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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to Note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mmission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studies on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The following paper presents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nd was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rganised by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on 21 September 2009.  The opinions and proposals contained in this 

paper are those of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views 

and posi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is paper is for reference only. 

 
 
 

大珠江三角洲內河航運研究: 問題與對策 

 

注意事項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規劃署委託香港學術團體就跨界交通基建規劃進行研

究。下列文件羅列了本研究的初步成果，並已於2009年9月21日由規劃署舉辦的「大

珠三角區域規劃研討會」發表；當中的討論及建議均屬有關學術團體的意見，並

不代表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看法及立場。文件只供參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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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land waterway transport (IWT) is the “greenest” mode of transport wit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cluding less capital costs, land requirement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Notwithstanding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 the 
pursuit of sustainable economy nowadays, the market share of IWT in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GPRD) region has however been declining despite the prosper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close external links and intensive river network of the reg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major issues and 

problems pertaining to development of IWT in the region based on on-site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es.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e is not the only constrai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WT.  Fragmented management system, restraints i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use of non-standard ship models, and the competit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are also factors attributing to the low market share of IWT.  Even though 
some of these problems are being addressed in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Pearl River IWT 
Pla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among various governments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are 
required in further improving the IWT system.       

 
 In the near future, we foresee a possible decline of the inland waterway 

passenger market owing to the new inter-city railway system and the growing level of 
car ownership.  On the contrary, as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are relocating further 
inland, the inland waterway freight transport will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than 
trucking in many western PRD cities.  It is considered opportun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WT to help develop the region into a sustainable and high quality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ode of transport should be the common goal of our region.  
In this regard, we have proposed some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paper for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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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江三角洲內河航運研究: 問題與對策 
 
王緝憲副教授 
香港大學地理系 
 
 

摘要 
 

內河航運是衆多運輸方式中最「綠色」的。內河航運具有成本小、佔地少、

耗能低等優點。隨著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珠江水系內河航運在大珠江三角洲地

區綜合運輸體系中的地位卻日漸下降。在全球提倡環保經濟的今天，內河航運理

應成爲最具優勢的交通運輸方式，但是在大珠江三角洲這個全國經濟發展水準最

高、對外聯繫最緊密、水網最發達的地區，內河航運的發展相對發達國家卻處於

一個極低的水平。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研究旨在通過對大珠江三角洲地區內河航運的實地調

研及相關資料的統計分析，從內河航運的各個主要功能環節和政府政策與技術環

境的各個方面進行研究，從中發現現存的主要問題及其根源。 
 
我們的調研和分析發現，基礎設施落後，並不是唯一制約珠江內河航運發

展的因素。珠江水系管理體制分割、某些政策與法規因素的限制、船型的非標準

化、內河運輸企業的競爭力等，都是影響珠江內河航運發展的因素。通過對現有

的珠江內河航運規劃的分析判斷，現有規劃在一定程度上會提高內河航運的水

準，但是想要解決所有問題還需各層次的政府與運輸市場各方面的共同配合與努

力。 
 
未來的幾年，隨著更多的客運鐵路建成和更高的私人汽車擁有量，內河客

運市場會進一步萎縮。但是，隨著産業進一步向珠三角邊緣和外圍地區轉移，西

江中上游貨運更爲重要。不失時機地改善航運機制和環境，不僅可以幫助這些地

區的發展，更是提高整個地區的國際競爭力，並通過綠色交通運輸實現優質生活

圈這個粵港澳的整體發展目標。爲此，我們的報告提出了相應建議，供大家探討

及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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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過去三十年的經濟全球化帶動了世界範圍貿易量的持續上升，大大促進了海

運和港口的發展。而不少大型或樞紐港口地區都出現了公路運輸的堵塞以及相關

的環境問題。其後果之一就是內河航運在過去 10 年迅速復興。例如，歐盟地區內

凡是有內河水運條件的地區都已經或者正在努力提高內河運輸的總量和比重。 相

比公路運輸，內河航運是一種運量大、投入少、環保和節能的運輸方式。 一條 1000
噸級的船相當於 100 輛 10 噸卡車的運量；一條可以通航 1000 噸級內河貨輪的河

道，其通過能力相當於 3 條高速公路 （見圖 1）。 
 
 
 
 
 
 
 
 
 
 
 

圖 1  內河與公路運力比較 
 
內河航運不僅是經濟上極爲划算的運輸方式，更是最環保的運輸方式。歐洲

的研究表明，綜合考慮交通事故、空氣污染、噪音、城市負面影響、氣候影響、

景觀與自然環境的破壞這些外部成本，水運是最低的。 
 
不過，由於內河航運與海運通常使用不同的船隻和船型，相對於“公路-海港-

海船＂聯運需要增加一個“海運-河運＂的“水水中轉＂的成本，因此，距離主要

海港城市比較近的地區很少採用河運，而主要依賴公路（如東莞）。然而，遠離海

港的城市與地區，如果有內河航道，則運輸距離越長，就越顯出其比公路建設成

本低、環保、不干擾城市建設、不堵車和運輸成本低的優越性。這就是擁有內河

航道條件地區重視發展內河水運的主要原因。 
 
珠江流域就是這樣一個地區，而大珠江三角洲（即廣東省珠江三角洲地區加

上香港和澳門兩個特別行政區）的經濟又恰恰是處在了從接近主要海港的沿海地

區向遠離海港的區域（包括廣西以及雲南的西江水域）擴展和轉移的時期。 因此

我們認爲，加强研究與儘快開發珠江水域的內河航運系統是非常必要和適時的。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應香港特區政府規劃署的要求，對涉及大珠江三角洲範圍的

內河航運做一個比較完整的初步研究，為今後促進大珠三角形成更完善、更環保、

1 條三等級

內河航道 

3.5 條 4 車道

高速公路 

2.3 條 6 車

道高速公路

1 條一等級

內河航道 

19 條 4 車道

高速公路 

13 條 6 車道

高速公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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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可持續發展的綜合運輸體系做一個鋪墊，並提出有關政策和策略建議。 
 
在此次研究中，由於廣東地區（尤其是珠三角地區）工業發達、水網密集、

航運業較其他地區相對繁榮而情况較為複雜，所以我們將把西江幹流及珠江三角

洲地區水網作爲主要研究範圍，所覆蓋的地區包括肇慶、佛山、江門、中山、珠

海、東莞、廣州、清遠等及兩個特別行政區（香港特別行政區及澳門特別行政區）。 
 
2.  研究方法 

 
在這次研究中，我們採用了重點現場調研與多方面統計資料分析結合的方

法，將整個珠江水運看成一個大系統。 這個系統可以分爲系統本身與系統的操作

環境。系統本身由內河水路運輸的每一個環節構成，如港口、船運公司、口岸、

航道等。系統的環境包括其水道周邊的地理、社會、經濟構成的需求和政策與法

規的支撑環境。我們通過實地調研和資料分析，同時考察系統本身的每個環節和

系統環境的每個主要方面，力圖找到該系統運作過程中的種種問題與根源。 
 
我們選擇了大珠江三角洲地區與珠江內河航運有密切聯繫並具有發展潛力的

內河城市（廣州、佛山、肇慶、江門）及對珠江內河航運發展有極大影響的沿海

城市（珠海、深圳、澳門、香港），以及對主管珠江內河航運的政府機構、參與珠

江內河航運的企業單位進行了一手資料的實地調研考察。但是，由於時間限制，

我們沒有對更多城市及機構、企業進行調研。 
 
另外，我們對從政府及其他公開的訊息，以及調研的對象單位獲得的有關珠

江水系內河航運發展的規劃及相關資料，進行了二手材料統計分析。 
 
通過結合一手資料實地調研考察及二手資料統計分析，我們對珠江內河航運

現狀及相關問題進行了討論及提出了建議。 
 

3. 珠江水系簡介 
 

珠江水域由西江、北江、東江及珠江三角洲諸河等四個水系所組成（圖 2）。

西江由南盤江、紅水河、黔江、潯江及西江等河段所組成，主要支流有北盤江、

柳江、郁江、桂江及賀江等；北江主要支流有武水、連江、綏江等；東江主要支

流有新豐江、西枝江等；西北兩江在廣東省三水市思賢窖、東江在廣東省東蕪市

石龍鎮匯入珠江三角洲，經虎門、蕉門、洪奇門、橫門、磨刀門、雞啼門、虎跳

門及崖門等八大口門匯入南海，構成珠江獨特的“三江彙集，八口分流”的水系特

徵，全長 2214 公里，常年通航里程達 1.4 萬公里，其中 5000 公里可通過駁輪，內

聯大西南，外經虎門、崖門、磨刀門等八大口門通往南海，至世界各地，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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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及深圳等沿海港口集疏運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連接雲貴、兩廣的珠江水域

一直是我國僅次於長江的第二天然水道，是西南貨物南下廣東的主要運輸通道。 
 

 
圖 2  珠江水系主要河道 

 
4. 珠江內河航運概況 
 

總體而言，從第八個五年計劃開始（1991），珠江水系內河航運得到了較快的

發展，航道發展加快，航運建設體制改革有所進步，港口相關的基礎設施和陸路

集疏運系統的配套都有明顯改善。 
 

4.1  珠江水系各河流貨物輸送量 
從統計數據來看，西江航運幹綫在廣東省水路運輸中扮演重要角色（圖 3）。

2000 年到 2004 年之間，西江運量約各為東江與北江的 3 倍；從 2004 年開始到 2007
年，西江水路運量每年均大幅增高，到 2007 年，其運量分別與北江和東江相比，

約為其 4 至 5 倍。東江水路運量從 2004 年開始逐年略有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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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00-2007 年珠江水系廣東省水路貨運量 

（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2009） 

 

4.2  珠江水系內河港口發展概况 

在交通運輸部的統計口徑中，珠江水系規模以上港口1共有 16 個，2007 年共

完成貨物輸送量 7342 萬噸，佔粵桂雲貴 4 省內河港口的 40%，比重偏低，表明珠

江水系內河港口分散度較高，港口規模偏小。廣東省內河港口較爲分散，規模以

下港口衆多，其貨物輸送量佔全省內河港口的 63%，規模以上港口只佔 37%。廣

西內河港規模以下港口貨物輸送量佔全省內河港口的 40%，規模以上港口佔 60%。 

 

集裝箱運輸主要集中在規模以上港口，珠江水系內河規模以上港口的集裝箱

輸送量佔到 4 省全部內河港口的近 60%。 

 

4.3  珠江內河水運貨物構成及港口間關係 

珠江水系的內河港口接卸貨物中以礦建材料、鋼材、水泥等爲主的件雜貨佔

據半壁江山，2007 年件雜貨輸送量達到 4000 萬噸，佔據全部貨物輸送量的 55%。

其次是以煤炭、金屬礦石爲代表的大宗散貨，佔近 1/5（圖 4）。在這些貨物中，煤

炭大部分通過海運從華北地區運至廣州，然後部分再由珠江運送至各沿河城市。 

 

在大珠江三角洲地區，幾乎所有規模以上內河港口（如圖 5 所示）的貨物來

源通常是這些港口所在的城市、地區、鄉鎮等地的加工企業、工廠等。在大珠江

三角洲地區，即使是最長水路運輸時間通常可控制在十幾小時之內。因此，在這

些內河港口中並沒有形成樞紐港和喂給港，而是均成為香港、廣州、深圳等沿海

樞紐港口的喂給港。同時由於各個港口基本是依靠當地貨源，因此貨源穩定，在

各內河港之間並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競爭。 

                                                 
1 規模以上的內河港口的吞吐量為 200 萬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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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07 年珠江水系內河規模以上港口分貨類貨物輸送量 

（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2009） 
 
 

 
圖 5  大珠江三角洲規模以上內河港口 

（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2009） 
（註：根據調研，實際規模以上港口與交通部統計口徑中規模以上港口有部分差異。圖 5 根據實際

調研情況對交通部統計口徑作出相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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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珠江水系主要航運通道的貨物運量 
圖 6 顯示了廣州港在地區內河航運方面有着重要地位。作為整個華南的物流

集散中心，廣州港靠的不是其正在崛起的南沙集裝箱港區，而是其境內珠江沿岸

林林總總、新舊混雜的各類供江海轉運的內河碼頭。 
 
同時，諸如佛山地區的鋼鐵集散中心、白色家電 2、陶瓷建材等産業，中山的

電廠、肇慶地區的食品加工、廣西梧州的水泥等，都是靠西江航運幹綫運送其主

要原材料和單位體重大的産品而形成的布局。 
 
 
 
 
 
 
 
 
 
 
 
 
 
 
 
 
 

圖 6  2007 年珠江內河航運貨物運輸量示意圖 
（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2009） 

 
4.5  與香港相關的水路貨運 

由以下數字可見，內河航運對香港作為珠三角地區其中一個重要貨櫃航運門

戶港口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海運貨櫃輸送量由 2003 年的 1450 萬標準貨櫃單位

增加至 2008 年的 1710 萬標準貨櫃單位，平均每年增長率為 3%(圖 7)。另一方面，

河運貨櫃輸送量則錄得較高的增幅，由 2003 年的 590 萬標準貨櫃單位增加至 2008
年的 740 萬標準貨櫃單位，平均每年增長率為 5%。因此，河運貨櫃的比重由 2003
年的 29%上升至 2008 年的 30%。通常大部分由內地進入香港的貨物會經過轉運 3

或轉口 4 出口至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 
                                                 
2 白色家電：指的是生活及家事用的家庭用電器。被列爲白色家電的電器有：電飯煲、洗衣機、電冰箱、空

調、微波爐等。 

3 轉運是指貨物由內河船舶運輸進入香港後直接通過海運公司裝到遠洋船舶上，最後出口。 

4 轉口是指貨物由內地運輸進入香港後在香港進行一系列的再加工等增值服務，最後再包裝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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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03 年至 2008 年按海運／河運劃分的抵港及離港貨櫃輸送量  

(來源:香港統計處，2009) 
 

4.6  大珠江三角洲水路客運市場情況 

以客運量而言，大珠江三角洲內最大的水路客運航線是香港-澳門航線。嚴格

意義上，該航線不是內河航運部分。而屬內河客運市場的有兩個部分，一個是珠

三角各個城市與港澳之間的航線，另一個是珠三角城市之間的航線。鑒於澳門到

珠三角城市的航線和運量都極小，本報告將集中探討香港與大珠三角各個城市（包

括澳門）的水路客運以及珠三角城市之間的水路客運情況。 
 
圖 8 顯示大珠江三角洲地區內河客運港口。由於公路網路發達，競爭力強，

部分內河客運港：肇慶、三埠、公益、新會、新塘已停止對港澳線的內河客運服

務。我們認為，在未來由於城際軌道、公路等各方交通基礎設施的進一步發展，

大珠江三角洲內地地區與港澳之間的大部分內河客運業務會集中在珠海、中山、

東莞、廣州等地區。 
 

(1)  與香港相關的水路客運 
由於香港內河客運主要提供便捷的定航班及航線服務，因此行業基礎設施亦

以此作為設計原則。在香港境內有三個海事處轄下的碼頭-中港城(中國客運碼

頭)、信德中心(港澳碼頭)（兩者皆由海事處直接管理，及以租用形式運作的屯門

碼頭）。此外，另有機場管理局的海天客運碼頭。 
 
根據 2008 年海事處的調查報告，中國客運碼頭及港澳碼頭將可提供足夠泊

位，以滿足相關跨境客運船隻的服務需求；而屯門碼頭的使用率仍處於較低水準。

至於海天碼頭將可配合更多的航綫。香港跨境內河客運市場可分為三個主要部

分：包括珠三角內河區線、澳門線及機場海運接駁線。從圖 9 資料顯示，現時珠

三角內河區已進入後成熟階段，澳門處於後增長期，而機場海運接駁服務則為初

增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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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大珠江三角洲內河客運港及相關航線 
（來源：珠江客運有限公司網 http://www.cksp.com.hk/route/main.html） 

 
 
 
 
 
 
 
 
 
 
 

 
圖 9  香港跨境內河客運乘客數量分析 

(來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09) 
 
面對陸路客運的强大競爭，香港珠三角內河港航綫的乘客量近年正開始逐步

下降，新航綫的發展亦比較困難。例如信德中旅船務管理有限公司近年新開發的

九龍/深圳機場線，受到深西通道的影響乘客下降而需要暫時停航。另一方面，船

隻載運率偏低(圖 10)亦會推高單元運作成本。由於這類內河港航綫能提供的增值服

務有限，因此資源整合以提升航綫的載運率及成本效益是維持長遠市場競爭力的

其中一個重要發展策略。 
 
內河港航綫以內地營運商佔較大市場份額，而且在航線發展上比香港公司也

較容易。例如內地公司一般需要少於一年時間就可以開展新航綫，但信德中旅船

務管理有限公司則花了約兩至三年方可成功推出澳門/蛇口及澳門/深圳機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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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0     按航線按航線按航線按航線 2003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8 年內河客運載客率分析年內河客運載客率分析年內河客運載客率分析年內河客運載客率分析 
(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09) 

 
此外，影響內河客運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港珠澳大橋。現時政策上

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各相關客運種類的角色仍未清晰，業界希望能够和當局協調，

使將來的港珠澳陸路客運安排可以與水運形成良性競爭(例如營運規模 、經營權分
配方法 、相關費用 、以及現有客輪營運商可否參與等等)。 

 
(2) 廣東珠江三角洲內河客運廣東珠江三角洲內河客運廣東珠江三角洲內河客運廣東珠江三角洲內河客運 
進入 1990年代，隨著運輸市場引入競爭機制，公路及橋梁建設的高速發展，

交通運輸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水路客源不斷流向公路及鐵路。內河客

運從繁榮走向衰落，有兩個主要原因：公路運輸快捷靈活，經濟舒適的特點在競

爭客源上存在不可壓倒的優勢；內河客運則成本較高。如圖圖圖圖 11所示，廣東省最大
的內河客運公司 (廣東省珠江航運公司) 屬下的內河客運分公司在上世紀 90 年代
後期運輸成本與運輸收入的比較： 

 
 
 
 
 
 
 

 
 
 
 

圖圖圖圖 11  廣東珠江航運內河客運分公司運輸成本與收入比例關係廣東珠江航運內河客運分公司運輸成本與收入比例關係廣東珠江航運內河客運分公司運輸成本與收入比例關係廣東珠江航運內河客運分公司運輸成本與收入比例關係 
（來源：《廣東省最大的內河客運公司退出內河客運市場》，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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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年後，珠三角內地地區與港澳地區合作交流越加頻繁。到了 2005 年後，

人民的消費能力、出行能力有了極大的提升，在自由行政策的放寬下，港澳與內

地居民的相互旅行來往越加方便，大珠江三角洲地區內河客運在一定程度上得到

回暖。但是，在這階段的內河客運模式已與計劃經濟年代及 90 年代大有不同：珠

江內河主要客運港口，如江門、佛山順德、中山、肇慶等，均以經營高速客輪港

澳綫爲主；在經營模式上，客運公司單純依靠運輸服務已很難維持經營，爲吸引

客源，客運公司推出了一些增值附加服務。以順德客運聯營有限公司為例，該公

司提供了佛山各個地區的免費巴士接駁服務，與香港迪士尼、香港海洋公園的優

惠套票服務等，以吸引客源，尤其以旅行爲目的的客源。 
 
不過，在珠三角地區高度發達的公路網體系下，公路客運的廉價及便捷是水

路客運無法比擬的。例如，通過公路及鐵路從佛山往深圳後到香港，總費用約 100
至 140 元人民幣之間，但是通過水路運輸從順德到香港港澳碼頭，費用是 230 元

人民幣。在這樣的情況下，內河客運市場的生存空間依然有限。隨着珠三角城際

鐵路的建成，對內河客運的客源將會有一定的影響，使得珠三角城市間的內河客

運失去重振的可能。 
 

5.  大珠江三角洲內河航道基礎設施 
 

珠江內河貨運分布的差異，除了需求（主要是産業布局和消費市場）特徵外，

內河航道基礎設施的品質標準、改善情况及其陸地介面（碼頭等）對內河航運發

展有著關鍵性和决定性的影響。 
 
全國內河航道劃分為兩個層次：包括高等級航道和其他等級航道。高等級航

道是全國內河航道的核心和骨幹，是國家綜合運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條件

的還可與其他交通方式共同組成發展爲綜合運輸大通道，主要指現有的和規劃建

設爲可通航千噸級船舶的三級及以上航道，個別地區的航道受條件限制爲可通航

500 噸級船舶的四級航道。 
 
廣東省內河航道最爲發達，無論是三級以上航道、四至七級航道還是等外級

航道（通航標準低於七級的航道），其通航里程均超過廣西、貴州及雲南（圖 12）；

該種情况的形成是由於珠江水系主要分布在廣東省境內，尤其是在佛山、廣州、

江門、中山等地區呈網狀分布。從地理分布來看，沿西江順流而上，廣西、貴州、

雲南各省及自治區各等級航道里程逐漸减少，在貴州及雲南地區沒有三級以上航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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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雲貴、兩廣內河航道等級及里程 

（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2009） 

 

雲貴兩廣地區的四至七級及等外級通航航道里程均長於珠江水系四至七級和

等外級通航航道（圖 13）。然而，雲貴兩廣地區的三級以上航道卻少於珠江水系。

該地區低等級航道較多，高等級航道依然比較缺乏，大型船舶可選擇行駛的河道

網路覆蓋面積小。 

 
圖 13  各等級航道通航里程 

（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2009） 

 

在不同地區包括全國範圍內， 廣西三級以上航道比例最大；而在擁有三等級

以上航道的範圍內，廣東三等級以上航道比例最小（圖 14）；但是，就絕對值來說，

廣東各個等級航道通航里程依然要多於廣西。廣東境內水網豐富，但是由於內河

航運在交通運輸方面地位低、投入資金少，所以等外級航道在整個內河航道中佔

極大比例 63.6%，高於全國平均水準的 50.5%。 



 - 15 -

 
 

 
 

圖 14  各等級航道在不同地區範圍內的比較 
（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2009） 

 
廣西地區內河分布與廣東地區有所不同，其內河運輸主要由西江完成，西江

作爲珠江水系的主要運輸幹流，航道建設比其他流域起步早、發展多，加之廣西

政府近年來把內河運輸放到全自治區交通運輸的重要位置，旨在打造“西江黃金

水道＂，高等級航道的建設在廣西發展迅速，因此三級以上航道通航里程在廣西

的所有通航航道中佔 11%，高於全國平均水準 7.1%，同時也高於珠江水系平均水

準 9%。 
 

6.  珠江水系港口及航道的投資情况 
 
上述內河航運和港口建設的總體情況是與過去在該行業的投資息息相關的。

雖然比較“八五“規劃，各級政府對於該水運系統投資在“九五“和“十五＂規

劃期間有明顯增加（圖 15）。  
 



 - 16 -

 
圖 15 “八五”，“九五”，“十五”珠江水系港口及航道投入資金 

（來源：《珠江水系八五航運建設情况簡介》，1996；《珠江水系“九五”內河航運建設成就和“十

五”發展思路》，2002；《廣東省綜合運輸體系“十一五”規劃》，2008） 

 

但是，在大珠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廣東省，各級政府均以發展公路運輸為主，

航道及港口建設被放在次要位置。綜合運輸體系發展不平衡，我們以廣東省爲例，

做了以下統計 (圖 16 及 17)： 

 

 

 

 
圖 16  廣東省交通基礎設施完成 

情況 

（來源：廣東交通公眾網 http://www.gdcd.gov.cn）

圖 17  廣東省綜合運輸體系 

“十一五＂規劃投資比例 

（來源：廣東省政府門戶網站 

http://www.gd.gov.cn） 

 

從上面兩圖表可以看出，“十五＂期間廣東省公路、港口、航道的完成情况

較“九五＂期間有所增加，但是港口（尤其是航道）的完成情况較公路明顯偏少。

“十一五＂規劃中港口航道投資佔整個廣東省綜合運輸體系的 11%，而內河港口

航道投資僅佔整個綜合運輸體系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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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珠江內河航運管理體制及融資管道 
 
7.1  珠江內河航運管理機構 

在珠江內河航運管理機構中（圖 18），廣東海事局、廣西海事局、交通運輸部

珠江航務管理局屬中央直屬管理機構。 其中，廣東海事局是交通部駐粵的直屬正

廳級機構，是廣東水上轄區（深圳除外）交通安全監督管理主管機關；交通運輸

部珠江航務管理局是交通部在珠江水系的派出機構，對珠江內河行使行政主管部

門職責。廣東省交通廳及其下屬的廣東省交通廳港航管理局、廣東省航道局、及

相對應的地方交通局、地方航道局等均屬地方管理機構。 

 

圖 18  珠江內河航運管理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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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珠江水系基礎設施的融資管道與使用方向 

珠江水系航道基礎設施資金來源分爲國家基金、貸款與當地地方政府扶持資

金。根據各地區具體情况，國家基金、貸款佔整個基礎設施資金的 90%至 95%，

當地政府為 5%至 10%。但是，由於地方政府財力問題，有時會出現地方政府資金

不到的情况，影響基礎設施建設。圖 19 及圖 20 分別說明了投資廣東及廣西內河

航道基礎設施國家資金的來源管道。 

250

6000

500

過閘費

航運建設基金

以港養港基金

 
圖 19  廣東省航道基礎設施建設國家投入資金，單位：萬元 

（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2009） 
 

  

 
圖 20  廣西自治區航道基礎設施建設國家投入資金，單位：萬元 

（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2009） 

 

內河航運業與海運業發展不同，其基礎設施投資主要用於航道的建設、維護

和改造，而不是主要用於碼頭建設。在這一點上，內河航道建設很像公路網路建

設。然而，在廣東，內河航道建設每年的投入僅為公路建設的百分之一左右，而

對於航道使用者的各種收費之總額又少於這個投入，由此形成了一個缺少投資動

力的弱勢運輸方式，與公路三十年蓬勃强勢的發展成鮮明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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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內河貨物運輸企業分析 
 

除了作爲管理者和基礎設施的主要投資者的政府以外，瞭解內河航運企業的

運作是尋找提高內河航運業競爭力和運輸業務比重的另一個關鍵。 
 

8.1  船隊 
珠江三角洲地區主要有運輸煤炭、水泥、礦建材料的幹貨船，運輸貨物集裝

箱和新造商品箱的集裝箱船舶，運輸成品油、化學品的液體散貨船及自卸砂石船。

內河乾貨船主要經營珠江三角洲地區內部航線、西江航線和港澳航線，主力船型

為 100 至 500 噸；沿海乾貨船主要經營華東沿海和北方沿海，受航道限制，主力

船型爲 500 至 1000 噸，在東平水道等運輸繁忙航道偶有 1000 至 1500 噸海輪進入，

但是要候潮、放倒桅杆才能通航。 
 
大珠江三角洲集裝箱船主要經營香港航線，受香港船長 50 米以下爲小船不用

事先通報可以進避風塘、在小船碼頭作業收費低、不必强制引水等政策的影響，

出於减少費用及成本的考慮，珠江水系港澳綫集裝箱船在建造時長度多數選擇在

50 米以下。在 2004 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內河通航標準》中，該種

船型甚至被獨立列出，成爲珠江水系港澳綫的特殊船型。圖 21 是《內河通航標準》

中有關珠江三角洲至港澳線的內河航道尺度標準，下圖中明確標出貨船長度爲 49.9
米。 

 
然而，由於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在船長的限制下，船寬、吃水不斷增加，

現已達到 15.6 米（5 列集裝箱），形成深吃水、肥短船型。1000 至 2000 噸級以上

的多用途集裝箱船以吃水 2.6 至 3.8 米、船寬 12.8 至 15.6 米爲主流，這種船型雖

然不甚合理，但是卻是目前諸多限制條件下經濟效益最好的船型。 但是，在港方

50 米船長的限制條件下，大珠江三角洲港澳綫集裝箱船已發展到極限，除非香港

能夠放寬超過 50 米船長的靠泊、引水及收費政策，集裝箱船才能向更加合理船型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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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尺度  航

道

等

級  

船 舶

噸 級

（ t） 

代表船型尺度（m）（總

長×型寬×設計吃水）  
代表船舶、船隊  船 舶 、 船 隊 尺 度

（m）（長×寬×設

計吃水）  水

深  
直 線

段 雙

線 寬

度  

彎 曲

半徑

（ 1）  49.9×15.6×2.8 70 

（ 2）  49.9×12.8×2.7 60 

Ⅲ  1000 貨船49.9×15.6×2.8 
貨船49.9×12.8×2.7 
駁船67.5×10.8×2.8 

（ 3）  160.0×10.8×2.0 

3.5-
4.0 

60 

480 

（ 1）  49.9×10.6×2.5 Ⅳ  600 貨船49.9×10.6×2.5 
駁船45.0×10.8×1.6 

（ 2）  111.0×10.8×1.6 

3.0-
3.4 

55 330 

（ 1）  49.2×8.4×2.2 Ⅴ  300 貨船49.2×8.4×2.2 
駁船35.0×9.2×1.3 

（ 2）  91.0×9.2×1.3 

2.5-
2.8 

45 270 

圖 21  珠江三角洲至港澳線內河航道尺寸 

（來源：《內河航道標準》，2004） 

 

9.  大珠江三角洲內河企業操作流程 

 
9.1  大珠江三角洲地區貨物水運流程 

在大珠江三角洲地區，通過水路運輸的貨物分為外貿貨和內貿貨兩種。就運

輸流程而言，外貿貨運輸流程不僅包括裝卸運輸，同時包括報關、通關等；內貿

貨因爲不涉及進出口，因此運輸流程較內貿貨簡單。在本章中，我們以外貿貨的

運輸流程爲代表進行分析。圖 22 簡單闡述了在珠江水系內河航運中貨物運輸流程

圖，介紹了操作步驟及相關時間與費用等。 

 

9.2  報關 

外貿貨物通常是指進口貨物或出口貨物，因此在它的運輸過程中，報關是一

個必不可少的環節。 在大珠江三角洲地區，無論是水路運輸或是公路運輸，外貿

貨物均必須向海關申報（報關）。若一艘運輸船需運送貨物到幾個內河港口，則該

船被要求到達每一個目的港時均向當地港口報關。通常當該船進入碼頭後才可以

開始報關，每次報關大約時間為半天。顯而易見，如果該船的目的港較多，則該

船在報關時需花費較多時間。若一艘運輸船從內河運送出口貨物至香港，在到達

香港之前該船被要求向香港報關。通常當該船進入香港之前就可以開始報關，並

且，即使該船需要停留的碼頭超過一個，該船也只需要做一次報關。很明顯，在

香港報關的效率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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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珠江內河貨物水路運輸流程圖 
 

貨主 1……貨主 n 

拖

車

運

輸 

貨主與港口的距離、路况決定拖車運輸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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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 

內河碼頭

堆場 

貨物進入內河碼頭堆場，等待碼頭起重機

操作裝船 

等待時間：1 個白天 

費用：在碼頭規定的時間內免費存放，超

過時間後需繳納費用 

貨  

物  

裝  

船 

起重機操作，完成貨櫃裝載 

時間：不同類型船舶裝載時間不同，通常

一艘 1000 噸-2000 噸通用船裝載集裝箱需

要 3-4 小時 

費用：400-500 元人民幣/標準貨櫃單位 

內河運輸船 

海關：報關，

聯檢及相關手

續（在貨物進

入堆場時開始

辦理） 

船
舶
水
上
運
輸 

香港各碼頭 

時間：佛山-香港：7-8 小時 

肇慶-香港：11-12 小時 

費用：佛山-香港：500-600 元人民幣/標準

貨櫃單位 

在香港報關之後即可開始在各碼頭卸貨 

時間：卸貨碼頭的數量决定卸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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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運輸時間 
內河運輸是所有運輸方式中最慢的一種運輸方式，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也不例

外。在內河運輸過程中，船舶行駛過程較慢，同時排隊等候船舶需時與船舶裝卸

貨物的時間較長也是水路運輸耗時長的原因之一。 
 
在大珠江三角洲地區，經營港澳線的船舶通常是下午 6 至 8 時之間從內河港

口啟程。因此，貨物一般在當天上午 9 時開始後可以進入堆場等待裝船，同時貨

主在這段時間裡進行報關手續，等船與裝船所需要的時間通常是 7 至 8 小時左右。

運輸船舶從內河港口啓程後，次日凌晨可到達香港港，然後開始在香港的一系列

操作如通關、卸貨等。可以這樣說，從實際操作角度來看，肇慶地區與佛山地區

的貨物若使用內河運輸至香港各碼頭，在整個運輸環節上所消耗的時間並無太大

區別。 
 
然而，如果貨物使用公路運輸，則兩地運輸操作時間差異較大。出於安全及

人工費用考慮，通常拖車選擇在早上出行。在一般情況下，公路運輸肇慶-南沙/
鹽田需要 6 至 7 小時，而佛山至南沙/鹽田僅需 3 至 4 小時。 

 
9.4  運輸成本 

大珠江三角洲地區內河航運企業大多規模小、競爭激烈，所以絕大多數企業

對自身財務保密；另外，內河運輸市場並不完全規範統一。因此沒有完全準確的

資料表明珠江內河航運運輸成本細節。 
 

 但是，在對珠江內河航運資深業內人士的採訪調研中，我們瞭解到部分珠江

三角洲地區公路運輸與水路運輸的成本資訊。從對公路及水路的運輸費率分析，

可以看出從佛山到無論廣州或深圳公路運輸費用均低於水路運輸費用；而佛山到

香港的公路費用則高於水路費用。然而，從肇慶地區出發，運輸貨物至廣州南沙

或深圳地區的水路運輸費用均少於公路運輸費用；運輸貨物至香港地區的水路運

輸費用略高於公路運輸費用，但是這主要是由於香港港口裝卸成本（1302 元/標準

貨櫃單位）高於其他兩個地區造成的（表 1）。 

 
另外，我們也同時瞭解到不同噸級的船舶的運輸成本也有所不同（表 2）。很

明顯，2000 噸級船舶的平均運輸成本遠低於 1000 噸級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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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珠江三角洲地區公路、水路運輸距離及運輸費率 

 香港 廣州南沙港 深圳 

 

距離

(km) 

費率(元/ 

標準貨櫃

單位) 

距離

(km) 

費率(元/

標準貨

櫃單位) 

距離(km) 費率(元/

標準貨櫃

單位) 

公路 200 3400 65 455 170 1190
佛山 

水路 178 2548 80 845 150 1318
公路 263 1675 183 1153 200 1260

肇慶 
水路 228 1864 148 631 200 1003

 

（其中：水路運輸費率包括港口裝卸成本及運輸成本。港口裝卸成本，香港：1302

元/標準貨櫃單位；廣州南沙：220.5 元/標準貨櫃單位；深圳：472.5 元/標準貨櫃單

位） 

 

表 2 肇慶地區至香港、深圳、廣州 1000 噸級船舶（54 標準貨櫃單

位）及 2000 噸級船舶（1000 標準貨櫃單位）運輸成本 

航線 
代表船型 

（標準貨櫃單位）

內河集裝箱運輸成本 

(元/標準貨櫃單位) 

54 837 
肇慶-廣州南沙 

100 632 

54 1347 
肇慶-深圳蛇口 

100 1003 

54 2229 
肇慶-香港 

100 1865 
 

在對於不同噸級船舶的成本問題上，我們不僅瞭解到運輸成本有所不同，同

時也瞭解到香港引水費政策對不同噸級船舶也有所影響。當貨船進入香港港口

後，1000 噸級船舶可以直接進入碼頭，無需引水（也即領航）；1000 至 2000 噸級

船舶若有豁免權，也無需引水；2000 噸級以上船舶則需要引水員引水。在香港專

人引水需要繳納不菲的費用，這就意味著 2000 噸級或以上船舶進入香港整體成本

增加。這種現象在一定程度上限制珠江內河航運船舶大型化的發展。但是，由於

規模經濟，珠江三角洲北部、西部及西江上游地區，船舶大型化是一種不可阻擋

的趨勢，因此在這種情况下，這些地區的部分船舶的目的港由香港轉移至廣州或

深圳港口。然後，在珠江下游地區，由於與香港距離近，企業通常採用小型船、

高頻率的運輸方式，因此規模經濟及香港引水費政策珠江流域地區産生巨大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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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香港方面行業分析 
業界反映，由於設施及協調不足，當前內河船在香港處理貨櫃所面對的其中

一個重大困難是要用相對較長的時間才可完成在貨櫃碼頭交收貨櫃。設施方面，

因其他土地用途的原因，貨櫃碼頭內及附近地方缺少可供內河船裝卸貨櫃的地

點。另外，雖然內河船進入香港後可先將貨櫃卸下於中途集散點（如屯門內河碼

頭）再經定期航斑駁船送到貨櫃碼頭，可減低直接往葵青貨櫃碼頭的內河船數目，

也可以加快部分入境內河船的回航時間。但基於種種理由，現時直達貨櫃碼頭的

內河船數目仍然偏多。原因之一是此等船隻最終有貨要到市區卸貨區，其二是要

趕船期，其三是想保持與貨櫃碼頭的工作關係。而貨櫃碼頭經營者除限制靠岸內

河船最低卸櫃數目外，似乎並未有積極與內河營運商合作解决此擠塞問題。 

 
10.  珠江內河航運存在的主要問題 

 
 通過對歷年有關珠江內河航運的文獻資料整理分析，以及我們對廣州、佛

山、肇慶、梧州、香港、澳門、江門、深圳等地的實地調研，發現珠江內河航運

管理體制、航道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企業發展方面均存在不少問題（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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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珠江水系航運的主要問題及影響 

  管理體制不盡合理 
  技術標準不統一 
  市場管理欠規範 

 基礎設施特別是航道

投入資金少 
 融資渠道欠缺 

 企業規模太小 
 欠缺跨運輸方式企業

參與 

內河開發上重水電、輕航運； 
綜合運輸上重陸路（特別是公路）、輕航道 
水運發展上重海港、輕內河 
經濟發展上重沿海、輕內陸 

珠江內河運輸地位低 

1．航道基礎設施條件差，

缺乏抵禦人爲降低航道級

別的能力（如橋梁淨空不

足）； 
2．港口碼頭基礎設施差； 
3．出海口門不暢，改善航

道的技術落後； 
4．綜合運輸網發展不平衡 
5．閘壩礙航現象嚴重 
6．通航能力不足 

1．航道由地方分段建設管

理，樞紐通航分割管理 
2．水系開發分由不同部門按

職能管理：防洪、供水、水

運、發電等，交叉職能 
3．香港水域內部分在船隻管

理上的技術標準與珠江內河

航運的理想/合理經濟船型

標準不同 
4．內地內河航運市場准入門

檻太低 
5．存在局部市場壟斷 

 

1．長期在極低的盈利水

平上競爭，難以吸具有

規模的企業加入 
2．由於缺少盈利，難以

提高人員素質和吸引優

秀人才入行 
3．技術更新緩慢 
4．在綜合運輸系統之中

力量微弱，難以促成含

內河航運的多式聯運系

統 

形成惡性循環，導致內河在珠三角的運輸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下

降；擁有豐富內河航運資源的珠江流域無法通過內河航運提高競爭

力，也無法减少公路建設對土地的大量佔用和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以及大量卡車造成的空氣與噪音污染及交通阻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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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珠江三角洲內河航運規劃 
 

過去一年以來，廣東省等政府和交通運輸部珠江航務管理局一起，以前所未

有的力度推動最新一期珠江水系內河航運規劃。做好這一部分的規劃，是使珠江

水系內河航運向良性迴圈發展的一個起點和重要環節。 
 

11.1 珠江水系（廣東）內河港口布局規劃 
在廣東地區，內河港口的布局及規模與其相應的腹地經濟發展及生産力布局

基本吻合。在珠三角下游地區，腹地經濟發達，港口規模較大；在上游地區，腹

地經濟欠發達，港口規模較小。另外，東莞虎門港、廣州港、惠州港、潮州港、

江門港、中山港、揭陽港等 7 個港口是既有沿海港，又有內河港的複合型港口。

由於各港未來的發展潛力和方向存在較大差異，且各港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不

同，部分複合型港口將建設重點轉移到沿海港，內河港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逐步被弱化。 
 
但是，由於珠江尤其是西江航運幹綫承擔著煤炭、集裝箱等運輸的重任，因

此在規劃中我們看到內河港口將朝集裝箱、煤炭、礦建等大宗能源、原材料等貨

物的運輸及中轉方向發展。同時，規劃將內河港口分為主要港口、地區港口和其

他港口三個層次（圖 24）。 
 

佛山港、肇慶港被定爲內河主要港口，它們是綜合交通運輸的樞紐，因此港

口設施等建設均要以規模化、專業化、集約化爲要求。江門、中山、廣州、雲浮、

惠州、清遠、梅州、韶關、揭陽等港口被規劃為廣東省內河地區重要港口，它們

將在促進城市和對外經濟物資交流中發揮重要作用。而其他除主要港口和地區重

要港口以外的小型港口，如河源、潮州、東莞虎門等港口，將主要爲鄉鎮居民生

産、生活物資運輸需求方面發揮一定作用。 
 
有關珠江內河航道的規劃中將內河航道劃分為高等級航道、地區重要航道和

其他航道三個層次。高等級航道是航道體系的核心和骨幹，承擔區域內短途和跨

區域長距離物資運輸，是通航 1000 噸級以上船舶的三級及三級以上航道；地區重

要航道承擔區域內的中短途的大宗物資運輸，是通航 500 噸級以上船舶的四級及

以上航道；其他航道是除高等級航道、地區重要航道以外的航道，多以五、六級

及以下航道為主，主要為本地區客貨運輸服務。



 
 
 
 
 
 
 
 
 
 
 
 
 
 
 
 
 
 
 
 
 

廣東省內河航道及港口 

布局規劃圖 

圖 24  廣東省內河航道及港口布局規劃圖（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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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珠江水系內河航道規劃 
在廣東省內河航道的布局規劃中，將形成以西江幹線和珠江三角洲“三縱三橫

三線” 三級及以上高等級航道網爲核心，以溝通粵北、粵東的北江幹流、東江幹

流、韓江、汀江、梅江和榕江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江門水道、泥灣門鶏啼門水道、

鶏鴉水道、東莞水道、順德支流、倒運海水道、下橫瀝、甘竹溪等 14 條地區重要

航道爲依托，以其他航道爲基礎的溝通西南、江海直達、輻射周邊的內河航道體

系。其中，“三縱”是指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白坭水道－陳村水道－洪奇瀝水道、廣

州港出海航道；“三橫”是指東平水道、潭江－勞龍虎水道－蓮沙容水道－東江北幹

流、小欖水道－橫門出海航道；“三線”是指崖門水道－崖門出海航道、虎跳門水道、

順德水道 （圖 25）。圖 25 所顯示的高等級航道網（即三級以上）可以視爲珠江流

域主要航道網系統。 
 
但在我們的調研中發現，上述航道系統存在不少實際障礙（如圖 25 中的點出

的位置），主要是橋梁淨空 5 和攔門沙 6 兩大類問題。從財政上考慮，處於下游的

城市在排除這些障礙時所需要的承擔會遠遠大於該水道改善後的收益，因此他們

不會有足够的動力去努力改善。換言之，沒有以航道爲單位的投資機制就可能使

得上述規劃在關鍵部位落空。 
 
另外，我們注意到，兩條對於香港進一步承接更多的西江中上游集裝箱貨源

的水道：中山市境內的小欖水道和洪奇瀝水道，都沒有與其他西江下游出海水道

那樣規劃升級爲一級水道。 

 
12. 國外經驗 

 
歐美國家在發展自身工業的同時，也在致力於環境保護。回顧歐美內河航運

發達國家的航運歷程，他們的內河航運也隨社會經濟的發展經歷了不同的發展階

段（圖 26）。他們逐漸意識到公路、航空等對環境造成的破壞頗大，因此也提倡使

用最環保最經濟的內河航運進行運輸。注重環境保護，走可持續發展之路。 
 
 

                                                 
5 橋樑淨空包括橋面淨空和橋下淨空。橋面淨空 指保證車輛行人安全通過橋樑所需要的橋樑淨空界限。橋下

淨空指通航、流水、流水等所需的淨跨和淨高。這裡所說的淨空是指橋下淨空。 

6 攔門沙：入海河口在口門附近的泥沙堆積體。廣義的指由心灘、沙島、淺水航道和某些橫亙河口的沙嘴所

組成的攔門沙系；狹義的僅指口門沉積帶航道上的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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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  珠江三角洲高等級航道網布局方案及存在障礙 
（來源：根據本項目組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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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圖 26  內河航運發展趨勢及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 
 
歐盟在制訂運輸總體政策時把內河航運的環保優勢作爲决定性考慮因素，提

出了“調整後的競爭＂的理念，即用稅收等經濟手段，限制公路、航空業的發展，

鼓勵對環境影響較小的航運發展。如通過對航道的治理將貨運從公路分流到水路

上的建設工程，會得到政府另外的撥款，全額約等於節省下來的對環境影響的費

用。 
 
美國陸軍工程兵團對環境問題更加謹慎敏感，如在疏浚 7 方面，航道疏浚土已

得到了有效利用，不再作爲“廢棄物＂，而是用於建小島供生物繁衍或建沼澤地

形成新的濕地。在工程兵團費用預算中，環境工程佔到了 1/5，而且還呈逐漸增加

的趨勢，使“水上運輸是環保型運輸＂的概念深入人心。 
 
13. 我們的建議 
 

我們從研究以及鑽研珠江內河航運的發展與規劃中，體會到了兩個關鍵詞：

規模和網絡。 
 
“規模＂是指珠江內河航運只有通過有規模的經營才能徹底擺脫惡性循環的

被動局面：航運企業沒有規模，就不可能有足够的盈利邊際效益；沒有好的效益，

就難以吸引好的人才，政府和其他服務航運企業的行業也就不可能提高收費水

平；航道的改善、多式聯運 8 的基礎設施和其他運輸方式的配合水平也就難以提

高；內河水運業就難以與公路競爭。我們特別强調，隨著珠江三角洲經濟圈爲核

心的經濟活動逐步擴大，經營較長途的、多城市的沿江貨運，規模經濟將越來越

                                                 
7 為疏通、擴寬或挖深河湖或其他水域，用人力或機械進行水下土石方開挖的工程。 

8 多式聯運：是指同一家運輸公司或機構，組織從裝運地到目的地、使用兩種或兩種以上的運輸方式（海、

陸、空、內河等）運輸同一貨物的過程。在運輸過程中貨物不被拆分。 

經濟發展初期 經濟發展中期 經濟發展後期 

繁榮 

低迷 

內河航運發展及

繁榮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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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短距離、小船型當天往返喂給樞紐港這種運作並不會是未來的主要河運方

式。 
 
“網絡＂不僅是指內河航道本身要成網，硬件方面還包括與內河航道、港口

相銜接的公路、鐵路等基礎設施，即是說服務與物流鏈的綜合運輸網；而“軟件＂

方面更需要引入有能力組織多式聯運的企業，使得內河航運和港口企業成爲跨運

輸方式組織的一個內在的成分。 
 
只有通過提高內河航運的經營規模和其在物流鏈中的參與程度，才能從根本

上解决問題，徹底扭轉該行業的弱勢形態。各級政府的政策與法規的制定和改善，

也應以此爲出發點。 
 
為此，我們在已有的規劃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六個方面的相關政策與策略

建議： 
 
(1) 在廣東省以及大珠三角整體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和發展戰略中充分考慮和

體現內河水運的巨大作用：在諸運輸方式中，水運在環保、節能、减少土地佔用

和减少陸路交通阻塞中有突出的效果。應給予珠江航運規劃中高等級航道網優先

於公路建設發展的地位，並及早實現。同時，及早研究全區域綜合運輸網的規劃

與發展戰略，以便形成可持續程度高的多式聯運系統。這應該是建設大珠三角優

質生活圈和綠色交通運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 在整個珠江流域，包括香港和澳門，制定有利於內河航運規模化發展的技

術標準與法規：隨著産業進一步向內陸方向轉移，內河航運相比公路運輸的成本

優勢會進一步顯現。但這種優勢形成的前提是採用具有規模效益的船隻和企業

化、規模化的船隊。各級、各地政府需要協調和調整自己的技術標準和法規，促

成該行業使用更有效率的船隻和更有效益的營運方式。例如放寬進入香港避風港

船型的長度要求和放寬無需領航集裝箱貨船的總噸規模要求，否則對於更多的河

運船隻從更遠的內河港口選擇香港中轉非常不利。 
 
(3) 制定跨運輸方式經濟鼓勵手段，鼓勵沿海港航企業和其他陸路運輸企業入

股內河航運業，促進內河航運的規模化和多式聯運化：總體而言，無論在人員素

質、資訊科技水準還是企業管理，內河航運企業都是運輸行業內最低的。在全球

進入了多式聯運的今天，如果內河水運業繼續低層次經營，便難以融入先進的綜

合運輸體系。我們建議，通過特定的經濟手段鼓勵其他運輸行業的企業，採用與

現有內河水運結盟或者其他股權配置的方式進入內河航運業，在珠江流域形成有

競爭力的含內河水運方式的多式聯運物流鏈，並通過管理水平和人員、資訊科技

等各方面的改善，從本質上提升該弱勢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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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立以航道爲單元的投資和航道維護機制：沒有中下游城市的努力，上游

城市改善水運的努力就會落空。因此，需要在體制上確保航道改善過程和投資在

時序上的統一。一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航道爲單元，統籌規劃、投資、建設與

管理。例如，在珠海的磨刀門水道出口處的攔門沙的投資和小欖水道全程提高到

一級航道，都可以使得上下游各個城市受益匪淺，需要考慮跨市投資改造水道的

可能機制。 
 
(5) 鼓勵沿江産業布局：前三方面的建議主要涉及內河航運供應上的規模與網

路，本項建議涉及需求上的沿江化發展，促進需求沿著水運網路搌布。除了允許

企業自建業主碼頭外，政府需要配合企業解决包括口岸服務、公路或者鐵路配套

等安排，儘量將適合採用水運的業務（如鋼材配送中心）布局或者置換到沿江地

段。 
 
(6) 加强各個運輸方式運作的統計工作以及對於環境影響的綜合評估研究：我

們在本研究過程中發現，珠三角以至全國對於內河水運的數據統計工作都相當薄

弱，而更缺少對於本地各個運輸方式以及多式聯運環境效益的分析和比較。這對

於推動綠色運輸非常不利。從建成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的目標出發，本地區應該

率先在這方面投入統計與研究力量，爲制定相關政策提供更準確的科學依據。 
 

14. 總結 
 

珠江水系有非常好的內河航運條件，而內河航運又是最有利於大珠江三角洲

可持續發展的運輸方式。然而，由於缺少對該方式的重視，政府的投資和政策法

規都不到位，造成了該運輸方式在珠三角長時間處於弱勢。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

出於多方面的原因，改變這種狀况並不容易。但我們的分析告訴大家，這種改變

是必須的、可行的，而且目前恰恰處於改變這種情况的良好時機。 
 
廣東省（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城鎮密集，人口密度大，土地資源十分緊張， 2003

年珠江三角洲人均耕地面積僅 0.36 畝，遠遠低於全國人均 1.51 畝的指標，並低於

聯合國糧農組織確定的人均 0.8 畝的警戒綫。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

加快，土地資源緊張狀况還將進一步加劇。據測算，1 公升燃油，公路可運輸 50
噸公里，內河航運可運輸 127 噸公里。2007 年內河完成的貨物周轉量 259.9 億噸

公里。如果由公路運輸承擔，將多使用 3.1 億公升燃油，並加重空氣污染、噪聲污

染、交通阻塞等問題。充分利用天然的內河水運資源，發揮其運能大、佔地少、

能耗低、污染輕等優勢，是緩解珠江三角洲發展所面臨的土地制約和陸路交通壓

力的有效途徑，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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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否認，在龐大的公路網和正在興建中的城際鐵路將使得珠江城市間的內

河客運市場進一步萎縮。但是，從貨物運輸方面看，珠江內河航運將重新成爲社

會綜合運輸體系的重要部分，內河運輸應將再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而事實上歐

美發達國家的內河航運也隨社會經濟的發展經歷了不同的發展階段。 
 
我們通過對珠江內河航運系統本身及其外部環境的分析，找到了主要問題及

其根源，也提出了解决問題的方法。 
 
我們認爲，應當把重新振興內河航運作爲大珠三角地區人與環境和諧發展的

重要手段。提高內河水運在本地區綜合運輸體系中的地位和比重，不僅對於粵港

澳以至廣西等地的經濟整體均衡發展有利，更對該地區的環境和人文生活社會具

重大和深遠的意義。我們特別注意到，隨著大珠三角經濟圈與外圍關係的不斷增

强與輻射面的不斷擴大，西江中上游地區的水運需要發揮更大的作用。 
 
爲此，我們希望有關當局採納我們的建議，在未來大珠三角的中長期發展規

劃中，進一步明確該運輸方式的優先發展地位，通過具體措施使該運輸方式的行

業形態進入良性循環，從而使本地區交通運輸體系和整個社會的發展更加均衡、

環保、和諧，持續。我們相信，在這個一國兩制兼多種不同發展水平的地區，上

述目標是符合整個區域全體人民福祉的，而我們的建議也是切實可行的。在大珠

三角共同建設優質生活圈、實現綠色交通運輸和提高整體城市群競爭力的努力

中，進一步提高內河水運的比重當是其中一個必然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