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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河北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开放型经济，打造沿海经济增长极，港口群的货物吞
吐量增长迅速，临港产业加速聚集，港城功能正在不断完善。 但同时，河北省港产城联动发展中
也存在三市港口、产业和新城的发展不协调且互动性不足，港口体制落后、战略定位不清晰，临
港产业链短、产业结构不合理，港城现代化建设缓慢等问题。 应当结合河北省沿海地区发展现
状和优势，对港产城进行科学规划，借鉴国外先进市场错位分工合作竞争机制，塑造新型临港产
业体系，加快沿海城镇化发展建设以推动沿海经济建设和港产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 港产城” 联动；沿海经济；临港产业；港口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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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区域的发展离不开港口、临港产业、港城
的联动发展，“ 以港促产，以港兴城，港以城兴，港

势，进一步加快沿海经济强省建设，已经成为河北
省发展的重要任务。

［１］

城共荣” 是港口城市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 港城

一、 河北省沿海三市
港产城发展现状

是港口发展的重要依托，港城健全的基础设施为
推动港口建设、拓展临港产业发展空间提供必要
的平台支撑；港口的综合性建设又对港城经济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引擎作用，规模化、集约化的港口
群建设可加速临港产业聚集、增强港城的辐射效
应，驱动沿海区域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临港产
业则是拓展港口功能、推动港城发展及功能拓展

河北省环渤海从北至南的三大港口是：秦皇

岛港、唐山港（ 包括京唐港区和曹妃甸港区） 、沧州
黄骅港。 以波特五力模型对以上三港的现状进行
分析（ 如图 １） 。

近年来，河北沿海三市港口和临港产业建设

的核心。 河北沿海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

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三个亿吨大港齐头并进，有

化基地、环渤海地区新型增长区域以及京津冀城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２］ 河北省港口建设成绩突出，

市功能拓展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其发展规

临港产业集聚迅猛发展，港口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划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被提上日程。 如何顺应世
界港口城市发展大势，促进河北沿海三市港产城
的一体化建设和协调联动发展，提高区域竞争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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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港兴城” 的驱动效应加强，港口的建设拉动了
港城经济的发展。 仅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便可以看出港口的发展趋势，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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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秦皇岛港和黄骅港的货物吞吐

期的 ９５．８％，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钢铁吞吐量呈

２０１３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幅为 ３５．４２％，２０１４ 年增

长。 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０ 月，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累计

量也取得 前 所 未 有 的 成 绩， 以 沧 州 为 例， 黄 骅 港
幅为 ３．９２％，实现集装箱吞吐量翻番式增长，两大
港货物吞吐量分别位列中国主要港口的第 １１ 名
和第 ２０ 名。 虽然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市场需
求减弱以及国家限产能等因素影响，２０１５ 年１—１０

月河北省货物吞吐量累计完成 ７．６ 亿吨，为上年同

图１

下降趋势， 但 金 属 矿 石、 集 装 箱 等 仍 继 续 保 持 增
完成 ７．７８ 亿吨，同比增长 ２．６％，说明河北省整体
的港口货物吞吐量仍呈增长趋势，且增长幅度较
大，临港产业结构在逐年优化，“ 一煤独大” 的局面
持续转变。

波特五力经济模型下的三市基本竞争现状

河北省在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
的压力下，仍能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沿海

运作环境。
但是河北三市港口与我国其他大港如天津港

三市经济保持稳中有升的发展步伐，例如 ２０１６ 年

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天津港仅 ２０１４ 年年货物吞吐

亿元，秦皇岛市为 １ ３３９．５ 亿元，都呈快速增长趋

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三市间港口的职能分工、

唐山市生产总值为 ６ ３０６．２ 亿元，沧州市为 ３ ５３３．４

量就突破 ５．４ 亿吨。 同时河北沿海城市之间并没

势。 尤其是曹妃甸区，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资

错位发展不明显，缺少联动机制，严重影响了河北

源型重化工业逐渐转型升级，装备制造产业日渐

建设世界大港以及港产城一体化建设的步伐。 此

崛起，战略性新兴产业初见起色，交通基础设施一

外国内的北方港口和南方 港 口 发 展 还 有 较 大 差

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在港口建设方面，河北省

距，以近四年南北方主要港口货物吞吐对比量为

政府对三市港口的年投资力度逐年加大，全年港
口生产性泊位逐渐增加，各港口集装箱泊位通过
能力增长迅速，为港口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例（ 见表 １） ，可见南方港口发展速度与影响力普

遍强于北方，而差距不仅仅体现在货物吞吐量上，
在港口运输功能、港口体制等方面，北方港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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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
表１

和公路运输都十分便捷，对外交通发达，集疏运条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南北方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对比

（ 单位：亿吨）

分类

港名
天津港
大连港
秦皇岛港

北方港

锦州港
唐山港
黄骅港
丹东港
上海港
宁波舟山港

南方港

６３

苏州港
南通港
广州港
深圳港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３．３０

４．２８

４．１５

３．５５

４．５０
２．７３
０．８５
３．２０
１．７１
１．２０
７．３０
６．９０
３．８０
１．７０
４．３０
２．３０

５．４０
２．７５
１．００
５．０１
１．７８
１．３８
７．５５
８．７３
４．７９
２．２０
４．９９
２．２３

５．４１
２．５３
０．９２
４．９３
１．６７
１．５０
７．１７
８．８９
５．４０
２．２０
５．０１
２．１７

５．５０
１．８６
０．８９
５．１６
２．４５
１．６０
７．００
９．１８
５．７４
２．２３
５．２２
２．１４

再对比国内与国外的港口，在 ２０１６ 年世界十

大港口排名中，中国包揽七席，剩余三个席位是新
加坡港、釜山港、迪拜港，表明中国已和世界融为
一体，但仍需向国外著名港口学习先进经验，如新
加坡港、鹿特丹港、迪拜港等国际大港的建设和发
展经验。 将制定港口群规划、确保港口运营的自
主性、推进信息化共享平台的建设以及港口群的
统一协调、广泛合作、良性竞争等科学经验应用到
我国港口的整体建设中来。

二、 河北省沿海三市港产城
协调发展的有利局面
（ 一） 三市的自身条件、优势

唐山市是河北经济发展的龙头，为曹妃甸港

件优越，为秦皇岛港打造成综合性现代化港口提
供了必要条件。 同时主要服务华北和东北的秦皇
岛港是一个多功能港口，不仅经营着粮食、化肥、
矿石等杂货以及集装箱运输，还承担着煤炭、石油
能源输出的重要任务，成为我国“ 北煤南运” 大通
道的主要枢纽，因此秦皇岛港是我国重要的兼具
对内供应、对外贸易重要功能的为数不多的亿吨
大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沧州黄骅港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华北、山西和
山东，在年货物吞吐量以及集装箱完成量上与唐
山港、秦皇岛港有一定差距，但是由于黄骅港开发
较晚，发展上升空间还很大，尤其在 ２０１６ 年，黄骅
港 完 成 货 物 吞 吐 量 ２４ ４７４． ５５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４６．９３％；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６０１ ５１９ 标箱，同
比增长 １９．８７％ ［３］ ，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同比增

长率也比较乐观。 不仅如此，渤海新区已建立起以
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为
支撑的现代临港产业体系，为黄骅港的长久发展聚
集了巨大能量。 三市可以根据自身条件与优势进
行职能分工。

（ 二） 国家政策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国务院批复《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

规划》 ［４］ ，提出了加快建设河北沿海地区，使之成
为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兴区和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要承接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国务院公布《 海洋
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 的批复中不仅对包括河
北在内的沿海地区 ８ 省（ 区、市） 的开发进行了战
略上指导，还强调环渤海地区中河北的唐山曹妃

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曹妃甸港承担着国家能

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等区域应当集约发展临海

源运输的重任，产业基础雄厚，以华北和西北腹地

工业与建设生态城镇。 这表明国家对河北沿海地

为主要服务对象，经过多年发展，曹妃甸的港产城

区的发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提供了相应的政策

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并且发展势头良好。 外加曹

支持，政策的保障为河北实现新的跨越发展提供

妃甸港拥有健全的以传统重化工业为支撑的产业

了强大的助推力。 同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

体系，其中冶金、化学、能源、装备制造、建材等重

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众多文件，如《 京津冀协同发

化工业都是其所独有的优势。 同时曹妃甸地区淡
水和土地资源相当丰富，“ 面向大海有深槽” 是曹

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规划》 《 沿海地
区发展规划》等，密切了河北省与北京、天津的交流

妃甸最明显的有利因素，虽然开发较晚，但是港深

与来往，使得冀津港口分工协作、合作共赢成为可

水岸线资源非常丰富，为港口经济的发展打下了

能，为河北沿海三市的港口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重要基础。
已有百年历史的秦皇岛港是世界第二大能源

（ 三） 经济发展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贸易往来日

输出港，水深港阔、不冻不淤，可以全天候通航和

益密切，国外港口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航运是运

作业；港城与港口一体化建设完善，城市铁路运输

输商品货物的重要渠道，港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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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越来越强，港口的合理分工、错位发展有利于港

还实现了港口的科学发展。 然而，河北省沿海三

口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有效避免和解决港口重复

市港口规划滞后，体制不健全，管理技术不先进，

建设和恶性竞争问题，使区域利益最大化，实现共

外加统一的电子化办公系统尚未建立，港口管理

赢。 因此，沿海三市港口进行合理分工及港口错

网络平台和港口行政管理网上审批有待完善，不

位发展、积极推进沿海三市“ 港产城” 联动发展，对

仅难以对河北省三市港口的建设起到科学的指导

河北打造沿海经济强省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港口不能适应当前形势

三、 河北省沿海三市港产城
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发展变化的要求，制约了港口的快速发展。 此外，

１． 三市港口缺少统一战略定位与合作共赢

职能不完善，部分领域管理缺位，处于“ 无政府状

精神

三市港口整体上呈现“ 亚健康” 状态，各港口

深入的港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港口良性发展的
前提，而当前河北沿海三市存在着港口行政管理
态” ，政府不能起到引导三市港产城协调发展的作
用。 而引进股权治理新模式来突破体制束缚，助

不仅缺少准确定位和错位发展，而且在分工协作

力改革创新，引入社会资本，使股权多元化，各方

上没有呈现整体的对外合力。 从宏观角度看，河

共同经营管理，可以分散港口行政管理职能，提高

北沿海三市港口发展势头迅猛，错位发展有利于

港口办事效率，更新和完善港口体制，是世界港口

增强港口经济的可持续竞争力。 然而河北沿海三

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大趋势。

市地理位置临近，港口腹地重合、共享，缺乏合理
的布局以及自上而下统一的科学规划，导致港口

３． 三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链短，海陆产业

关联性差

定位模糊不清，三港错位发展不明显，未形成分工

从整体来看，河北沿海三市均存在明显的产

合作的共赢理念，再加上三地岸线资源非常相似，

业结构不合理、规划不科学的问题，第二产业比例

产业趋同现象严重，争抢货源时常发生，无序而过

过重，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与城市建设规划的

度的同质化竞争严重，一些港口甚至采用价格手

关联性不强。 其一，由于支撑河北沿海地区整体

［５］

段吸引客户，压低成本，出现恶性竞争局面。 导

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支柱行业仍然是传统的重

致产业过 剩， 重 复 建 设 较 多， 海 岸 线 资 源 浪 费 严

工业，而逐渐占据临港经济主导地位的包括金融

重，没有办法根据各自的优势发展核心竞争力，使

业、商贸业、物流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得整体利益无法保障，难以提高河北省的区域竞

发展缓慢。 其中“ 大物流” 的发展对港产城建设具

争力。 同时，三市的港口分属于不同的经营主体，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已经成为推进港贸联动发展

受地方发展需要以及经营主体利益的影响，三地

的突破口，为港产城的建设起到了重要媒介和连

港口地方保护主义色彩较为严重，对外壁垒现象

接作用。 然而河北三港尚未形成布局合理、功能

突出，缺少一套合理的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合

齐全、安全有序的港口物流体系和现代化的物流

作共赢机制，海岸线难以统筹与高效利用。 外加

基地，缺乏港口物流的信息化建设和对物流行业

三地港口联动发展缺乏统一的服务平台建设以密

的规范化管理，难以充分发挥物流行业对港城经

切三地港口的往来，为三地提供金融、交通、物流

济的整体带动作用。 其二，港口的支柱产业第二

的共享和服务，使得港口之间信息壁垒现象严重，

产业大都呈散点分布，各工业项目之间并未形成

信息资源共享、合作共赢难以实现。

完整统一的产业链，下游产业不配套，临海产业的

２． 三 市 港 口 体 制 落 后， 制 约 了 港 产 城 联 动

发展

产业链条普遍较短，［６］ 各产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
差，产业集聚效应及前向和后向一体化发展不明

东部沿海港口的跨越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

显，外加海陆产业关联度较低，难以更好衔接陆运

赖于港口体制改革的推动，诸如湛江市、深圳市及

和空运，形成海陆空一体化的产业链，制约了港口

厦门市的大型港口建设都 出 台 了 相 应 的 扶 持 政

功能拓展和海陆经济联动发展，减弱了对城市经

策，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并且投入了现代化的网络

济的整体拉动作用。

办公系统，对日常的港口建设和管理都实现了电
子化运营，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港口的办公效率，

４． 港城建设缓慢，影响港产城一体化进程

港城的基础设施条件可以为港口腹地提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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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服务，为港口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平台和基本的

及港口安全的统一维护等内容进行统一规划和安

保障，港城的现代化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港口空

排，避免港口盲目建设、重复建设。

间的扩展和临港产业体系的科学和完善程度。 目

此外，在具体的港口建设认知层面，三市港口

前河北沿海三市港城综合服务功能体系不健全，

应当做好集群顶层设计，统一思想，重塑河北港口

中心城市规模小、区域带动能力弱，功能难以全面

群大局意识和合作共赢的观念，发挥河北省港口

覆盖港口建设，难以承接港口功能的扩展，支撑港

的整体竞争优势；在港口的错位发展方面，政府应

产城一体化建设。 此外，临港产业的集聚效应和

当对各港口做出科学定位，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

健康发展是带动港口强大运输需求的重要牵引力

展水平以及各港口的现存主客观条件包括依据各

和推动力，而沿海三市低水平、粗放式的城市化建

自港口的不同规模、特色经营、具体业务以及腹地

设限制了临港产业的发展空间，不能为打造完整

货源和拓展航线等来明确港口职能分工，进行有

的多元化临港产业链提供基础条件和发展平台，

所侧重的差异化经营；在港口的发展方式方面，统

严重制约港产城联动协调发展。 唐山市与沧州市

一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是港口物流服务实现四化

的曹妃甸港和黄骅港与港城相距甚远，虽然城市
的发展水平较好，经济实力较强，但是与港口的空
间距离大，而曹妃甸等新区的建设虽然速度快，正

的必要条件， 即 “ 电子化、 网络化、 无 纸 化 和 自 动
化” ［８］ ，政府应当就“ 港产城联动” 设置专门的信息
资源服务平台，逐步扩大网络信息覆盖面，实施统

在逐步健全港口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但其发展却

一标准，统一定价，提高信息质量，实现公共信息

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化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

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提升港产城联动建设的效率，

备，在短期内难以为港口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

推动河北省港产城整体建设的优化发展。

［７］

保障。 秦皇岛市虽然是一个功能较为完善的滨
海城市，但是秦皇岛作为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和
港口城市，旅游产业相对发达，而支撑港口长远发
展的工业等相关产业基础较为薄弱。

四、 推进河北省沿海三市
港产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共赢

（ 一） 制定科学发展规划，谋求三市港口合作

机制

（ 二） 借鉴国外先进模式，引入良性市场竞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良性的港口竞争可以优

化各港口的发展模式，加快港产城联动建设步伐，
并带动河北省整体港口竞争力的提升，然而三港
之间为争夺物流量和同一货源，容易采取价格战
等恶性竞争手段，不但会使运输费用过度低价，导
致资源的浪费，削减自身实力和发展效益，还会导
致三港整体利润的下降，最终拉大与国内其他大

港产城一体化建设应当坚持“ 法规总领，规划

港甚至国际港的差距。 因此河北三市港产城的联

先行” 的基本原则。 河北省各级政府应当重视、支

动发展应当借鉴国外先进港口发展的合作与竞争

持和引导沿海三市港产城的联动发展，借鉴其他

模式，例如美国洛杉矶长滩港港务局将码头都租

大港发展的成功经验，设立专业的沿海发展研究

给大船公司经营，而港务局只收取码头的租赁管

院，就港产城联动发展规划、管理运行体制机制等

理费用。 这种做法不仅激励大型船舶公司的投资

问题进行研究，制定出促进河北沿海三市港口发

积极性，还促进了港口企业与政府之间投资运营

展和港产城一体化的政策措施，为港口功能拓展、

与管理经营的良性互动发展。 荷兰大港鹿特丹与

临港产业集聚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应当尽快成立

附近的安特卫普港可以相处融洽，各得其所的一

专业化的领导小组，统一规划三港的多层次战略

个重要原因就是良港之间避开锋芒，鹿特丹港发

目标和开发进程，指导和协调港产城联动发展过

展大型货物和大吨位集装箱的运营，而安特卫普

程中各市有关港口项目的重大决策及其有效开展

港则根据自身优势发展不 适 合 用 集 装 箱 的 组 装

策略，消除地方保护和产业壁垒、产业结构雷同等

件，实现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地方各自为政的现象。 同时统一的管理部门还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港产城一

专门负责港口运营的各种事项，包括对各港口码

体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政府在利用市场作用优化

头以及港口公共基础设施的统一建造和维护，港

配置、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应当积极采取科学措施

口环境保护责任的分配、港口信息系统的建设以

对港口市场进行合理干预，整合港口资源，对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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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产城联动顺利开展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支撑性
要素 进 行 科 学 规 划， 提 升 整 体 的 经 济 效 益。

［９］

２０１７ 年

规则和公平的竞争秩序。 同时引进和培育一批有

首

利于城市长期建设的高科技产业、环保类产业以

先，政府不仅应当出台有关港口市场竞争的管理

及发展前景广阔，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新兴产

条例和相 关 的 法 律 法 规， 以 规 范 港 口 市 场 秩 序。

业项目，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来促进传统

出台鼓励和引进有关港口投资、入驻的国内外大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传统产业的高端

型企业的政策，引进民间资本并设立港产城联动

化以及高端产业的集群化。

发展的专项基金以拓宽港口的融资渠道，提供资

４． 建立港区支柱产业， 优化循环产业链条。

金保障；其次，政府应对港产城资源包括人才、信

三市应当根据自身的特有条件，有选择性地发展

息、技术等内容进行最优化整合和充分利用，完善

港区的支柱产业，加大对支柱产业的投资力度，使

人才引进办法，内源培养开发与外源引进相结合，

其成为推动港城经济发展的新一极。 同时港城产

扩大人才队伍规模，提高人才综合素质，突破人才

业应当形成上下衔接的完整产业链条，通过各产

瓶颈；再次，为充分发挥港口、临港产业和港城之

业之间联动，建立生态经济产业链，实现重化工资

间共生共长的效应，应当组织专家加大对港产城一

源与废弃资源的最优化可循环利用，在发展经济

体化发展所存在的技术和规划问题以及跨地区港

的同时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口协作问题的钻研力度，克服港口建设技术难关，

此外，各港口应当积极抓住国家对雄安新区建

强化三市之间的经济关联，建立临港产业之间的区

设的发展机遇，尤其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初期，对建

域联盟，提升临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增强对其他

筑材料和机械设备等需求量较大，这将对河北港口

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贸易产生长远的提振作用，各港口应当合力应对，

（ 三） 塑造河北新型临港产业体系，大力发展

第三产业

港口功能拓展和加快新区城市化进程离不开
产业之间、产业群之间相互协同的新型临港产业
体系的支撑。

１． 努力将河北的临港产业从以重制造业为主

积极配合，分工协作，充分发挥近距离的地理位置
优势，争取雄安新区的腹地资源，在为雄安建设提
供服务的同时，促进三市港口产业的快速发展。

（ 四） 加快河北沿海城镇化速度，加强三市港

产城联动效应

与港口 建 设 和 临 港 产 业 聚 集 的 迅 猛 发 展 相

导的重工业临港产业建设成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

比，河北沿海城镇建设相对滞后，难以为港产城联

的综合型临港产业，建设包括现代物流产业园区、

动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对此，一是要强化沿海龙

装备制造产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融服务

头城市理念，做强三大中心城市。 河北沿港三市

产业园区等专业化园区为一体的现代化临港产业

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适当扩展城市发

园区，扩展产业集聚以及区域一体化资源优势所

展空间，实现周边沿海县城的同城化管理、城镇化

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

建设和新旧城区之间基础设施的链接，其中秦皇

２． 加快发展临港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提高其经济增长贡献度。 巩固提升包括具有当地
特色的商贸、餐饮和旅游在内的生活服务业对港
城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发展金融、研发、会展和
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不断提升服务功能和能

岛市和沧州市应当分别将昌黎、沧县以及青县进
行撤县建区，纳入同城化管理，唐山市的六大主城
区应进一步“ 东延、西扩、南拓、北控” ，通过主城区
适时扩容，拓展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 ［２］ 。 继续完
善沿海城市基本职能，健全交通网络建设，建成由

力；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发展大物流产业，建设现

港口、公路、 铁 路 以 及 航 空 为 一 体 的 城 市 交 通 体

代化的物流基地并对物流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

系；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现代化的信

将河北沿海大物流业打造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物

息平台、码头、航道、供电等；加强精细化管理，完

流中心。

善城市排污、城市绿化、城市垃圾处理等市政工程

３． 对传统的临港产业进行优化改造。 加快海

的建设，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二是建成沿海

运业由传统的综合型向专业化、规模化转变，对海

大城既要促进新港城与中心城市协调发展，加快

运业进行优化重组，在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

沿海港城新区建设力度，着力培育新港城，又要进

基础上，由政府主导形成规范有序的海运业运营

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加速人口聚集，带动现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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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将河北沿海三市打造成为渤海湾宜居生
态滨海新港城，使其成为拉动河北整体经济增长
的新区。
河北省三大港口的经济发展已成为推动河北
省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推动器，而港口形成发展合
力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力的支持，为了实现港
产城联动这一目标，就要明确沿海港口协同发展
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瓶颈因素，找到问题根源所在，
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并落实到实处，大胆创
新，突破体制束缚，加强港口互动，使港口得到长

国港口，２０１４（３） ：３２⁃３４．

［２］ 韩红莲．港产城联动：河北沿海城镇化策略［Ｊ］．开放导报，２０１３
（４） ：１６⁃１８．

［３］ 黄骅港 ２０１６ 年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４ 成多［ＥＢ／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１⁃
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ｏｖ．ｃｎ ／ ｚｗｂｚ ／ ｊｒｃｚ ／ ４３０２５４．ｓｈｔｍｌ．

［４］ 郝晓雅，赵经华，李进英． 河北打造沿海增长极中的港产城互
动发展探索［Ｊ］．产业与科技论坛，２０１５（１） ：２３⁃２４．

［５］ 纪元香，张磊．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港口错位发展研究［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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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２０１３（２５） ：１５１⁃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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