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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未來•再續華章 
2021 年及“十四五”重點專案推介材料 

 

 

新戰略方向：打造一流產業集團 

2021 年，“十四五”戰略規劃的開局之年，深圳國際控

股有限公司穩步邁向“千億級”規模，明確提出了“打造一

流產業集團”的發展願景，做大、做優、做強，將是落實這

一願景的三條重要戰略路徑。為推進戰略落地，深國際大力

實施“五大行動”，包括提升深圳行業地位、綜合物流港閉

環拓展行動、智慧倉和冷鏈物流打造新引擎行動、長江港口

聯網行動和綜合改革行動等，著力加強重大項目的謀劃儲備

工作，培育新增長極、塑造新商業模式、挖掘新爆發機遇，

真正做到有備而來，從容發力。 

一、做大業務版圖 

 精耕物流，塑造“四輪驅動”產業格局。過去 5 年間，

深國際的產業格局已從以物流和收費公路為主，逐步拓展為

物流、收費公路、港口和環保產業等四大主業方向。“十四

五”規劃期內，深國際進一步明確了要塑造“四輪驅動”產

業格局的戰略，實現各業務板塊均衡、可持續發展。 

其中，成熟度最高的收費公路業務將以整固提升為主要

發展策略，被定位為把成長型核心業務的物流和港口業務將

打造為核心業務支柱，被定位為培育型核心業務的環保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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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主要扮演“為未來發展積累勢能”的角色。 

專注基礎設施開發運營，構建水陸空鐵物流全景生態。

以投資並購、戰略合作為手段，促進物流基礎設施的開發運

營由原來的城市和港口物流園區領域，向航空貨運、鐵路貨

運領域延伸，打造水陸空鐵全業態的基礎設施網路，並以線

下網點為載體，構建集冷鏈物流、智慧物流、園區增值服務、

協力廠商物流、保稅物流、物流金融及物流資訊於一體的綜

合服務體系，充分發揮資源和業務協同，提升核心主業的盈

利能力和競爭力。 

二、做優佈局模式 

優化區域佈局，提升發展優勢。緊抓粵港澳大灣區和深

圳先行示範區的建設機遇，強力打造“立足深圳 服務灣區 

輻射全國”的戰略佈局。尤其是物流倉儲業務，在走通大小

閉環的前提下，將全力衝刺園區運營規模“深圳第一、灣區

前三、力爭全國前五”的發展目標；港口業務要加快在長江

沿線及主要內陸河支流的聯網佈局，打造成為全國具有一定

實力的內河港口運營商。  

深國際在大灣區制定了“兩大戰區”+“一個疊加”的

拓展策略，即以深圳、全國作為兩大戰區堅定佈局，粵港澳

大灣區則單列出來作為各戰隊共同拓展的疊加區域；在全國

制定了“一城多園，加密佈局”的策略，全力提高市場佔有

率。 

優化商業模式，提升資本效率。一是打造綜合物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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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建融管”的發展模式，即充分利用公募 REITs、產業基

金等金融工具，將成熟園區專案置入基金，在保持運營權的

前提下出讓部分股權，縮短投資回報週期及獲取投資新物流

園區項目的充沛資金，形成良性滾動發展的小閉環。二是打

造傳統物流園區“投建管轉”的發展模式，即積極承接城市

更新需求，力促核心城市中心位置的傳統物流園區進行土地

變性和更新改造，提升資產價值，形成物流園區資產全生命

週期價值鏈大閉環。此前深國際成功操盤的梅林關和前海項

目等，就是通過轉型城市綜合體釋放出巨大價值，為主業拓

展提供資金保障。 

三、做強行業影響力  

強化資源獲取能力，打造卓越企業品牌。堅定不移地尋

找、獲取資源，重點尋求與頭部企業的股權合作、業務合作

機遇，共同開發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積累長效優質資產。 

強化創新引領，鑄就可持續發展力。管理層面，持續深

化國企綜合改革，持續開展對標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動，厚

積內生動力，強化“最佳上市公司”“國企綜合改革先鋒”

品牌形象。業務拓展層面，明確將智慧物流和冷鏈物流作為

新業務加以培育，並將積極探索管理輸出、新型輕資產業務

及全力承接深圳物流樞紐建設機遇，培育創新發展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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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及“十四五”重點專案推介 

1.平湖南國家物流樞紐 
平湖南項目位於深圳龍崗區平湖街道以南、廣深鐵路與

京九鐵路平湖編組站之間，可直通鹽田港和蛇口港，與東莞、

廣州、惠州聯繫也十分便捷，區域優勢顯著。專案占地 1350

畝（約 90 萬平方米），是深圳近 20 年最大的單體可開發物

流地產專案，規模超過了深圳近 10 年物流及倉儲用地出讓

面積總和（約 68 萬平方米），並已入選 23 個國家級物流樞

紐之一，也是大灣區內唯一的國家級物流樞紐，是高度稀缺

和具有獨特政策優勢的戰略性資源。 

深國際與廣鐵集團已於 2020 年 3 月 27 日簽署合作協

定，擬共同成立合資公司對項目進行分期開發運營，深國際

將持有合資公司 90%股權。目前，該項目正在等待國家鐵路

集團黨委會和總經理辦公會審議批復，初步估算總投資規模

可達 100 億元。 

根據前期規劃，平湖南專案將在保留原鐵路貨場全部功

能的基礎上，於貨場上建設多層立體物流設施，並精心培育

產業資源，把傳統的鐵路貨場打造成為多種運輸方式協同、

倉儲及供應鏈服務等功能配套多樣、產業集聚效應較強的標

杆性綜合物流樞紐，致力於服務區域內有鐵路貨運、水鐵聯

運出海和跨境物流服務需求的客戶，主要包括汽車電子及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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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生產企業、工業及商貿業企業等，以及有冷庫定制和運

營配送需求的客戶。 

2.“灣區號”中歐班列 

“灣區號”中歐班列是深國際和招商局旗下中外運聯

合打造的中歐班列產品，於 2020 年 8 月 18 日正式通行，

先後開通了“深圳-德國杜伊斯堡”及“深圳-匈牙利”的貨

運線路和“歐洲-深圳-日韓”的海鐵聯運線路，主要將粵港

澳大灣區等“中國製造”的機械設備、防疫物資、家用電器

輸送到歐亞各國。自首發以來，“灣區號”中歐班列憑藉時

效快、全天候、安全穩定、分段運輸的獨特優勢，業務發展

迅猛，至 2021 年 2 月下旬的短短半年間，已開行 38 列，

累計運輸貨重近 2 萬噸，貨值人民幣 10 億餘元。此外，中

歐班列業務以平湖南站作為始發場站，有利於帶動平湖南綜

合物流樞紐貨運量和發展各項增值服務，有利於豐富深國際

的業態，為長遠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3.戰略入股國貨航 

2020 年 11 月 9 日，深國際與國貨航簽署增資協定，以

15.65 億元對價戰略入股國貨航，將持有其 10%股權及提名

一名董事。國貨航成立於 2003 年，是中國航空集團有限公

司旗下的航空貨運物流平台，主要業務為航空貨運、航空貨

站經營、快遞業務及相關物流服務等。除自有機隊業務外，

國貨航還獨家經營中國國航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客機腹艙業

務，通航 43 個國家和地區及 187 個城市，國際貨運周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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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內公司首位，全球位居第九。通過本次投資，深國際得

以快速切入具有較高門檻及壟斷性的航空貨運行業，亦可助

力國貨航拓展航空貨運、航空貨站、合同物流、城市配送、

冷鏈物流等業務，實現合作共贏。 

4.黎光物流園 

黎光物流園是深圳市和龍華區重大建設專案，位於深圳

市龍華區觀瀾街道，地處深圳北大門，緊鄰梅觀高速和外環

高速，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優越。項目占地面積約 4.53 萬平

方米，總建築面積達 26.5 萬平方米，擬建 10 萬平米常溫庫、

5 萬平米冷庫，以及 1.8 萬平米辦公和交易展示區域和 1.5

萬平米員工宿舍、公寓等多形態產品，並提供物流倉儲、交

易展示、分撥集運、城市配送及流通性加工等綜合物流服務。

黎光物流園計畫於 2023 年投營，將打造為高標準、智慧型、

生態型的現代物流標杆示範園區。 

6.華南物流園轉型升級 

華南物流園是深國際目前在深圳最大的傳統倉儲物流

園，地處龍華、福田、龍崗三區交匯的重要節點，占地面積

約 60 萬平方米，具有卓越區位優勢及超越前海項目（占地

面積約 39 萬平方米）和梅林關項目（占地面積約 9.5 萬平

方米）的開發戰略價值。 

根據地方政府的區域發展規劃，華南物流園所處區域已

納入龍華區重點開發片區範圍，作為深圳北站新城核心組成

部分，對標福田香蜜湖片區和歡樂海岸片區的城市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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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打造為“國際會客廳”；在產業發展規劃方面，華南物流園

轉型升級亦已寫入《關於建設數字龍華打造“一圈一區三廊”

區域發展格局的決定》，將依託周邊區域產業集群優勢，打造

成為龍華“打造數字經濟先行區”的核心功能節點。2020 年

11 月，深國際與龍華區政府簽署了《戰略合作框架協定》，

雙方圍繞政策支持、跨部門協同等層面建立了聯合工作機制，

共同推進華南物流園的轉型升級。 

7.綜合物流港閉環拓展行動 

截至 2020 年底，深國際城市綜合物流港已在 28 個城

市投資 34 個項目（不含深圳），協定用地面積達 714 萬平

米，已獲得土地面積約 460 萬平方米；運營專案 20 個，在

建專案 6 個，總運營面積約 200 萬平方米，綜合出租率達

91%。 

為推動深國際城市綜合物流港進行快速擴張，深國際將

聯合中信證券旗下基金管理公司金石投資發行首期物流產

業私募股權基金，以南昌、合肥、杭州（一期）等綜合物流

港專案公司為試點，探索重資產證券化產證券化路徑。深國

際在基金公司中持股 40%。自 2021 年起，將分批次把 3 個

專案置入基金，也將擇機啟動發行公募 REITs 工作，多路徑

探索打造“投建融管”商業模式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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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打造新引擎行動 

2020 年以來，深國際成立智冷事業部及制定智冷業務

子戰略，以打造“擁有核心技術研發製造能力的集成商和運

營商”“全國領先的冷鏈物流服務商”為目標，為集團傳統

物流業務數智賦能。目前，深國際已投入運營及在建的智慧

倉項目面積達 11 萬平米，涵蓋華為、如涵、八達等 3C 電

子、鞋服、醫藥和三方物流等行業客戶。深國際亦積極與具

有技術實力的優質系統集成商開展投資合作，於 2020 年 12

月戰略入股智慧倉業務領域頭部企業普羅格，持有 11%股份，

未來雙方將基於各自產業資源和優勢，聯合為客戶提供智慧

倉倉庫、軟體、硬體、運營等一體化解決方案，並進一步探

討未來智慧物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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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長江港口聯網行動 

近年來，深國際重點部署長江港口聯網行動，進一步開

拓長江沿線優質港口項目，通過投資並購快速壯大業務規模。 

江西豐城尚莊碼頭，由深國際與江西省港口集團、贛能

股份和豐城交投成立合資公司運營，深國際持有 20%股份。

專案規劃建設 10 個泊位，利用岸線 580 米，已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開工，計畫 2022 年 6 月投產，主要服務於後方

贛能豐城電廠用煤需求，預計可增加港口產能 600 萬噸/年。 

靖江港智慧物流園位於靖江市經開區，擬建 1 座 10 萬

噸級長江主碼頭和4個千噸級內港池泊位，利用岸線714米。

深國際與靖江市政府於 2020 年 12 月 18 日簽訂合作協定，

目前正在推進報批手續，計畫於 2022 年開工、2023 年末投

產，預計可增加港口產能 1500 萬噸/年。靖江專案將有效承

接西壩二期功能和客戶資源，並與西壩一期專案形成良性互

動，對港口板塊在貨種補充、貨源結構調整等具有重大意義。

未來，深國際還將採取“平台+服務”“交易+供應鏈”的模式，

進一步將其打造成煤炭物流現代化集散中心、煤炭綜合交易

中心。  

沈丘港口物流園位於河南省沈丘縣沙穎河畔，共規劃

1000 噸級泊位 16 個，利用岸線總長度 1024 米，擬分三期

建設，目前正在推進一期專案的報批手續，力爭年末實現首

期項目具備試運營條件。投產後將主要服務於碼頭後方安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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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產能置換和山西等地煤炭中轉物流需求，預計項目一期

投產後增加港口產能 350 萬噸/年，全部投產後達到 1600

萬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