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内河港口 

布局规划（2017－2035年）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江苏省内河港口布局规划（2017－2035年）》已经省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9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苏政办发〔2018〕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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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内河港口布局规划 

（2017－2035年） 

 

江苏内河航道资源丰富，水运条件优越。近年来，在交

通运输部及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江苏内河

港口持续健康发展，在国家战略物资运输、服务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省内河港

口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要求内河港口发挥更

大的服务支撑作用。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宝贵遗产”等要求，推动全省高

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也要求

内河港口加快转型步伐，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

展。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充分发挥江苏水资源通江达

海优势，推进运输结构调整，服务地区产业转型和推进绿色水

运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和交通运输部《港口规

划管理规定》，编制本规划。规划范围为省干线航道上的内河港

口。省干线航道主要依据2005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的《江苏省



 

 

— 3 — 

干线航道网规划》，并吸收其修编成果。规划基础年为2016年，

规划水平年为2025年、2030年和2035年。 

一、港口发展和布局现状 

（一）发展现状。 

全省共有13个内河港口，其中，徐州港、无锡内河港为国家

主要港口，苏州内河港、常州内河港、淮安港、宿迁港、扬州内

河港和镇江内河港为地区性重要港口，盐城内河港、连云港内河

港、泰州内河港、南通内河港和南京内河港为一般港口。省干线

航道达标里程达到2254公里，基本建成了高等级航道主网络，重

点干线航道的通航条件明显改善，全省内河港口主要集中在以京

杭运河为主的“两纵三横”干线航道主骨架上（不含长江）。截

至2016年底，全省内河共有生产用码头泊位5937个，综合通过能

力6.1亿吨，其中，500吨级及以上泊位1535个，通过能力3.4亿吨，

分别占总量的25.9%和55.7%。煤炭、矿石、原油和集装箱等专

业化泊位545个。2016年实现货物吞吐量5.3亿吨，其中，进、出

港吞吐量分别达到3.9亿吨和1.4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8.42万标

箱。“十一五”至今，内河港口吞吐总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

速分别达到7.2%、26.7%。徐州港和无锡内河港国家主要港口作

用发挥明显，2016年吞吐量达1.5亿吨，约占总量的27.6%。煤炭、

矿建材料、金属矿石、水泥和集装箱等主要货类运输系统不断完

善，运输能力不断增强，2016年吞吐量约占总量的79%。 

（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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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港口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镇建设的重要

保障、沿河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促进了内河航道航运功能、沿

河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和航道沿线整体发展水平提

高。我省内河港口承担了城镇开发建设所需黄砂、石料等矿建材

料近60%的调入量，在城市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内河港口的开发有力带动了沿河产业布局和发

展，形成了徐州双楼物流园、淮安盐化新材料产业园区等一批依

托港口的产业园区，港口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内河港口能

力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内河港口是国家煤炭能源物资水运通道的重要节点、区域物

资交流的重要平台。2016年，我省内河港口完成煤炭吞吐量8500

万吨，其中84%以上是通过国家内河水运主通道——京杭运河沿

线港口完成的。徐州港是国家西煤东输、北煤南运的重要枢纽，

每年承担煤炭铁水联运量约1000万吨。另外，江苏内河港口还承

担了相当部分海进江煤炭的装卸运输，在与长江中上游、浙江和

上海等地水运物资交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河港口是构建长江三角洲地区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沿江沿海港口的内陆延伸。随着以千吨级航道为主体的省

干线航道加快建设，干线航道通畅程度不断提高，内河港口的运

输能力与综合交通的衔接能力显著提升。内河港口在公铁水、江

海河等多式联运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在沿江沿海港口提高辐射范

围、提升港口集疏运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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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问题。 

虽然近年来我省内河港口获得了较快发展，在服务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但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

差距，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能力还有待

提升，发展的战略定位和目标需从全省角度统筹考虑，重新定位，

主动策应和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二

是港口岸线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

划需进一步衔接协调；三是规模化现代化绿色化水平还有待提

高，内河港口布局相对分散，码头等级与规划航道等级不适应，

码头岸线利用效率不高；四是服务发展功能还有待加强，多数内

河港口仍以服务城镇建设的矿建材料等物资装卸、转运为主，集

装箱运输规模较小，港口现代物流、对外开放、多式联运等服务

功能偏弱，对经济、产业、综合交通发展的支撑作用亟需提高，

综合效能和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五是科学管理水平还有待提

高，内河港口管理的方法和措施还需进一步优化，管理过程中的

服务意识、安全意识、依法行政意识等有待进一步增强。 

二、港口发展需求预测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要求

我省内河港口做好与江海联运港区、沿海港口衔接以及服务“双向

开放”的战略文章。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要求

内河港口必须落实绿色发展要求，从满足港口长远发展、大运河文

化带和绿色航运示范区建设的需要出发，加强现有港口资源的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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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规模化布局和绿色化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我省内河港口强化服务功能、实现转型发

展，以适应港口吞吐量增速趋缓和货种结构的深刻变化。我省已进

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求内河港口调整布局，

在继续保障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推进内河港口资源整合，促进

内河港口与沿岸城镇、滨河生态空间协调发展。我省水运和综合交

通的发展，要求内河港口加强与沿江沿海港口互动，构建江海河、

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内河港口。 

根据腹地经济社会发展对港口发展的需求，预计我省内河港口

吞吐总量将总体上保持增速趋缓、结构优化的态势。按照国家《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和我省“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

的相关要求，随着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全省内河港口经营的

主要货种也将发生相应变化，传统能源、原材料增速放缓；城市建

设所需的矿建材料总体稳定；集装箱、其他件杂货等增速加快，比

重提高。具体预测结果为，2025年、2030年和2035年江苏省内河港

口总吞吐量分别约为6.7亿吨、7.3亿吨和7.7亿吨，2016－2025年年

均增速为2.6%，2025－2030年年均增速为1.7%，2030－2035年年

均增速为1.1%。其中，集装箱吞吐量到2025年、2030年和2035年将

分别达到100万标箱、180万标箱和250万标箱左右。 

三、港口发展的定位目标 

（一）战略定位。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加快建设“强富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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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江苏的目标要求，我省内河港口发展的战略定位是：全国和

长三角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策应“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接受沿江沿海地

区辐射，发展江海河联运的重要环节；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

设的重要节点和窗口；江苏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战略资源；江苏沿河地区产业集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

平台；江苏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保障。 

（二）发展目标。 

我省内河港口应加快推进“等级标准、集约节约、功能多元、

绿色智能”发展。通过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加强内河港口资源

整合，促进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优化布局结构，提

高内河港口与沿岸城镇、产业发展的匹配性，加快江海河联运功

能、连云港等海港功能向内陆延伸，构建布局合理、保障有力，

与江海联运港区、沿海港口高效衔接，与战略、经济、城镇发展

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内河港口布局体系，推动内

河港口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四、港口岸线利用和布局规划 

（一）规划原则。 

服务支撑原则。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及“1+3”

重点功能区等国家和省发展战略，服务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服务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沿江沿海港口集疏运。 

集中集约原则。把资源节约、安全高效作为内河港口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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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根本导向，加强内河港口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推动非法

码头集中整治，强化资源高效利用和港口集中布局。 

绿色生态原则。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处理好内河港口

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严守生态红线，保障区域水质和环

境安全，确保河道综合功能持续发挥。 

统筹协调原则。以系统化思维规划内河港口布局，统筹考虑

港口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协调，使内河港口发展符合产业发展

规划、城镇体系规划要求，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

划、水利规划、江河流域规划、综合运输体系规划等相衔接，实

现协调发展。 

（二）港口岸线利用规划。 

1．岸线资源评价。 

江苏省地处河流众多的长江三角洲、淮河下游地区，河川

交错，水网密布，是我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最高的省份，拥有

等级航道里程约8709公里，2005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的《江

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规划省干线航道里程约3455公里，修编

规划省干线航道规划里程约4010公里，岸线资源丰富。 

江苏省通航河流以平原特征为主，流速平缓，流向稳定，

河流的入海口处基本都有建闸，受潮汐的影响较小，大部分岸

线条件都能够满足内河港口的建设要求，建港条件相对较好。 

2．港口岸线利用现状评价。 

截至2016年底，我省干线航道已开发利用港口岸线139.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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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占规划港口岸线总长度的33.3%，以京杭运河航道沿线港口

岸线为主。总体来看，我省内河港口岸线开发已具有一定规模，

但港口岸线集约化、规模化利用水平需进一步提升，港口岸线开

发与城市、生态环保要求需进一步衔接协调。 

3．港口岸线利用规划。 

根据内河航道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干线航道规划

情况，结合已批复（或通过审查）的各市内河港口总体规划，并

统筹考虑与城镇体系规划、大运河江苏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

等相关规划的衔接，江苏内河干线航道沿线规划港口岸线长度为

416.9公里。各设区市在本地区内河港口总体规划修编中，要根

据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港口岸线利用规划。 

江苏省内河港口岸线规划汇总表 

单位：公里 
 规划港口岸线（干线航道） 已利用岸线 

全省合计 416.9 139.0 

徐州港 26.5 12.6 

宿迁港 16.7 4.4 

淮安港 52.4 21.0 

扬州内河港 14.0 8.5 

镇江内河港 18.9 3.1 

常州内河港 30.9 10.9 

无锡内河港 15.6 7.9 

苏州内河港 64.4 31.6 

连云港内河港 17.7 3.7 

盐城内河港 52.1 14.6 

南通内河港 56.2 10.6 

泰州内河港 45.0 9.7 

南京内河港 6.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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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层次港口布局规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和《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

局规划》，统筹考虑全省内河港口资源特点、区位条件和运输组

织布局要求，全省内河港口规划为主要港口、地区性重要港口和

一般港口三个层次。徐州港、无锡内河港为主要港口，苏州内河

港、常州内河港、淮安港、宿迁港、扬州内河港、镇江内河港为

地区性重要港口，盐城内河港、连云港内河港、泰州内河港、南

通内河港、南京内河港为一般港口。全省13个内河港口干线航道

沿线共布局港区63个。其中，苏州内河港和淮安港具备发展成为

国家主要港口的基础和条件，可以发挥主要港口的功能和作用。 

1．徐州港。 

徐州港包括徐州、邳州、丰县、沛县、新沂和睢宁港区，以

煤炭、矿建材料、件杂货运输为主，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充分

发挥铁公水多式联运优势，积极拓展临港产业开发、现代物流等

功能。重点发展顺堤河作业区、双楼作业区、万寨作业区和新邳

州作业区，顺堤河作业区以承担国家煤炭转运、腹地物资运输、

城市建设和产业开发功能为主，双楼作业区以现代综合物流服务

为主，万寨作业区主要服务徐州北三环物流集聚带，新邳州作业

区主要承接老邳州作业区搬迁和城区零散小码头整合功能。 

2．无锡内河港。 

无锡内河港包括城郊、惠山、锡山、宜兴和江阴港区，以能

源、矿建材料、工业原材料及产成品运输为主，积极发展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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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重点发展新安大桥作业区、石塘湾铁水中转作业区和宜兴

新港作业区，新安大桥作业区加快发展成为公铁水多式联运作业

区，石塘湾铁水中转作业区为周边地区和企业提供煤炭等散货多

式联运等物流服务，宜兴新港作业区为周围物流园区和产业发展

提供集装箱物流服务。 

3．苏州内河港。 

苏州内河港包括市区、吴江、昆山、太仓、常熟和张家港港

区，以能源、矿建材料、原材料、工业产品和内外贸物资运输为

主，积极开展集装箱运输，逐步发展成为国家主要港口。重点发

展白洋湾作业区、高新区作业区和牌楼作业区，白洋湾作业区主

要为周边及腹地地区提供物流服务，高新区作业区主要为苏州高

新区提供港口物流服务，牌楼作业区主要服务于沿江港口集疏运

和太仓港港口开发区建设发展。 

4．淮安港。 

淮安港包括市区、淮安、淮阴、盱眙、涟水、洪泽和金湖港

区，以原材料、能源等大宗散杂货以及集装箱运输为主，逐步发

展成为国家主要港口。重点发展新港作业区、黄码作业区和淮阴

城东作业区，淮安新港作业区发展成为区域集装箱运输的综合性

大型枢纽作业区，黄码作业区加快发展成为区域物流枢纽，淮阴

城东作业区主要服务于淮阴工业园区及淮安经济开发区。 

5．常州内河港。 

常州内河港包括市区、金坛和溧阳港区，以能源、矿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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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工业产品和内外贸物资运输为主，积极开展集装箱运输，

大力发展临港工业及现代物流业。重点发展奔牛作业区和东港作

业区，奔牛作业区依托周边产业不断发展现代港口物流业务，东

港作业区发展港口物流和临港产业开发功能。 

6．宿迁港。 

宿迁港包括中心、沭阳、泗阳和泗洪港区，以原材料、能源

等大宗散杂货运输为主，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积极拓展现代物

流、内外贸易、临港开发和江海河联运等功能。重点发展中心作

业区和泗阳城东作业区，中心作业区主要承担腹地大宗物资物流

服务，泗阳城东作业区主要服务后方城市建设、工业园区产业发

展。 

7．扬州内河港。 

扬州内河港包括扬城、宝应、高邮、江都和仪征港区，以能

源、原材料等大宗散货运输为主，货物流通和产业开发并重。重

点发展汤汪作业区，主要为扬州市城南建设发展及城市生活所需

物资提供物流服务。 

8．镇江内河港。 

镇江内河港包括城郊、丹阳和句容港区，以能源、矿建材料、

原材料和工农业产品运输为主。重点发展丹阳陵口作业区，主要

为丹阳市域东部陵口附近厂矿企业、工业集中区的发展提供能

源、矿建材料、原材料及产成品等物流服务。 

9．盐城内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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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内河港包括市区、响水、滨海、阜宁、射阳、建湖、大

丰和东台港区，以能源物资、散杂货和集装箱运输为主，发展综

合物流、内外贸易、临港开发和海河联运等多种功能。重点发展

开发区作业区和大丰海港内河作业区，开发区作业区主要为盐城

经济开发区提供港口物流和带动临港产业开发等功能，大丰海港

内河作业区主要为大丰港区提供海河联运服务，同时服务后方沿

河产业发展。 

10．连云港内河港。 

连云港内河港包括连云、新海、灌云、灌南、赣榆和东海港

区，以大宗散杂货和集装箱运输为主，发展海河联运、港口物流

和内外贸易等功能，逐步发展成地区性重要港口。重点发展中云

台作业区，主要为连云港港内河集疏运、金港湾物流园区、徐圩

新区北部及板桥工业园等地区的综合物流需求服务。 

11．泰州内河港。 

泰州内河港包括市区、姜堰、兴化、泰兴和靖江港区，以城

市建设、产业发展所需的大宗物资运输为主，兼顾集装箱运输。

重点发展城北物流园作业区和兴化城南作业区，城北物流园作业

区主要承担包括散杂货和集装箱在内的多式联运等物流服务，兴

化城南作业区主要为兴化市区、经济开发区内企业以及周边城镇

建设提供港口物流服务。 

12．南通内河港。 

南通内河港包括南通、海安、如皋、如东、海门和启东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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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散杂货和集装箱运输为主，发展江海河联运和临港产业开发功

能，逐步发展成地区性重要港口。重点发展海安商贸物流园作业

区和通州湾港区内河转运区，海安商贸物流园作业区主要承担集

装箱运输和连申线海安县城区段零散码头整合功能，通州湾港区

内河转运区主要为通州湾港区提供海河联运服务，承担集装箱、

散杂货公铁水多式联运等物流服务功能。 

13．南京内河港。 

南京内河港包括雨花台、六合、江宁、溧水和高淳港区，以

矿建材料、工业原材料及产品等大宗散货运输为主，兼顾集装箱

运输，积极发展临港工业。重点发展小花作业区，主要承担整合

周边零散矿建码头功能，服务城镇建设发展和物资集散。 

（四）主要货种运输系统港口布局规划。 

1．集装箱。 

根据全省集装箱运输发展总体战略，结合运输经济性论证

和基础设施条件，我省内河集装箱运输将在淮安港、宿迁港、

徐州港至太仓港，无锡内河港至上海外高桥等主要通道的基础

上，重点打造苏北至连云港港、苏北至太仓港、苏南至太仓港

等三大核心通道，不断发展连申线盐城到连云港港、南通到太

仓港通道。 

以主要内河集装箱运输通道为重点，不断完善沿线内河集

装箱码头布局。其中，苏北运河重点加快形成以淮安新港作业

区、黄码作业区、徐州双楼作业区、万寨作业区、顺堤河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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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二期）等为主，苏南地区重点加快形成以无锡新安大桥作

业区、宜兴新港作业区、苏州白洋湾作业区、高新区作业区等

为主的集装箱专业化码头布局。同时，积极推进连申线盐城开

发区作业区（步凤作业区）、南通海安中心作业区等集装箱专

业化码头建设。 

主要集装箱专业化作业区规划表 

港口及港区名称 序号 作业区名称 所在航道 

淮安港 市区港区 
1 淮安新港作业区 京杭运河 

2 黄码作业区 京杭运河 

无锡内河港 
城郊港区 3 新安大桥作业区 京杭运河 

宜兴港区 4 宜兴新港作业区 芜申线 

徐州港 徐州港区 

5 双楼作业区 京杭运河 

6 万寨作业区 京杭运河 

7 顺堤河作业区二期 顺堤河 

苏州内河港 市区港区 
8 白洋湾作业区 京杭运河 

9 高新区作业区 京杭运河 

宿迁港 
中心港区 10 中心作业区 京杭运河 

泗阳港区 11 城东作业区 京杭运河 

盐城内河港 市区港区 12 开发区作业区 连申线 

南通内河港 
海安港区 13 海安中心作业区 连申线 

如东港区 14 通州湾港区内河转运区 通州湾港区疏港航道 

常州内河港 市区港区 
15 东港作业区 京杭运河 

16 奔牛作业区 京杭运河 

镇江内河港 丹阳港区 17 丹阳作业区 京杭运河 

连云港内河港 连云港区 18 中云台作业区 连云港港疏港航道 

2．煤炭。 

江苏内河港口煤炭运输将以铁路调入、海港调入和沿江港口

调入为主，形成以徐州港、淮安港等为铁路煤炭装船港、以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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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港口为煤炭中转装船港（沿海港区后方内河作业区），以各

地区内河煤炭公用码头、电厂等企业专用煤炭码头为卸船港，以

京杭运河、徐宿连航道、灌河、盐河、锡溧漕河、锡澄运河、连

云港港疏港航道、滨海港疏港航道、大丰港刘大线为主要运输通

道的煤炭运输体系。 

规划布局煤炭专业化码头作业区主要有徐州港顺堤河作业

区、双楼作业区、新邳州作业区，淮安季桥作业区，镇江陵口作

业区，常州奔牛作业区，无锡石塘湾铁水中转作业区，连云港中

云台作业区和大丰海港内河作业区等。 

主要煤炭中转专业化作业区规划表 

港口及港区名称 序号 作业区名称 所在航道 集疏运方式 

徐州港 
徐州港区 

1 顺堤河作业区 顺堤河 公、铁、水 

2 双楼作业区 京杭运河 公、铁、水 

邳州港区 3 邳州作业区 京杭运河 公、铁、水 

淮安港 市区港区 4 季桥作业区 淮河入海水道 公、铁、水 

镇江内河港 丹阳港区 5 陵口作业区 京杭运河 公、铁、水 

常州港 市区港区 6 奔牛作业区 京杭运河 公、铁、水 

无锡内河港 惠山港区 7 
石塘湾铁水中转

作业区 
京杭运河 公、铁、水 

连云港内河港 连云港区 8 中云台作业区 
连云港港疏港

航道 
公、铁、水 

盐城内河港 大丰港区 9 
大丰海港内河作

业区 
刘大线 公、水 

3．进口铁矿石。 

内河进口铁矿石运输以从海港调入和沿江港口调入为主，形

成以连云港海港后方内河作业区为主要中转装船港，以淮安、苏

州、无锡等地内陆沿河钢铁企业专用码头为主要卸船港，以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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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港疏港航道、盐河、徐宿连航道、德胜河、杨林塘、锡澄运河

等航道为海河联运主通道的进口铁矿石运输系统。 

规划进口铁矿石专业化码头作业区主要有徐州港双楼作业

区、淮安港京杭运河工业作业区、连云港内河港中云台作业区、

苏州内河港高新区作业区等。 

主要进口铁矿石运输专业化作业区规划表 

港口及港区名称 序号 作业区名称 所在航道 集疏运方式 

徐州港 市区港区 1 双楼作业区 京杭运河 公、铁、水 

淮安港 市区港区 2 京杭运河工业作业区 京杭运河 公、水 

苏州内河港 市区港区 3 高新区作业区 京杭运河 公、水 

连云港内河港 连云港区 4 中云台作业区 
连云港港

疏港航道 
公、铁、水 

4．矿建材料。 

我省矿建材料需求量将保持总体稳定，结合矿建材料生产、

需求分布等情况，矿建材料运输基本维持目前以苏北徐州、淮安、

宿迁、苏南高淳、溧阳等为矿建材料运输枢纽节点，以京杭运河、

丹金溧漕河、芜申线等为运输通道的总体运输格局，通过京杭运

河、长江从外省调入的量不断增加。 

矿建材料码头布局要贯彻规模化、集约化原则，在各港总体

规划确定的港口作业区或规划港口岸线中根据需求合理选址，靠

近产地和需求地，并进行集中布置和建设，满足城镇建设发展和

运输需求，满足生态环保要求。 

（五）分通道分区域港口布局规划。 

结合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以及全省物流通道布局，规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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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加强5个内河干线通道的分区域港口布局，分别为京杭运河通

道、连申线通道、淮河出海通道、通扬线通道、芜申线通道，并

预留依托徐宿连新通道规划布局港口。 

1．京杭运河通道港口布局。 

京杭运河通道由京杭运河、芒稻河、丹金溧漕河、德胜河、

锡澄运河、锡溧漕河、乍嘉苏线等干线航道组成。沿线港口主要

包括徐州港、宿迁港、淮安港、扬州内河港、镇江内河港、常州

内河港、无锡内河港和苏州内河港。京杭运河通道沿线港口重点

要适应能源、资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要，培育和提升集装箱、清

洁能源等内河运输体系，通过通江口门拓展江海河联运，满足大

运河文化带对生态保护、环境建设的要求。 

2．连申线通道港口布局。 

连申线通道由连申线、盐宝线、盐邵线、刘大线、兴东线、

泰东线、锡十一圩线、杨林塘等干线航道组成。沿线港口主要包

括连云港内河港、盐城内河港和南通内河港等。连申线苏北段是

东部沿海地区主轴干线航道，沿线港口以服务沿海经济带城镇建

设和产业发展为主，并通过沿海港口疏港航道加强与沿海港口的

联动发展，不断推进港口、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连申线苏南段

及支线航道沿线港口应加强与沿江港口的互动，完善内河集装箱

运输体系。 

3．淮河出海通道港口布局。 

淮河出海通道由淮河出海航道、盐河等干线航道组成。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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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港口主要包括淮安港、盐城内河港和连云港内河港等。淮河

出海通道沿线港口应充分发挥海河联运优势，将连云港港等海

港功能向内陆地区延伸，带动淮河流域地区经济社会和产业协

调发展。 

4．通扬线通道港口布局。 

通扬线通道由通扬线等干线航道组成。沿线港口主要包括扬

州内河港、泰州内河港和南通内河港。通扬线航道沿线港口重点

服务沿江城市带建设和产业转型发展，兼顾为南通等沿海港口

（港区）提供海河联运服务功能。 

5．芜申线通道港口布局。 

芜申线通道由芜申线、秦淮河、苏申内港线、苏申外港线、

长湖申线等干线航道组成。沿线港口主要包括南京内河港、常州

内河港、无锡内河港和苏州内河港。芜申运河是皖南、苏南与浙

沪之间物资交流的便捷通道，该通道沿线港口以重点服务沿线地

区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为主。 

依托徐宿连航道规划内河港口布局的新通道。徐宿连通道由

京杭运河、宿连航道、徐圩港区疏港航道组成，沿线港口岸线利

用和作业区布局方案视发展需要，在沿线各设区市港口总体规划

修编中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五、环境影响评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江苏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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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等有关环境保护要求，牢固树立绿色安全发

展理念，严守安全、环保底线，加强污染防治，强化环境风险管

控，集约高效利用资源，推动绿色循环低碳港口建设，促进内河

港口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一）推动集约高效发展。 

着力优化内河港口布局，加强港口资源整合，促进重点规模

化港口作业区建设发展。依法取缔拆除非法、小散乱码头，建设

规模化、专业化码头，采用环保性能好、作业效率高的装卸机械

设备。 

（二）提升污染防治能力。 

加强港口污染物接收处理设施建设。加强港口粉尘综合防治

和噪声防治。加强港口清洁能源推广应用，加快内河靠港船舶使

用岸电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低碳绿色港口建设发展水平。 

（三）加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 

危化品码头企业应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完善环境应

急预案并备案。定期开展危险货物装卸专项治理，港口作业区内

成立污染事故应急机构，加强污染事件应急处置队伍建设。 

（四）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在实施港口项目建设时，严格落实港口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和环境保护“三同时”、排污许可要求，加强施工期间、生产

运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各地在编制港口总体规划

时，应取消与饮用水水源地等生态红线区域有冲突、不符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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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保护和相关规划要求的港口岸线，提高港口岸线利用效

率和效益，根据规划确定的功能，充分考虑岸线和水陆域规划

方案的环境保护要求，合理规划环境保护设施。 

六、保障措施 

（一）完善规划体系。 

各设区市应在本规划指导下，完善本市内河港口总体规划

修编，各港做好内河港口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大运河江苏

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

设规划、中国大运河（江苏段）遗产保护规划以及城市、交通、

水利规划等衔接协调，统筹做好港口资源开发与大运河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加强内河港口与滨河生态空间等

的协调，港口用地应符合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禁止占用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禁止建设区域，确保主要港口作业区有充足

的土地等陆域空间和便捷集疏运通道，提升内河港口发展效

益，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加强政策支持。 

加强内河主要港口作业区发展政策支持，研究制定内河港口

建设发展用地、集疏运、资金等保障政策。研究制定对内河港口

集装箱运输发展的支持政策，加快提升内河港口综合实力。积极

创新内河港口投融资模式，探索内河港口建设采用PPP模式、与

产业园区一体化开发模式等。 

（三）加强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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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正确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江苏省港口条例》

等法律法规赋予的管理职能，完善港口管理体制，加大对内河港

口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全过程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开展非法码头集中整治，坚决打击“在港口规划范围外建设港口

设施”“未批先建”“批建不一”“边批边建”“不正当竞争”

等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全省内河港口健康有序发展。 

（四）加强绿色港口建设。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进一步增强港口生态环保意识，提

升岸线、船舶、码头等领域污染防治能力，推动内河港口作业区

环境综合整治，加强生态修复。全面提升内河港口基础设施、装

备和运输组织的绿色发展水平，推广绿色港口技术和产品，全面

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加快推进内河港口岸电建设，推动绿色港口

转型发展，为高质量推进大运河江苏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提

供保障。 

（五）加强智慧港口建设。 

主动对标国内外先进港口，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大力推进

内河港口自动化、智能化建设。推进内河港口生产组织智能化，

推广应用智能运输装备和自动装卸机具，提高生产作业效率。

鼓励有条件的内河港口企业，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

新经营管理模式，建设协调联动的智能调度等运营管理系统，

实现对港口运输资源的动态监测、优化配置、精准调度和协同

运转，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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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文化港口建设。 

把文化元素融入到内河港口发展规划和建设管理中，提升内

河港口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加大对全省内河港口特别是大运

河江苏段港口发展历史、经验、传承的挖掘与整理，整理形成涵

盖沿江沿海港口的全省港口文化。增加内河港口文化配套设施建

设的投入，实现内河港口运营、生态、亲水与安全的有机结合，

丰富文化环境和艺术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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