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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明
本报通讯员 薛广乾

9月25日上午，山东港口集团渤海湾港
东营港区2×10万吨级液体散货泊位工程开工
仪式隆重举行。该项目计划将于2020年年底
建成投用，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东营港码头等
级，彻底改变东营港当前大码头少、效率
低、功能单一的格局，对满足腹地经济日益
增长的货运需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东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支撑鲁北高端
石化产业基地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山东港口集团成立以来第一个开工
项目，也是我省渤海湾沿线东营、潍坊、滨
州三市中第一次建设10万吨级码头。今年6月
4日，国家交通运输部批复，同意在东营港东
营港区一突堤北侧建设2个10万吨级液体散货
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030万吨，使用岸线
长度636米，项目总投资9 . 6亿元，预计达产后
每年实现码头经营收入约1 . 9亿元，年利润约
1亿元。

东营港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是《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确定的黄
河三角洲区域中心港，是东营市对外开放的
桥头堡。截至目前，东营港已累计完成投资
174 . 5亿元，共建成生产性泊位55个，其中，
万吨级以上泊位16个，最大泊位等级为5万
吨；建成配套仓储罐区600万立方米。2018年
实现货物吞吐量为5825 . 2万吨，其中原油
1694 . 4万吨，成品油及液体化工品927 . 2万
吨。东营港已成为环渤海地区以石油化工货
物运输为主，兼顾普货、客滚、集装箱等运
输的重要港口。

然而，随着东营港腹地石化产业的发展
壮大和原油进口的快速增长，东营港总体规
模小，深水泊位少，码头等级低的问题日益
凸显。这次开工建设的10万吨级码头被东营
人亲切地称为“大码头”，足见人们对“大
码头”的热切期盼。毕竟，东营港建港已经
35年，目前最大码头是5万吨级，且只有2个
泊位，其他的都是5000、1万、2万、3万吨级
不等的小码头，极不适应鲁北高端石化产业
基地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制约腹地经济发展
的最大瓶颈。

“腹地炼化企业旺盛的运输需求，倒逼
东营港尽快建设10万吨级码头。”山东渤海
湾港口集团副总经理薄传民介绍，东营港经
济腹地广阔，可直接辐射东营、滨州、淄
博、德州四市规模以上炼厂39家，一次加工
能力约1 . 2亿吨，其中东营市为6900万吨。随
着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的有序推进，包括

东营港200万吨PX项目、120万吨己内酰胺项
目、120万吨乙烯项目等在内的一批化工项目
的陆续上马，三年内预计新增运输需求5000
万吨，运输总需求约为2 . 2亿吨。

那么，运输缺口有多大？薄传民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目前山东投用及在建的20万吨
及以上原油接卸泊位共8个，年总接卸能力
1 . 42亿吨，但其中有7800万吨供应东明石化和
江苏、河南炼油企业，供本省炼油企业能力
仅为每年6400万吨，且目前烟台港和董家口
港输油管线到达东营的年供给量仅有1700万
吨左右，再扣除东营港现有的1694 . 4万吨的运
输能力，仅原油一项，东营市的运输缺口就
达3505 . 6万吨。再加上成品油外运及燃料油、
丙烷、甲醇、苯等运输需求，保守估计仅东
营市炼化企业就可为东营港提供亿吨以上吞
吐量。

“这就倒逼东营港要建设10万吨级以上
码头，努力弥补运输缺口，为腹地企业提供
更好的环境支撑。”薄传民表示。

港口规模与腹地企业需求的矛盾当前一
项突出的表现就是滞期费。“由于港口泊位
供给不足，船舶排队的现象是‘家常便
饭’。滞港超过规定期限就要支付滞期费。
滞期费是一种时间成本，也是鲁北高端石化
产业基地众多炼化企业的最大痛点。”山东
宝港国际股份公司市场部总监张福来说，东
营的地炼企业无一例外，个个都要拿滞期
费，有的甚至每年支付滞期费超过1亿元。当
前东营港压船滞港现象非常严重，每年仅滞
港费就高达2亿～3亿元，特殊情况下，甚至
有的船舶滞港近2个月。10万吨级码头建成投
用后将大大缓解这一现象。

滞期费之外，大码头的建设还将大大降
低腹地企业运输成本。据统计，距离东营港
150公里以内的石油炼化企业分别有24家，原
油一次性加工能力5400万吨。以青岛港和东
营港建设输油管线对比分析，距离东营港10
公里以内的石油炼化企业通过东营港每吨货
物综合物流成本比青岛港节省80元；即使是

距离东营港138公里的广饶县石油炼化企业，
通过东营港运输每吨货物综合物流成本比青
岛港也能节省20元以上。按平均节省30元/
吨，鲁北地区炼厂每年原油输送1亿吨、成品
油输送6000万吨计算，每年至少节省物流成
本48亿元，同时还将大大降低企业汽车运输
比例，燃油消耗和尾气排放趋零，有效减少
危化品运输事故。

“10万吨级码头建设将使东营港在码头
泊位等级上提升一个层次，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该码头的建成可形成运转快捷、调节自
如的跨区运输大动脉，将极大增强东营乃至
山东省供应保障能力和市场调节能力。”薄
传民告诉记者，当前，东营市正在全力推进
地炼企业整合，新上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
集群发展石化产业，大码头的建设必将成为
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核心区的强大基础支
撑。据了解，当前该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经
就绪，打桩机已于9月24日就位，随后将启动
试桩工作，进入正式施工阶段。

□记 者 贾瑞君 李明
通讯员 陈仕钊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25日，听到山东港口集团
渤海湾港东营港区2×10万吨级液体散货泊位工
程开工的消息，东营市亚通石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兴党格外兴奋。作为一家生产原料严重依赖港
口物流的企业来说，10万吨级码头的开建无疑是
件利好消息。

亚通石化是第一家进驻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的
大型综合性民营石化企业，已经在东营港深耕十
多年，主要生产经营汽柴油、液化气、丙烯、硫
黄、石油焦等产品。2018年亚通石化消耗原油、
燃料油等原料460多万吨，纳税额20亿元。

“我们公司的生产原材料99%依赖港口物流运
进来，而目前东营港最大的油品码头是中海油5万
吨级油品码头，仅有2个泊位，平时等待卸货的船
排得满满当当，根本不够用。”唐兴党说，外贸船光
靠岸就得花费七八个小时，如果遇上大风天气，

“二次卸货”或“多次卸货”的情况时有发生。
记者了解到，中海油5万吨级油品码头的港

池属于外港池，对天气依赖程度高，尤其是受风
的影响很大，一年有效作业时间仅有200天左
右。一般5万吨的货船需要连续作业30多个小时
才能完成卸货，一旦出现大风预警就得提前两三
个小时离泊，而在大风和涌浪的天气状况下就要
反复卸货。东营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毛浩介绍，东
营港位于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其特
点是冬冷夏热，年温差大，具备明显的季风特
征，多大风天气，这就使得码头作业天数受到很
大限制。

因大风和涌浪导致船舶靠岸、卸货延误造成
的船舶滞期费最终会转嫁到原料购买企业身上。
“最近几年，我们每年光‘船舶滞期费’就要支
付差不多5000万元。”唐兴党心疼地说，“这还
是比较保守的数字。”

本次开工建设的东营港区2×10万吨级液体
散货泊位将让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10万吨
级码头所在的位置处于南北防波堤环抱形成的内
港池，抵御风浪的条件较好，项目投产后，哪怕
外海浊浪涛涛，码头也会风平浪静。腹地企业再
也不必为大风天气困扰，届时巨额‘船舶滞期
费’将成为历史。”山东渤海湾港口集团副总经
理薄传民说。

据了解，2014年开始施工建设的东营港区北
防波堤工程已于2015年完工，该工程采用抛石斜
坡堤结构建设，长4963米，堤顶标高5米，总投资
12 . 6亿元。投资12 . 76亿元的南防波堤工程也于
2016年开工建设，项目新建防波堤8613米，采用
充填袋结构和抛石斜坡堤结构实施，目前工程建
设已近尾声。南北防波堤的建成，对现有南北港
池内的泊位及航道起到了很好的防沙、挡浪、减
淤作用，将有效改善到港船只泊稳条件，提高作
业天数和营运效率。

不仅是投产后对码头作业天数的增加有重要
作用，环抱式港池的形成为10万吨级码头的施工
也提供了良好的作业环境。“以前东营港区项目
没有防护堤的防护，风浪条件差，桩基的施工难
度相对较大，而且作业连续性也受到影响。”山
东港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几乎参与了东营港
区所有码头的建设，项目总监李志勇说，此次10
万吨级码头的建设相比以前要好很多，作业连续
性更好，对项目的质量和进度都是很好的保障。

此外，环抱港池的形成也为航道的管护提供
了良好条件，有效防止了航道淤积，航道疏浚压
力大大减轻，为东营港区迎接“大码头”时代的
到来增添了一道“保险”。

大风涌浪将不再是
港口作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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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港口集团开工建设东营港2×10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

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夯实强大支撑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薛广乾 陈仕钊

9月25日，注定是东营港历史中要被铭记
的一天。从这天开始，随着2×10万吨级液体
散货泊位工程的开工，建港35年的东营港将
正式走进“大码头”时代。在山东港口集团
众多码头中，10万吨级码头不能算作大码
头，但对于港口建设历史欠账较多的山东港
口集团渤海湾港来说，这次开工建设的10万
吨级码头却显得意义非凡。

今年8月初，在山东港口集团成立之初，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霍高原明确表示，要
努力做到“三个更加”，实现“三个满
意”。即山东港口集团与地方党委、政府关
系将更加密切，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程度将更
加深入，助力腹地经济增长贡献将更加突
出，努力让地方党委、政府满意，让港口合
作伙伴满意，让广大员工满意。此次开工建
设东营港10万吨级码头，无疑是山东港口集
团最好的践诺明证。

放眼世界，港口一直是带动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东营港地处环渤海
经济区和黄淮经济区的交汇区，区位优势非
常明显，近年来，以港口建设为突破口助推
黄河三角洲的开放开发，打开沿黄经济带的
海陆通道及黄河三角洲出海口，使之成为衔
接环渤海经济区与沿黄经济带的重要枢纽，
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1984年，胜利油田开始在东营建港，当
时的码头仅仅是作为油田的生产服务设施，
等级较低。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大
港口的需求日益迫切，几乎所有开发建设黄
河三角洲的战略设想都明确地指向了一个目
标:港口，建大港口，在黄河三角洲建设一个
大港口!

2009年11月，国务院在《黄河三角洲高效
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批复中明确提出：要
强化东营港的区域中心港地位，发挥临港产
业区龙头带动作用，推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和优化配置，促进产业集群式发展。东营
港，作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突破口，终
于确定。2010年4月，东营市委、市政府在东
营港经济开发区召开大会，动员全市上下迅
速行动起来，推动东营港及临港产业区突破
崛起，开创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新局面。

港口兴，则东营兴；港口强，则东营
强。作为全市的核心战略资源，东营集全市
之力推动东营港实现突破发展。截至目前，
东营港已累计完成投资174 . 5亿元，共建成生
产性泊位55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16
个，最大泊位等级为5万吨；建成配套仓储罐
区600万立方米。2018年实现货物吞吐量5825 . 2
万吨，其中原油1694 . 4万吨，成品油及液体化
工品927 . 2万吨。东营港已成为环渤海地区以
石油化工货物运输为主，兼顾普货、客滚、
集装箱等运输的重要港口。

我国石化行业有着“中国地炼看山东，
山东地炼看东营”的说法，凭借7000万吨的
石油炼化产能，东营占据全国炼化的十分之

一、全省的六成。然而随着近年来石化产业
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着力
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的背景下，作为
本地石化产业支撑的东营港区又显得有些力
不从心——— 总体规模相对较小，深水泊位
少，码头等级低等问题日益凸显。

据了解，东营港2018年完成吞吐量5825万
吨，创造了东营港建港以来的新纪录，尽管
已是满负荷生产，但距离东营地区地炼行业
的7000万吨的炼化能力还有近1200万吨的缺
口。山东港口集团渤海湾港副总经理薄传民
表示，没有大码头，就支撑不起东营作为鲁
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炼化一体化区域的地
位。

从开始建港到现在，东营港已跨过35个
年头，建设大码头、大港口的计划总是起起
伏伏。山东省沿海港口整合为东营港发展带
来机遇。2018年10月11日，挂牌仅半年的山东
渤海湾港口集团与万通海欣控股集团签署合
作协议，由山东渤海湾港口集团控股51%，万

通海欣控股集团东营港区码头、仓储、管线
等涉港资产，并成立山东渤海湾海欣港务有
限公司，确定在东营港区南港池一突堤建设2
×10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建成投产后东营
港区2×10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基本实现全天
候生产。

薄传民介绍，与2×10万吨级液体化工码
头配套的10万吨级航道工程，按照满足10万
吨级船舶通航并兼顾12万吨—30万吨级船舶
减载航行要求设计，航道全长15 . 3公里，底宽
357米，水深-17米，投资概算23 . 6亿元。工程
建成后航道水深可达到-17米，不仅可以满足
10万吨船舶通航要求，同时可以实现30万吨
级船舶减载通过。

10万吨级大码头的开建，也为渤海湾港
发展带来了黄金期。据了解，山东港口集团
渤海湾港后续还将在东营港与中国燃气合
作，建设2个10万吨级LNG码头，在广利港建
设2个10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这些项目将
迅速壮大渤海湾港产业规模，改变我省渤海
湾沿线港口长期建设滞后的不利局面。

港口最大的效益还是社会效益，建成后
可以有效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实现港、产、
城协调发展。当前，东营市正积极打造鲁北
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推动传统炼化石化产业
向“油头化尾”高端化工全产业链方向转型
升级，东营港大码头的建设为此提供了及时
而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撑，有利于吸引更多的
国内外知名化工企业落户东营港经济开发
区，进而促进东营石化产业加快完成新旧动
能转换。

据了解，伴随着大码头的开建，东营港
区也将迎来大项目集中落地：今年中国燃气
拟投资20亿元建设12万立方的低温丙烷罐
区，通过脱氢制取丙烯，向化工下游产业发
展；中国振华进出口公司210万吨轻烃深加工
综合利用项目已落地；亚通220万吨加氢裂化
项目、山东启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3万吨
高分子新材料项目、威联化学200万吨对二甲
苯及上下游配套延伸项目等都将落地。

建港35年，东营迎来“大码头”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李天越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25日上午，“2019年东营海

域应急综合演练”在东营海域举行，演练模拟一
艘油船与一过往船舶发生碰撞，船员落水、油轮
起火，原油泄漏，东营市海上搜救中心组织各方
力量开展“海陆空”联合救援。

上午10点15分，演练正式开始，东营市海上搜
救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海上，2艘冲锋舟率
先到达事发海域，船上搭载的搜救雷达成功锁定
落水人员所穿的北斗救生衣发出的位置信号，成
功将两名落水人员救起。专业救助直升机紧急起
飞，搜寻另一名落水人员，3名落水人员全部救起。
与此同时，遇险船舶灭火也在紧张进行。

此时，东营市海上搜救中心收到现场溢油应
急船传来的信息，准确显示了溢油位置、估算面
积，溢油预计漂移路径。现场应急船舶开启船载
收油机进行海面溢油回收，搜救中心同时调派船
只在油带的下流向布设400米围油栏。

演练过程持续90分钟，全流程模拟了海上突
发事件应急协调指挥、搜救力量联动、落水人员
救助、船舶灭火、溢油回收、舆情管控等环节，
同时大量运用信息化手段，投入了大量新装备、
新技术，为提高救助效率，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提
供了有力保障。

东营海域举行2019年
海上应急综合演练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陈仕钊 报道
9月25日上午，东营港举行2×10万吨级码头开工建设仪式。

图为山东省港口集团渤海湾港东营港区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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