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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港协办字第 100 号

关于邀请参加“2014 中国港航发展论坛

暨第十四届中国港口航运物流

展览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有关单位：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现代物流业的快

速发展，港口发展已经进入了历史性转折时期和战略机遇期。

2014 年 5 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港口

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形

成质量效益高、枢纽作用强、绿色安全、集约发展、高效便

捷的现代港口服务体系，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为了明晰港口发展阶段、理清发展思路，指明港口转型

升级方向；为了促进港航业的广泛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快

我国港航业创新发展，推进港航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港航业

发展水平，由中国港口协会主办的“2014 中国港航发展论坛”

将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31 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以“调

结构、促改革、推升级、助创新”为主题，将邀请国家有关

部门领导，交通行业权威的研究咨询机构领导，国内各大港

口、航运集团，国际知名的港口及航运运营高管出席，站在



2

全球视野共同探讨当下全球港航和中国港航形势发展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

论坛同期还将举办“第十四届中国港口航运物流展览

会”。作为国内历史最久、最专业的港口航运物流展，该展览

会自 1988 年首次举办，时至今日成功举办了 13 届，已经成

为国内港航界高度关注的专业展会，对我国港航物流业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次会议将通过展览展示、高端访谈、主旨演讲、对话

讨论、经贸洽谈、现场交流、参观考察等系列活动，全面展

示港航业现代科技创新发展水平，搭建互利共赢平台，融合

各方智慧，开启我国港航发展新时代。

望各受邀单位能积极筹备参加“2014 中国港航发展论坛

暨第十四届中国港口航运物流展览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调结构、促改革、推升级、助创新

二、时间、地点

（一）时间：2014 年 10 月 30-31 日(30 日上午报到)

（二）地点：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上海市黄浦路 199 号)

三、组织结构

主办单位：中国港口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港口》杂志社

赛宝恒瑞（北京）管理咨询中心

协办单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3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

中国船东协会

中国远洋（集团）总公司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四、论坛及展会注册有关情况

（一）参会人员及参展单位

地方政府港航管理部门、港口集团、航运公司、物流公

司、码头经营公司、临港经济区、工程规划设计建设单位、

保税港区、经济开发区或物流园区、陆港（无水港）、铁路场

站运营和研究机构、设备供应商、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跨国企业与制造企业、资源型企业、投融资服务机构、业内

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

（二）参会费用

国内代表参会注册费用：4500 元人民币/人（中国港口协

会会员）,5200 元人民币/人（非中国港口协会会员）。境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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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参会注册费用：USD1000/人。此费用包含会议期间餐费、

资料费等（不包含交通费、住宿费）。

国内外参展商费用：30000 元人民币/个

（三）请确定参加的展商与参会企业代表尽快将报名回

执传真或邮件至大会组委会，并于报名之日起 3 日内将相关

费用汇至指定账户（见附件）。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健 联系人：裴 刚

电话：010-6864 0956 电话：021-6364 0366

传真：010-6864 0956 传真：021-6307 7441

邮箱：china_ports@126.com

网站：www.chinaports.org

www.ports.org.cn

附件一：拟定议程及主要活动安排

附件二：注册表

附件三：展位图纸

中国港口协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

抄报机关：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科技司

协会内发送：正副会长、秘书处各部室

mailto:china_ports@126.com
http://www.chinapor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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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拟定议程及主要活动安排

论坛主题：调结构、促改革、推升级、助创新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上海市黄浦路 199 号) 一楼大宴会厅

2014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四 下午

14:00-17:00 平行论坛

14:00-17:00 （平行）论坛一

14:00-16:00 议程一 专题演讲：中国港口体制改革的政策突破

主 持 人：童 洁 中国港口杂志副主编

14:00-14:25 演讲题目：我国港口体制改革回顾评估与深化改革的探索

演讲嘉宾：中国港口协会秘书处

14:25-14:50 演讲题目：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演讲嘉宾：沈益华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水运所副所长

14:50-15:15 演讲题目：港口行业重点领域改革的思路与方向

演讲嘉宾：徐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15:15-15:40 演讲题目：利乎? 弊乎? 从试点看“营改增”对港口业的影响

演讲嘉宾：高晓丽 上港集团财务部总经理

15:40-16:00 参观展览茶歇

16:00-17:00 议程二 专题对话：完善 突破

主 持 人：童 洁

对话嘉宾：中港协领导 沈益华 徐萍 高晓丽

（此环节对话，拟通过中国港口协会、行业专家学者的共同交流，探索如何进一

步深化我国港口体制改革。）

18:00-20:00 自助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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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四 下午

14:00-17:00 平行论坛

14:00-17:00 （平行）论坛二

14:00-16:00 议程一 专题演讲：陆港发展

主 持 人：丁 莉 中国港口协会港口研究中心主任

14:00-14:25 演讲题目：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汪 鸣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

14:25-14:50 演讲题目：陆港建设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演讲嘉宾：杨明瑞 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主任

14:50-15:15 演讲题目：铁路规划、建设、投资、创新

演讲嘉宾：铁路研究院总工

15:15-15:40 演讲题目：加快发展海铁联运 构建合理港口集疏运体系

演讲嘉宾：海铁联运六家港口试点企业之一

15:40-16:00 参观展览茶歇

16:00-17:00 议程二 专题对话：联动、发展

主 持 人：丁莉

对话嘉宾：汪鸣 杨明瑞 铁路研究院总工 海铁联运六家港口试点企业之一

（陆港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实现快速联动、互动发展、互相促进，已经成为了备受

关注的一个热点和重要内容。探讨陆港的发展,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关

键，是促进中国内陆地区开发开放需要解决的课题。）

18:00-20:00 自助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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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五 上午

08:30-11:45 开幕式及全体会议

08:30-09:00 议程一 开幕式

主 持 人：陈英明 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长

致辞嘉宾：交通运输部领导

徐祖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中国航海博物馆首任馆长、

中国港口协会名誉会长、原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陈戌源 中国港口协会会长、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领导

09:00-10:30 议程二 主旨演讲：形势

主 持 人：陈英明 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长

09:00-09:25 演讲题目：我国航运发展的形势

演讲嘉宾：叶伟龙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09:25-09:50 演讲题目：加强产业协作，推进我国东西部经济一体化发展

演讲嘉宾：侯永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与区域经济部部长

09:50-10:15 演讲题目：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推动港航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健康发展

演讲嘉宾：白力群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10:15-10:30 参观展览茶歇

10:30-11:45 议程三 主旨演讲：发展、战略

主 持 人：陈英明 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长

10:30-10:55 演讲题目：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 港口航运业再创辉煌的必由之路

演讲嘉宾：张小文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

10:55-11:20 演讲题目：构建港城物流一体化

演讲嘉宾：周小溪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1:20-11:45 演讲题目：港口企业融资模式与走出去的思考与探讨

演讲嘉宾：胡建华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1:45-13:30 交流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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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五 下午

14:00-17:10 全体会议

14:00-15:30 议程四 主旨演讲：展望

主 持 人：朱建海 中国港口协会秘书长

14:00-14:25 演讲题目：中国航运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演讲嘉宾：张守国 中国船东协会会长

14:25-14:50 演讲题目：建设长江黄金水道 助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新支撑带

演讲嘉宾：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14:50-15:15 演讲题目：国有企业投融资主体多元化背景下国际合作的新机遇

演讲嘉宾：朱碧新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5:15-15:30 参观展览茶歇

15:30-16:50 议程五 主旨演讲：产业创新

主 持 人：朱建海 中国港口协会秘书长

15:30-15:50 演讲题目：临港经济区产业合作新模式

演讲嘉宾：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政府领导

15:50-16:10 演讲题目：打造港机产品“4G”时代

演讲嘉宾：三一港口机械有限公司高管

16:10-16:30 演讲题目：中国港口全自动集装箱码头的建设与构想

演讲嘉宾：港口机械厂商代表

16:30-16:50 演讲题目：大数据时代的港航信息化建设

演讲嘉宾：港航信息化企业代表

16:50-17:10 议程六 闭幕式

总结嘉宾：陈英明 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长

17:10-18:00 参观展览交流

18:00-20:00 自助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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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注册表

单位名称(公章)

地 址 邮 编

参会人员 职 务 手 机 联系电话 E-mail

专职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E-mail

参会费用:

会员单位:4500 元/人 （ ）人

非会员单位:5200 元/人 （ ）人

境外机构:＄1000 /人 （ ）人

标准展位：30000 元/个 （ ）个

演讲费用：60000 元/场 （ ）场

会刊费用：10000 元/页 （ ）页

宣传片播放费用：10000 元/场（ ）场

我单位有意参与以下活动：（以下项目可另附协议书）

□主赞助 □金牌赞助 □银牌赞助 □其他

费用总计 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整（小写）: 元

汇款方式：户 名：赛宝恒瑞（北京）管理咨询中心

开户行：北京农商行石景山支行

帐 号：030 1150 1030 0001 4556

酒店预定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 是□ 否□

注：如您确认参加请填写本注册表，加盖公章尽快传真至会务组，并于 3日内

将相关款项汇入指定账号。

会务联系：张 健 电话：010-68640956 13439508333 传真：010-6864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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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4中国港航发展论坛

MARINE 
PORT CHINA

2014
The 14th China Ports, Shipping and Logistics Exhibition 
第十四届中国港口航运物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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