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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市场主体
截至今年2月底

412家航运产业相关市场主体

在洋浦注册落户

登记船舶 187艘
总载重吨达874万吨

其中——

入籍“中国洋浦港”的国际船舶达33艘
总载重吨达516.79万吨

使得海南的国际船舶总吨位
历史性跃居全国第二

在全球各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中，海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洋浦港区位优势独特，处于泛北
部湾中心地带，毗邻东盟自由贸易
区，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
深水良港，可以直接辐射环北部湾和
东南亚两大市场，是“一带一路”重要
支点，也是中东和非洲油气资源进入
国内的第一个石化产业基地。港口
条件十分优良，全年可作业天数300
天以上，是海南核心港口。经过30
年的开发建设，区内集装箱、散杂货、
液体化学品、天然气等码头泊位种类
齐全，已建成泊位47个，万吨级以上
泊位32个，吞吐能力达1.13亿吨。

正是基于洋浦港口的种种优势，
省委才赋予洋浦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

“样板间”的重大使命，安排多项自贸
港政策在洋浦先行先试，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做压力测试和全岛封关运作积
累实践经验。

但是，业内人士指出，洋浦航运
产业目前面临着国内国际的双重竞
争压力。

国际方面，与国际典型船籍港相
比，现行“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制度吸
引力有待提升，目前存在船龄、检验
机构、船员国籍及经营等方面限制；
另外，由于税收、金融等方面存在差
距，企业经营成本较高。

国内方面，上海、深圳等地纷纷
出台政策支持航运业发展，海南自贸
港政策中的境内建造国际航行船舶
退税政策也复制到了其他地区。上
海洋山港率先试点突破外贸集装箱
沿海捎带业务后，政策已扩大至天津
等五省市自贸试验区开放港口。长
三角地区已施行地区内船舶转籍不
停航政策。此外，洋浦受实质性经营
规定、地方扶持政策变化等影响，部
分投资企业仍持观望态度。

面对压力，洋浦该如何寻求新
突破？

王坚敏说，2022年洋浦将围绕
“三个聚焦”开展工作，一是聚焦“拓
展”，进一步拓展国内国际航运市场，
放大“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等海南自
贸港政策的效应，尽快解决当前自贸
港政策落地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对标
国际，争取推动国际船籍港在税收、
金融、登记、经营等综合制度方面进
一步扩大开放，逐步提升“中国洋浦
港”船籍港制度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
力；二是聚焦“补链”，继续做大航运
产业基础流量，在自贸港及洋浦本地
优惠开放政策等基础上，针对洋浦航
运产业链的短板大力开展精准招商，
吸引更多航运要素集聚洋浦；三是聚
焦“指标”，以经济指标提升为核心，
在深挖现有落户企业指标贡献潜力
的基础上，优选优质企业为主要招商
目标，推进招商局集团和山东海运集
团等已签约的项目尽快落地。以“零
关税”进口交通运输工具为增长点，
吸引国内船东以洋浦为进口平台，吸
引更多的国际船舶回归登记，形成固
定投资增量。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
方案》《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
要求，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促进洋浦
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22—2024年）》，决定对标
先进，加快推进洋浦港港航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港口能级和服务辐射能
力，提升口岸便利化水平，推进洋浦
港港口航运和物流业加快发展。

目前，总投资约93亿元的西部
陆海新通道洋浦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扩建工程正在加紧推进，计划今年开
工建设，将建设4个20万吨级和1个
15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建成后洋浦港
口的集装箱年吞吐能力将达到660
万标箱。

（本报洋浦3月27日电）

2月28日上午，海南中远海运能源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中远海运
能源公司）名下的“远瑞洋”轮正式交付，这
是全球首艘LNG双燃料动力超大型原油
轮，载重吨达31.8万吨。

“‘远瑞洋’轮主要运营中东到远东的
航线，负责原油运输。”海南中远海运能源
公司副总经理佟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新交付的“远瑞洋”轮，加上去年下水
的“远华洋”“远贵洋”和“远福洋”轮，成为
海南中远海运能源公司名下新造的载重吨
超过30万吨的“四大金刚”。截至目前，该
公司以“中国洋浦港”为船籍港注册登记的
国际船舶共24艘，载重吨为481万吨；注册

“洋浦港”船舶2艘，载重吨为18万吨。此
外，该公司还通过旗下控股公司，控制25艘
船舶，载重吨达640万吨。由此，该公司拥
有和控制的运力规模高达1139万载重吨，
成为位列世界前十的油轮企业。

“如果没有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双重国家战略的加持，洋浦的
航运产业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洋浦交通运
输和港航局局长、航运办主任邵晋宁说。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
下简称《总体方案》）出台不到一个月，海南
中远海运能源公司在洋浦保税港区注册成
立，注册资本为92.72亿元，是中远海运能
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南的全资子公

司，也是《总体方案》出台后，第一批进驻洋
浦的航运企业之一。

洋浦交通部门数据显示，2021年，有300
余家航运相关市场主体落户洋浦，其中5家为
外资企业；新增海事登记注册船舶115艘，新
增运力达346.27万载重吨；累计完成水运周
转量7208.62亿吨公里，同比增长230.67%，
贡献GDP占比约13%；水上运输业累计入库
税收额约7.52亿元，同比增长109.37%。

洋浦航运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航
线的不断加密。2021年，洋浦新开通了5
条内外贸航线，其中，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开通了“洋浦至钦州”“洋浦至
东江仓（黄埔）”“洋浦至湛江至厦门”3条内
贸航线；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开通了“洋
浦至防城港”内贸航线，新鑫海航运有限公
司开通“洋浦至印度”外贸航线。截至目
前，洋浦航线总数达到39条，其中外贸航线
18条，内贸航线21条，基本覆盖国内沿海
城市和东南亚地区主要港口，形成“兼备内
外贸、通达近远洋”的航线新格局。

“去年洋浦航运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就是在10月28日开通西部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打通了重庆至洋浦到东盟的路
径。”邵晋宁说，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次
实现“铁海联运+内外贸同船”运输模式，为
沿线地区的外贸货物出运提供了更多物流
方案选择。

航线不断加密，航运产业快速发展
航线总数达到39条，基本覆盖国内沿海城市和东南亚地区主要港口

政策落地快，叠加效应强
已有412家航运产业相关市场主体在洋浦注册落户，登记船舶187艘

洋浦航运产业取得亮眼成绩的背后，除
了航线的加密，还有“中国洋浦港”船籍港、
境内建造船舶从事国际运输出口退税、内外
贸同船保税油加注、启运港退税等多项海南
自贸港航运政策落地产生的叠加效应。

“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是落地最快
的海南自贸港政策，《总体方案》发布当天
即落地实施。截至今年2月底，已有412家
航运产业相关市场主体在洋浦注册落户，
登记船舶187艘，总载重吨达874万吨。其
中，入籍“中国洋浦港”的国际船舶达33艘，
总载重吨达516.79万吨，使得海南的国际
船舶总吨位历史性跃居全国第二。

入籍“中国洋浦港”的33艘国际船舶
中，符合退税条件的有7艘，已有6艘国际
船舶完成退税，航运企业的购船成本因此
降低11%以上。

燃油，是航运企业的主要支出之一，保
税油加注政策可为企业减少大约30%的燃
油成本，2021年，洋浦累计完成保税燃油加
注420艘次，共计21.75万吨，两项数据相
比2020年均实现翻番。

为了加快洋浦航运产业的发展，2021
年12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自由贸易
港船舶保税油经营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海
南自贸港保税油经营前期在洋浦试点。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中石化燃料油（海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昌
良表示，该公司是主要从事保税油加注业务
的海南本土企业，未来将紧抓海南自贸港建
设和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大好机遇，充分

利用好航运政策，做大保税油加注业务。
涉及航运产业的还有交通工具及游艇

“零关税”政策。“‘零关税’进口船舶逐渐成为
现阶段外籍船舶回归登记的主要形式，同时
也形成了固定资产投资新的增长点。”洋浦管
委会港航首席运营官王坚敏说，截至今年3月
24日，共有32艘外籍船舶通过享受“零关税”
政策进口登记，对进口环节的关税和增值税
予以免征，降低了航运企业的运营成本。

可以说，海南自贸港航运政策的快速
落地，一方面有效缓解了我国境内新造船
舶外流压力，为国家提升航运掌控力发挥
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有力促进了洋浦航
运产业发展。

可是，政策再好，如果不主动作为、推
动政策落地见效，等于一纸空文。

2021年11月9日，海南创远海运有限
公司旗下“创新9”轮在拿到入籍“洋浦港”
相关船舶证书后，当天在洋浦进行装船作
业。该船从武汉转籍到洋浦时，企业原本
以为要花半个月的时间，结果洋浦有关部
门仅用不到两天时间，就办好了23种证
书。该公司董事长袁厚安惊叹：“洋浦的办
事效率和速度令人惊讶！”

洋浦高效便捷的服务，吸引了招商局
集团、山东海运等国内航运巨头进驻，也吸
引了上海君正物流、江苏金马云物流、武汉
创新等一批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纷纷落
户，种类涵盖普通货物运输、江海联
运、水上工程、航运平台经济、船舶
管理等多类型航运产业。

面对双重压力，
以“三个聚焦”破局
拓展国内国际航运市场，吸引更多航

运要素集聚洋浦，提升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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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远海
运能源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名下的“远瑞
洋”轮。

（受访者供图）

近日，来自广西钦州港的“泛亚广州”轮缓缓地停靠在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2号泊位，货轮上装载着钢材、大米等
货物，卸货后，又拉着由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加工
的菜籽油和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生产的聚酯切片等货
物，满载返回钦州港。

“自从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后，洋浦和钦州之间来往的
轮船班次大幅增加，现在基本形成了4天一个班次的固定
航线。”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中控室主任唐兹
永说，2021年，两个港口之间的集装箱吞吐量约60
万标箱，占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全年集装箱吞吐
量的一半以上。

得益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双重国家战略加持，洋浦港成为这条
打通我国西部省份与东盟国家之间陆
海贸易新通道的重要支点，航运产业
快速发展。2021年，洋浦港全年
累 计 完 成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131.83 万标箱，同比增长
29.33%，在 100万标箱
以上的海港中，增速排
名全国第一。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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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看航线数量
洋浦航线总数达到39条
其中外贸航线 18条
内贸航线21条
基本覆盖国内沿海城市和

东南亚地区主要港口

▶▷看吞吐量
2021年
洋浦港全年集装箱

吞吐量 131.83万标箱

同比增长29.33%
2020至2021年

连续两年在 100万
标箱以上的海港中

增速排名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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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国际集装箱码头，货船停泊起锚来往不断，集装箱装卸
业务繁忙。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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