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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生产满一年 码头靠泊能力核定为15万吨级

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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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昨天获

悉，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四期工

程通过上海市交通委组织的竣工验收，交

通运输部水运局对竣工验收进行了指导和

监督。经核定，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靠泊

能力为15万吨级。

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于 2017年 12月

10日开港试生产，截至目前，已累计安全

开靠干线船舶 600余艘次、支线船舶 3200
余艘次，2018 年集装箱吞吐量有望超过

200 万标准箱。试生产期间，16 台桥吊、

88 台轨道吊、80 台自动导引车已全部投

产，生产管理系统功能更加完备，设备性

能不断提升，码头昼夜最高吞吐量达到

14451 标准箱。面对 2018 年夏秋季多个

台风的密集影响，通过严格落实各项防台

防汛和综合管理措施，洋山四期的各类设

施、设备经受住了恶劣天气的严峻考验。

试生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

理先后与洋山四期视频连线，充分肯定了工

程建设和码头运营所取得的成绩。习近平

总书记还要求以勇创世界一流的志气和勇

气，把洋山深水港建设好、发展好、管理好，

加强软环境建设，不断提高港口运营管理能

力与综合服务能力。

洋山四期工程于 2014年 12月开工建

设，总用地面积 223万平方米，共建设 7个

集装箱泊位、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 2350
米，是目前全球一次性建成规模最大的自

动化集装箱码头。

据上港集团副总裁方怀瑾介绍，洋山

四期工程最早规划为 5万吨和 7万吨的泊

位，但实际建造过程中，码头结构均按照停

靠15万吨级集装箱船设计和建造。“原先5
万吨、7万吨级的集装箱船已经是大型集装

箱船舶了，但近些年船舶发展速度很快，目

前10万吨以上才算是大型的集装箱船，在

建设过程中已经考虑到了发展的需要，同

时目前的航道水深也可以满足15万吨级集

装箱船舶的通行。因此，洋山深水港四期

码头靠泊能力核定为15万吨级。”

洋山四期工程竣工验收，标志着码头

将步入正式生产阶段，根据后续规划，码头

设备规模将扩大到 26台桥吊、120台轨道

吊、130台自动导引车，预计到2020年将具

备630万标准箱年吞吐能力。

市交通委表示，将以党中央、国务院的

重要指示为引领，努力将洋山四期建设成

为智慧港口、绿色港口、科技港口、效率港

口的典范，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

全面扩大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报记者 张淑贤

一次“亚朵村”的邂逅成就了上

海亚朵商业管理（集团）股份公司。

五年来，总部位于浦东的亚朵酒店

在全国范围内开业 262家，签约逾

640家。

目前，亚朵的战略定位已从“客

房的销售”转向“服务商旅人士需

求”，深耕住宿产业的同时，孵化并

发展依托住宿空间的新电商、新金

融等产业，打造“在路上”生活方式

的生态圈。

开创人文酒店和
IP酒店先河

“亚朵”是傈僳族的语言，意思

是“云南的小村庄”。2012年，亚朵

三位创始人以及投资人，自驾至云

南亚朵村时，就决定把“亚朵”作为

企业和酒店的名字。2013年 2月，

亚朵完成企业注册，仅6个月后，亚

朵首家酒店正式开业。

“亚朵村风景自然、清新，乡

风朴实、温暖，这些特点正好符合

我们心中的梦想。”亚朵联合创始

人、副总裁陈军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2010年前后的中国酒店业务，

经济连锁发展至顶峰且已现颓势，

高星级酒店缺乏创新审美疲劳，中

端市场还几乎一片空白。

“亚朵酒店的成立，以自然清新

的设计，温暖有趣的服务，开创了人

文酒店的新品类，填补了中国中端

酒店市场的空白。”陈军说，“每家亚

朵酒店，都突出当地的风土人情、当

地的人文特色，希望通过酒店这一

载体将属地的文化特色传播给客

人，再通过客人传播到世界的每一

个地方。”

门店的设计装修参考属地特

色、当地的装饰应用在酒店的衍生

产品上向客人销售、大堂改成书吧

为客人提供当地文化方面的书籍、

定期在酒店举办文化沙龙，邀请当

地的作家艺术家作分享……陈军

称，这些属地特色的灵感同样来自

亚朵村，100多年前，法国传教士曾

到访亚朵村，以傈僳族的语言进行

传教。

一家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亚朵

酒店，主打改革开放 40 周年上海

的变迁以及浦东开发开放 28 周

年陆家嘴的成就。客房里巨幅陆

家嘴今昔对比的照片，鲜明地展

现出陆家嘴金融城 28 年来的巨

变。

随着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的快速增长，亚朵又将“新中产品质

入口”作为战略发展目标，跨界引入

新中产头部 IP，联手打造 IP酒店。

2016年 11月 9日，亚朵与吴晓波正

式宣布联手打造中国首家社群酒店

——亚朵 S 吴酒店，开辟了“IP 酒

店”先河。目前，亚朵已开出 10家

IP酒店。

始于酒店
不止于酒店

“始于酒店但又不止于酒店”，

亚朵成立不久即打出这样的理念。

陈军告诉记者，刚成立时，亚朵定位

于服务客人，但随着新中产阶级的

崛起，转而服务这一人群“在路上”

的需求，公司业务也就从酒店衍生

到住宿全产业，以及围绕住宿产生

的新零售店以及新金融的需求等。

其中，在新零售方面，亚朵酒店

里的产品“所见即可售”，包括酒店

用品、家居类产品以及电子产品等

都将陆续上线销售。

2018年 7月，亚朵与亚朵村共

同合作“亚朵村的茶”项目。“酒店需

要茶叶，亚朵村的茶叶运输不方便，

‘亚朵村的茶’项目启动，亚朵将茶

厂作为酒店的供应基地，当地居民

增收，可谓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

程。”陈军向记者透露，作为一项精

准扶贫项目，该项目所有利润将用

于支援亚朵村。

目前，亚朵非客房收入（不含餐

饮）占整体营业收入的比例已近两

成，领先全行业。陈军预计，明后年

这一比例有望达到30%。

在新金融方面，亚朵采用“投消

者”模式重塑会员与酒店管理方和

业主方的关系，通过众筹等创新金

融模式，将客人变成投资者，金融产

品募集的资金又投资酒店，既能为

公司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让忠实

会员从酒店经营中受益。

坐镇浦东
布局新生活方式生态圈

依托住宿以及其衍生产业，五

年来，亚朵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截

至2018年10月底，亚朵已开业酒店

262 家，签约 641 家，分布全国 145
个城市。明年，亚朵预计还将新增

开业酒店150家。

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17年度

研究报告显示，亚朵酒店已成为中

国高档连锁酒店十强之首。而今年

在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研究

会与RET睿意德联合发布的《2018
中国新商业城市研究报告》中，“亚

朵指数”“盒马指数”“星巴克指数”

并称三大指数，反映城市商业时弊

度和文化氛围，用来衡量一个城市

的时尚度。

为适应公司在全国的高速扩

张，自成立以来就扎根浦东的亚朵，

今年又将集团公司设在浦东，开启

集团化管理运作模式，集团总部实

现了全国性运营、结算和管理等多

项管理职能。陈军说，“之所以落户

浦东，是因为在企业有困难时，无论

是证照的办理还是资金的需求，包

括浦东商委在内的相关部门都积极

主动与我们沟通，并提供帮助。”陈

军说。

“未来亚朵将以浦东为运营总

部，瞄准中高端商旅客人深耕住宿

行业市场，继续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成为一个新文化、新经济和新消费

企业。”陈军说。

5年开业262家 从客房销售到满足商旅人士需求

亚朵：打造生活方式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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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空中俯瞰洋山深水港四期。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浦东跨年迎新
活动精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