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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于2021年8月2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21年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议案》，根据公司及南京港龙潭

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集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提升生产经营

及经济效益，同时，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符合环保监管及长江大保护要求，公司及

龙集公司拟采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及其他资本市场融资手段等方式筹措资金，

在仪征港区及龙潭港区实施多项新建及改扩建工程项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概述 

公司及龙集公司 2021 年预计投资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算约 33,535 万

元，其中 2021 年预计投资金额 11,3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投资内容 计划投资金额 2021 年预计投资金额 

1 股份公司 

仪征港区工艺自动化改造 5,000 1,000 

仪征港区江堤整治工程 3,450 500 

仪征港区消防系统合规性改造工程 2,850 600 

小计 11,300 2,100 

2 龙集公司 

半自动远控轨道吊 2 台 3,000 900 

轨道吊智能远控改造 6台 1,200 600 

四期 106场地物流仓库建设 6,235 1,500 

一四期场区防汛墙恢复工程 7,000 3,500 

海关查验场地建设 2,000 1,000 



四期闸口通道 1,400 1,000 

421-521轨道吊基础建设 1,400 700 

小计 22,235 9,200 

合计 33,535 11,300 

上述投资计划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内容均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仪征港区工艺自动化改造 

1、项目建设背景 

公司较早时储罐少、工艺管线相对简单，阀门不多，随着原油管道过江，公

司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先后多期储罐建设，市场开发货种多样化，储罐多工艺

管道多。因货主的变化经常改造管线，工艺较复杂。目前现场的工艺阀门除了罐

根和码头口的紧急切断阀以及新建的原油过驳管线安装了电动阀门外，基本都是

手动操作，自动化程度不高。为适应岗位人员数量，减轻劳动负荷，方便现场操

作，提高自动化程度，结合在用规范及未来规范可能的变化考虑，进行相应工艺

自动化改造。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现场阀门增加气动或者电动执行机构，实现中控远程联锁或操作。计划将储

罐罐根的第一道阀改造为气动阀，作为紧急切断阀用，电动阀变为操作阀用。码

头上的工艺管线除了码头口的紧急切断阀已经改造为电动阀外，拟在管道上增加

两道电动阀作为操作阀使用。 

3、项目投资额 

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5,000 万元。其中预计 2021 年投入 1,000 万元，2022 年

投入 2,000 万元，2023 年投入 2,0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项目预计分三年完成投资。 



5、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改造完成后，港区内的人工操作阀门量将大大减少，现场操作自动化程度将

大为提高，既可在现场操作也可远程在中控室操作。还可结合信息化系统的生产

全流程管理，实现生产流程智能化选择，减少误操作的机率。有利于提高作业效

率、有效降低人工成本。 

（二）仪征港区江堤整治工程 

1、项目建设背景 

港区建设年代较为久远，内部消防道路滨江横路（淹灯河至 615 码头段）道

路较窄，路面开裂。2019 年 12 月被国务院江苏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督导组列出问

题隐患清单。 

堤顶挡浪墙建设年代久远，墙顶老化破损严重。厂区内防洪子堤迎水侧大部

分岸坡为裸露状态或是杂草、杂树覆盖，堤身植草覆盖率较低，无护坡防护，江

堤又多系砂壤土筑成，抗冲刷能力较差。无法满足现行相关规范要求，存在事故

隐患，亟需整改。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1）对现状防洪子堤进行拓宽和加固，以确保满足消防安全规范要求； 

（2）原挡浪墙拆除重建，进一步提升子堤防洪能力； 

（3）迎水侧新建 C30 混凝土预制块护坡防护，提高堤身抗冲刷能力，确保

堤防安全稳定； 

（4）道路两侧植草防护，加强水土保持，减少水土流失。 

3、项目投资额 

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3,450 万元。2021 年预计投资 5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项目预计分三年完成投资。 

5、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工程主要功能包括防洪、消防两个方面。项目道路的建设可以提升厂区消防

能力，有效的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护坡、植草绿化可以减少水土流失，确保长江

岸线堤坡稳定，沿江环境安全。结合岸坡绿化措施，有效的提升沿江水环境，提

升城市的形象和品位，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仪征港区消防系统合规性改造工程 

1、项目建设背景 

港区建设较早，码头和罐区设计时均满足当时规范要求，并通过了消防验收。

但随着国家对安全和环保的要求逐步提高以及相关消防规范的更新，按照最新规

范对整个港区消防能力进行复核时，能力存在不足。 

港区现有 1 套稳高压消防水系统，1 套临高压消防水系统，以及低压消防水

系统，整个消防水系统布置分散、复杂，值班人员偏多，不便于管理，消防运行

成本大，且存在协调不到位的风险。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根据最新发布的《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

范》，拟对公司消防水系统、消防泡沫系统进行合规性设计和改造。对现有临高

压、稳高压消防泵房及配套设施进行改造，新增平衡式泡沫装置，对室外消防水

管网系统、码头消防管线进行改造。 

3、项目投资额 

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2,850 万元。2021 年预计投资 6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项目预计分两年完成投资。 

5、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改造完成后，将完善公司消防系统，强化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保证公司消

防系统的合规性。 

（四）半自动远控轨道吊 2 台 

1、项目建设背景 

公司四期码头目前配置了 7 台岸桥，后场配置了 8 台场桥和 10 台轨道吊，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2021 年将拆除 421、521 场地滑线，同时迁移 2 台场桥至一

期堆场。如此一来，四期后场大型装卸设备只有 16 台，远远达不到岸场桥 1:3

的科学配置，严重制约了四期码头的生产能力。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为了释放四期生产能力，缓解公司快速发展对设备的迫切需求，公司计划

2021 年投资 3000 万元用以购置 2 台半自动轨道吊，与现有的 10 台（即将完成



半自动化改造）轨道吊形成规模效应，充分发挥自动化堆场作业优势，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助推智慧港口建设。 

3、项目投资额 

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3,000 万元。2021 年预计投资 9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项目预计分两年完成投资。 

5、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轨道吊远控技术的应用，是龙集公司建设一流集装箱码头的有力举措，对龙

集公司建设一流港口有着很大推动作用。综合生产效率将大大提高。对解决码头

操作人员短缺起到重大作用，减少操作人员培养周期。 

（五）轨道吊智能远控改造 6 台 

1、项目建设背景 

智慧港口建设是节约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发展方向，是建设现代化一

流强港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先进港口都在紧锣密鼓的布局自动化，龙集公司也

应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推动自动化、信息化进程。 

2020 年，公司经过对 TOS 系统升级完善，调研先进港口，咨询专业厂家，

结合自身高质量发展需要，开始实施 4 台轨道吊半自动化改造项目，全面推进公

司自动化、信息化进程，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按照公司远期发展规划，2021

年计划投资 1200 万元用于 6 台轨道吊实施智能远控改造，保障四期堆场自动化

改造项目的延续性，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实现减少人力成本投入、提高生产作业

效率、增强风险管控能力、创建优质服务品牌的目标，为公司建设世界一流的现

代化智慧港口打下基础。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包括 6 台轨道吊及其堆场进行相应改造，包括后方远控室内布置 3

个操作台，充分考虑后期轨道吊全自动升级后各子系统的适用性，避免重复投资。 

项目位于龙集公司四期码头 302、402、502 堆场，6 台轨道吊分布与两条平

行分布的堆场之中，中间道路封闭作为停机位。轨道吊厂内编号 235、236、237、

238、239、240。 

智能远控 ECSt 通过数据库交互方式，作业指令均由 TOS 系统给出并指定



作业设备，远控系统负责快速高效的控制设备完成相关作业指令。 

3、项目投资额 

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1,200 万元。2021 年预计投资 6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项目预计分两年完成投资。 

5、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1）实现轨道吊智能，推进了信息化、自动化建设，龙集公司建设一流港

口迈出新的步伐。 

（2）实现集卡及堆场的半自动化作业，综合效率提高显著，能够提高集装

箱堆场的作业效率。 

（3）改变现场生产工艺，拖车与箱区、设备物理隔离，作业更加安全、可

靠；程序控制设备动作，作业过程更加柔性，减少撞机、磨损，降低了维修和运

行成本。 

（4）有效减少操作人员数量，降低人力成本支出。 

（六）四期 106 场地物流仓库建设 

1、项目建设背景 

目前仓库资源已是港口行业紧缺资源，公司现有的三座仓库和一座在建仓库

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箱量需求和市场需求，库容不足矛盾愈发凸显。为提升港

区服务能力，拓展集散转换以及白色家电对仓储能力需求，增加公司箱量，计划

在四期场地建设一座物流配送仓库。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计划在四期场地建设一座物流配送仓库。新建仓库东西向长 223 米，南北宽

90 米，建筑面积为 20070 平米。仓库檐口高度 8.5 米，室内最高点 10.5 米。根

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相关规定，仓库内部分为 4 个防火分区。 

3、项目投资额 

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6,235 万元。2021 年预计投资 1,5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项目预计分两年完成投资。 

5、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建设物流配送仓库符合市场需求以及公司发展需求，有利于牢牢稳定住现有

生产业务，不断辐射和扩大市场份额，并有效缓解公司成本压力，释放堆场资源，

为公司创造收益。 

（七）一四期场区防汛墙恢复工程 

1、项目建设背景 

根据南京市水务局下发的《关于转发长江委省水利厅关于尽快解决南京市龙

潭港区段长江主江堤防洪封闭圈不完整的问题的通知》宁水办河湖【2019】56

号文件要求，需重建防洪堤线，恢复龙潭港区防洪封闭圈完整性，确保防洪安全。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在一、四期场区建设约 3500 米防汛墙（含闸口） 

3、项目投资额 

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7,000 万元。2021 年预计投资 3,5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项目预计分两年完成投资。 

5、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有利于重建防洪堤线，恢复龙潭港区防洪封闭圈完整性，确保防洪安全。 

（八）海关查验场地建设 

1、项目建设背景 

2018 年 4 月原国检与海关合并，相应查验业务进行整合，原一期场地的查

验区域均进行功能性调整，逐步迁移至四期 505 查验场地，该查验场地现有面积

3.5 万平方米，拥有人工查验场地及配套业务技术用房、人工查验平台、查验棚、

车辆检查系统等功能。随着海关整合后查验场地需求的增加，同时参照海关总署

2018 年 130 公告、2019 年 68 号公告要求，海关提出查验库的增加要求，公司计

划建设新查验场地，进一步增强海关查验通关能力。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1）新查验场地建设项目在原场地改造，场地东西向长 260 米，南北向长

133 米，占地面积约合 34580 平方米。 

（2）场地内规划建设综合性查验平台、前置拦截区、办公楼、冷链查储区

及配套设施。 



3、项目投资额 

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2,000 万元。2021 年预计投资 1,0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项目预计分两年完成投资。 

5、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 505 场地进行新查验功能区的建设，设立集装箱集中查验平台，该平台

中间建有仓库可存放货物、摆放查验设施设备，可提高查验作业效率。 

（九）四期闸口通道 

1、项目建设背景 

目前龙潭港区一期工程 5 进 5 出的出入闸口对交通现状适应性较好。已建成

的四期闸口邻近疏港大道与龙潭大道平交口，闸口与龙潭大道南北进口中心线偏

离 69 米，经测算对港区车辆出行及疏港大道快速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与一期

相比，四期规模更大，闸口临近港区主要道路，按四期规划及作业量，交通组织

要求高于一期，是港区路网的重要节点。 

针对四期闸口与外部平交口的偏位现状，龙集公司委托中设设计院按照交通

道路设计相关规范进行调整，2018 年 1 月调整后的四期出入口规划方案通过南

京市交通管理局审核，进入施工图设计和施工阶段。根据设计方案，四期闸口西

侧 5 个进出入闸口西延增设 3 个闸口，进出方式调整为 5 进 3 出。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施工内容主要包含衔接道路的结构层、路基处理、地下输油管等综合管线保

护、地上电力管线迁移埋地等施工。 

3、项目投资额 

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1,400 万元。2021 年预计投资 1,0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项目预计分两年完成投资。 

5、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龙潭四期港区闸口的建成投用，港区公路集疏运将通过龙潭疏港公路与外部

干线公路衔接，向西连接绕越高速，进入南京市区；向东通过疏港公路向龙潭新

城及镇江进行转运。有利于提高龙潭港区整体通行效率，发挥疏港公路快速疏港



作用。 

（十）421-521 轨道吊基础建设 

1、项目建设背景 

南京港龙潭港区四期工程原堆场装卸作业采用电动轮胎式龙门起重机，跨距

23.47m，集装箱堆高 4 层。为逐步实现自动化改造（进行远程操控），提高作业

效率，节能减耗，需将现有电动轮胎式龙门起重机逐步更换为轨道式龙门起重机，

自 2017 年 10 月至今，在四期场地进行了轨道吊改造项目的实施。目前已建成二

线轨道吊场地（323--523）、三线轨道吊场地（324--524）、一线的 321 场地。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将 421--521 场地的轮胎吊跑道基础改为龙门吊轨道基础。 

3、项目投资额 

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1,400 万元。2021 年预计投资 7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项目预计分两年完成投资。 

5、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1）提高作业效率、降低公司用人成本、满足绿色港口建设需求。 

（2）可进一步满足四期堆场堆存及中转的增长需求。 

三、项目存在的风险 

1、可能存在不能如期完工的风险。公司将制定严密的进度控制计划，合理

安排时间，通过组织、管理、经济等措施对项目进度进行全程控制，加强与各方

的沟通。  

2、可能存在因工期、人力成本变动等原因导致投资额超预算的风险。公司

将加强项目管理，在保证项目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各个环节的成本费用， 

加强项目跟踪，力争投资金额控制在投资预算范围内。如若超出预算范围，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予以披露。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