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口網絡 
領先全球



和記港口，成為全球領先的港口網絡

和記港口為全球領先的港口投資、發展及經營商，於全

球聘用超過3萬名員工。

和記港口網絡遍布6大洲，並成為全球首個港口經營商

達到累計處理量13億個標準箱，約處理全球海運集裝

箱貿易的10%。

和記港口碼頭地理位置優越，策略性地佔據全球最重

要的貿易航線當中。憑藉50多年的經驗及努力，和記港

口於全球港口版圖奠下深厚的根基，卓越的港口網絡平

均分佈於世界不同地區，足以抵抗外在環境帶來的不穩

定影響，配合先進高效的作業方式和優化工作流程，和

記港口成為一間精益高效、以成果為本的企業。

和記港口的網絡覆蓋廣泛、服務多元化，並策略性地應

用多項最新科技，例如：專利的碼頭操作系統、手機應

用程式、電子支付程序、貨物追踪、自動化碼頭管理、遙

控吊機操作及地區操作中心，以提升效率及應對變化萬

端的貿易環境，為顧客帶來靈活及便捷的服務，增強對

和記港口的信心。

和記港口全球網絡皆應用不斷發展的服務和一流的碼

頭操作標準，以致我們能更好利用現有的資源，優化全

球港口的日常運作。

和記港口建造、營運並管理全球最先進的集裝箱碼頭，

同時促進了碼頭所在國家的經濟發展。邁向未來，和記

港口將繼續提升服務質素、確保操作安全穩定、提升碼

頭效率，以提供優質頂尖的服務予我們的顧客及夥伴。



亞洲/澳大拉西亞

亞洲及澳大拉西亞是和記港口碼頭數量最多的地

區。隨著製造業中心遷移及基礎建設增加，碼頭也

應勢而起。由服務東北亞貿易主動脈的南韓碼頭，

至中國經濟特區及東南亞工業腹地，和記港口在當

地皆調配了最先進的碼頭設備，能夠為眾多停靠集

團深水泊位的大型集裝箱船舶提供服務。為貫徹集

團標準化及共享服務的發展策略，首個地區操作中

心投入服務，旨在為同一地區的碼頭統一規劃集裝

箱配載，為顧客提供更彈性的服務、保護環境及節

約能源。

和記港口於亞洲擁有最全面的大型集裝箱船舶服務

設施，並以先進科技支持遙距操作及自動化系統，

能夠同時處理多艘大型集裝箱船舶。

中東/非洲

和記港口在中東及非洲多個發展中的新興市場運營

碼頭。憑藉我們在區內不斷發展的港口網絡促進了

所營運國家的本地及國際貿易，進而擴展了其工業

基礎。

我們對所營運港口的投資及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例如︰培訓當地員工；升級信息科技系統；配備最

先進的基礎設施及遙距控制設備，以提供健康及安

全的工作環境。面對阿聯猶地區對冷凍供應鏈設施

的殷切需求，和記港口為此提供貨倉及溫度控制設

施，並廣泛連接倉庫物流供應鏈。

和記港口亦與沙特阿拉伯發展夥伴關係，共同建

設、推廣並營運大型物流園區及無水港，以支持沙

特阿拉伯2030的國際願景。

創建未來
歐洲

和記港口早於90年代初已發展海外業務，並收購了

英國菲力斯杜港。憑藉早年進占歐洲重要的港口，

我們開始擴充在該區的業務，例如：於荷蘭營運全

球首個自動化碼頭；接著，於西班牙巴塞隆拿推出

集團首個半自動化環保碼頭。

集團營運的大型集裝箱碼頭設施輔以內陸支線碼頭

網絡，並與歐洲及北非其他碼頭相連。除了優越的

地理位置外，集團許多深水碼頭還配有端到端的增

值服務，能夠處理各類貨物。而多式支線船樞紐及

鐵路網絡能延伸至區內急速發展的配送中心及重要

的工業地區，集裝箱經由我們的港口能連接至更多

內陸地點，覆蓋範圍更廣。此外，集團亦提供多元

優化的智能程序及完善的物流服務予付貨人及客

戶。

美洲

和記港口在美洲的碼頭集中位於墨西哥，服務種類

多元化，能夠處理各類船隻及貨品。墨西哥的港口

配備專有設施，成為貨物從太平洋方向進入美國、

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的重要門戶。

我們的美洲網絡還包括多個中轉港口。在巴拿馬，

我們在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和克里斯托瓦爾

皆設有港口，為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航線提供服

務；以及位於巴哈馬的深水貨櫃港─自由港貨櫃碼

頭，連接美國東岸及區內主要東西貿易航線。在阿

根廷，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碼頭配備了功能齊全

的貨櫃箱貨運站以及物流中心。這些碼頭採用尖端

科技平台，配備自動化環保方案，實現可持續及高

效營運



卓越服務 強大網絡 睿智決策 誠實可靠 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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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豐富的國際港口運營商

制定業內標準

名副其實的環球港口網絡

成功案例多年可尋多地可見

不止關注當下，更加放眼未來

定制方案，而非一概而論

致力發展長久的合作關係

在運營地建立信任

和記港口一直引領碼頭行業發展，於全球各地營運的碼頭

制定效率、創新及服務的標準。

UNITY一詞涵蓋了和記港口環球網絡的價值觀，體現了

集團特點及營運方式，也揭示了集團何以成為業內領導

者。UNITY一直存在集團的基因內，亦闡釋了和記港口於

復雜又相聯的世界內如何領導港口業務。

作為全球領先的港口網絡，和記港口數十年來一直引領行

業發展，提供最優方案滿足客戶、合作夥伴及員工的首要

需求。



港口及相關服務

和記港口是長江和記實業之港口及相關服務
部門，全球領先的港口投資、發展及經營商。
和記港口的全球網絡分佈於亞洲、中東、非
洲、歐洲、美洲及澳大拉西亞等地，遍及25個
國家共51個港口。

和記港口2021年集裝箱吞吐量達8,800萬標
箱。

認識長江和記實業
長江和記集團是一家銳意創新發展，善於運用新科技的大型跨國企業，在全球約50
個國家經營多元化業務，僱員人數超過30萬。集團致力維持最高水平的企業管治、透
明度與問責制度，並在這方面獲得眾多國際獎項與表揚。集團的五項核心業務包括港
口及相關服務、零售、基建、能源和電訊。

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營業額約為4,454億港元。

能源

赫斯基能源在加拿大西部和大西洋區、美國
和亞太地區經營上游及下游的能源業務。

赫斯基能源經營兩項核心業務。公司對加拿
大西部和美國的業務實行一體化管理，石油
天然氣開採與下游業務結合，並由加拿大西
部營運支持。而境外業務則集中於亞太及大
西洋地區。

電訊

CK Hutchison Group Telecom 整合歐洲3
集團、 和記電訊香港(和電香港)及和記電訊
亞洲(和電亞洲)是流動數據通訊技術先驅，亦
是全球領先的營運商及綜合電訊與數  碼服務
的創新先行者，於國際通訊方面推展創新科
技。

歐洲3於六個國家經營業務。和電香港持有香
港及澳門之流動電訊業務權益。和電亞洲持
有在印尼、越南及斯里蘭卡之流動電訊業務
權益。

基建

長江基建是一家國際性基建集團，投資多元
化業務 包括： 能源基建、交通基建、水處理
基建、廢物管理、轉廢為能、屋宇服務基建及
基建有關業務。

集團的投資及營運範圍遍及香港、中國內地、
英國、歐洲大陸、澳洲、新西蘭及加拿大。

零售

屈臣氏集團是亞洲歷史最悠久、最享負盛名的
商號之一。

集團的零售部門是全球最大的國際保健美容
零售商，在全球28個市場開設超過16,000家
店鋪，經營多元化的零售業務，包括保健及
美容產品、超級市場、消費電子及電器產品，
並在香港與中國內地製造及分銷瓶裝水與飲
品。

51 港口
25 國家

我們的
全球網絡



中國內地及香港

墨西哥

比利時
1. 和記港口比利時

德國
2. 和記港口杜伊斯堡

波蘭
3. 和記港口格丁尼亞

西班牙
4. 和記港口巴塞南歐碼頭

瑞典
5. 和記港口斯德哥爾摩

荷蘭
6. 和記港口阿姆斯特丹

7. 格羅特豪特碼頭

8. 莫爾迪克貨櫃碼頭

9. 和記港口鹿特丹

10. 和記港口文洛

英國
11. 和記港口菲力斯杜港

12. 和記港口哈爾威治港

13. 和記港口倫敦泰晤士港

埃及
1. 和記港口亞歷山大

2. 和記港口艾特其勒

3. 和記港口阿布奇爾

伊拉克
4. 和記港口巴士拉

阿曼
5. 和記港口蘇哈爾

沙特阿拉伯
6. 和記港口吉贊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7. 和記港口阿吉曼

8. 和記港口拉斯海瑪

9. 和記港口歐姆古溫

中國
香港
1. 葵青港 (HIT, COSCO-HIT & ACT)

2. 內河碼頭

中國內地
3. 和記港口鹽田國際

4. 惠州港 (HICT & HPIC)

5. 江門國際貨櫃碼頭

6. 南海國際貨櫃碼頭

7. 寧波北崙國際集裝箱碼頭

8. 上海明東集裝箱碼頭

9. 上海浦東國際集裝箱碼頭

10. 廈門國際貨櫃碼頭

印尼
11. 和記港口印尼 (JICT & Koja)

馬來西亞
12. 馬來西亞巴生西港

阿根廷
1. 和記港口布宜諾斯艾利斯貨櫃碼頭

墨西哥
2. 和記港口恩塞納達國際碼頭

3. 和記港口維拉克魯斯國際貨櫃碼頭

4. 和記港口聖樊尚貨櫃碼頭

5. 和記港口曼薩尼約國際碼頭

巴拿馬
6. 和記港口巴拿馬港口公司 - 巴爾博亞

7. 和記港口巴拿馬港口公司 -克里斯托瓦爾

巴哈馬
8. 和記港口巴哈馬 (FCP & FHC)

英國

西班牙

埃及 伊拉克

阿曼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沙特阿拉伯

荷蘭

波蘭

瑞典

德國
比利時

巴基斯坦

南韓

印尼

馬來西亞

越南

緬甸

泰國

巴哈馬

巴拿馬

阿根廷

緬甸
13. 和記港口緬甸國際貨櫃碼頭

巴基斯坦
14. 和記港口卡拉奇國際貨櫃碼頭

15. 和記港口巴基斯坦

南韓
16. 和記港口釜山

17. 和記港口光陽

泰國
18.和記港口泰國

越南
19. 和記港口越南西貢國際碼頭

澳洲
20. 和記港口布里斯班

21. 和記港口悉尼

亞洲

澳洲

歐洲

中東及非洲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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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中東和非洲 亞洲和澳大拉西亞 美洲

港口

港口

港口

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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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港口全球網絡

51個港口遍及全球25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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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更多，請瀏覽 hutchisonports.com



hutchisonports.com

和記港口集團有限公司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葵涌貨櫃碼頭南路
四號貨櫃碼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