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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航道是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据相关统计,我国现有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近13万千米,沿海航道
通航里程8000多千米,作为水路运输的基础,这些航道承载着约占社会货运总量11%和货物周转总量47%
的货运量。因此为了保证航道安全运行,必须加强航道整治建设。航道整治是水路交通发展的重要内容,
通过航道整治,可以提高水运线路的通达性,而且通航能力也会得到明显地提升。在水路通航能力提升的
基础上,水运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便会进一步的扩大。通过规模的扩大,实现行业发展的专业化和
标准化,可以进一步提高水运经济的质量。基于此,本文简述了水路运输的优势特征以及航道整治与水运
经济的关系,简要分析了航道整治对水运经济的主要影响,并提出了相关策略。
[关键词] 水路运输；特征；航道整治；水运经济；影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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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f the main influence of waterway regulation on water transportation
economy
Fei Gu
[Abstract] Waterway is an important public welfare infrastructure. According to relevant statistics, our country’s
existing inland waterways have a navigable mileage of nearly 130,000 kilometers, and coastal waterways have a
navigable mileage of more than 8,000 kilometers. As the basis of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these waterways carry
about 11 percent of the total freight volume and 47 percent of the total cargo turnover.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waterwa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way regulation.
Waterway regul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Through waterway
regulation, the accessibility of waterway lines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navigation capacity will also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navigability of waterways, the development speed and
scale of water transportation economy will be further expanded.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scal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can be realized, and the quality of water
transportation economy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the advantages of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way regulation and waterway economy, briefly
analyzes the main impact of waterway regulation on waterway economy, and proposes releva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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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加强航道的硬件设施建设
为了加强航道硬件设施建设,必须
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方法,扩大航道建设的投资渠道。
4.3提升航道管理手段,推动效益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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