 把握好港口建设的度

 一、把握好港口建设规模的环节

 二、正确估算市场需求

 三、要充分估计竞争形势的影响

 四、正确计算港口能力

 五、建港行为主体热与冷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对港口发展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推动港口第三方物流发展

 二、港口发展第三方物流的战略措施

 三、港口应大力发展以管理为基础的第三方物流

 第五节 两翼港口带动腹地经济发展分析

  

 第六章 我国港口码头业务结构分析

 第一节 港口业务构成分析

 一、码头的开发与经营



 二、货物装卸与运输

 三、港口配套交通设施建设与经营

 四、转口贸易

 第二节 主营业务分析

 一、散货与集装箱运输

 二、国内贸集装箱水路运输市场调研

 第三节 各项业务收费状况分析

 一、港口费及其种类

 二、各项费用及费率表

  

 第七章 2022-2028年我国港口整体运行分析

 第一节 我国港口产业结构现状调研

 一、沿海港口现状分析

 二、沿海港口发展目标

 第二节 我国长江港口结构现状与结构调整

 一、长江港口发展概况及预测分析

 二、长江港口存在的问题分析

 三、影响长三角港口外贸集装箱主要因素

 四、长江航运发展现代物流的对策

 第三节 长江外贸集装箱运量预测分析

 一、目前及未来外贸货物分析

 二、外贸出口货物生成集装箱量

 三、外贸货物装箱率

 四、外贸集装箱生成量

 五、长江外贸集装箱运量预测分析

 第四节 长江港口物流趋势预测分析

 一、港口进入新的竞争阶段

 二、港口企业呈现加快民营化的趋势预测分析

 三、港口物流化趋势预测分析

 四、港口进入港城一体化综合竞争的新趋势预测分析

 第五节 我国港口建设结构分析

 一、交通运输投资前景目标对港口结构调整的意义



 二、港口结构调整中要加强统一

 三、港口结构调整要与技术创新

 四、港口结构调整中要高度重视规划工作

 五、推进港口与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第八章 我国港口码头业运营现状分析

 第一节 我国港口运营情况分析

 一、全国港口运营情况综述

 二、全国港口数据合计

 三、全国港口发展特点

 第二节 我国港口吞吐量分析

 一、国内各主要港口吞吐量状况分析

 二、我国主要枢纽港口经营状况分析

 第三节 观点

  

 第九章 港口业供求现状分析

 第一节 我国港口需求分析

 一、我国港口需求分析

 二、主要港口的泊位与航道水深状况分析

 第二节 内河及湖泊港口供给

 一、中国主要河流概况

 二、航道网分布特点

 第三节 影响港口集装箱运量的因素

 一、港口价格的构成

 二、港口价格在集装箱运输中的地位与关系

 三、影响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主要因素

 四、关于促进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的思考

  

 第十章 2022-2028年港口投资现状分析

 

         我国的港口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下拨资金、交通部专项资金、银行贷款、地方自筹

、企事业单位自筹、外资引进、利用合资，它们在港口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如下图所示



。我们可以发现，国家投资和交通部专项资金合计仅占总投资的8%，其余通过市场筹措的数

额占了大于90%的比重。其中，银行贷款、地方自筹及企事业单位自筹是最主要的三种融资

方式，所占比例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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