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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
连云港-上海/宁波-长滩/西雅图/美国东海岸纽约港/萨凡纳

港
每周一班 蔡光辉 18005132917

2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以星

航运
连云港-上海/宁波-德班/伊丽莎白 每周一班 蔡光辉 18005132917

3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达飞

/长荣
连云港-宁波/香港/新加坡/杰贝阿里/巴林-达曼/朱拜勒 每周一班

达飞 韦义洋

长荣 刘恒嘉

13805130233

15996142926

水路主要通道清单

一、远洋航线（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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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南京龙潭-张家港-釜山、光阳 每周三班

2 南京龙潭-张家港-东京、神户、大阪、名古屋、横滨 每周三班

3 东暎海运株式会社（株） 南京龙潭-张家港-釜山、光阳 每周一班 张  伟 13770647743

4 南京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张家港-釜山、光阳 每周一班 牛  牧 13813938793

5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张家港-东京、神户、大阪、名古屋、横滨 每周二班 张世勇 18915787050

6
常州录安洲长
江码头有限公

司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南京-常州-太仓-舟山-大阪-神户-东京-横滨-名古屋 每周一班 谭谦 13905159293

7 南京港 江苏外运 南京-张家港—南通—日本 两周一班

8 南京港 江苏外运 南京-张家港—南通-韩国 每周一班

9 南京港 长锦 南京-韩国 每周一班 郁开蕾 15951186768

10 南京港 南星东瑛 南京-张家港—韩国 每周一班 朱永 18013983982

11 张家港 仁川渡轮 张家港-韩国 每周一班 李海平 18915698333

12 太仓港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太仓-横滨 每周一班 曾苏芳 13776281392

13 太仓港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太仓-名古屋 每周一班 曾苏芳 13776281392

14 太仓港 上海海华轮船有限公司 太仓-东京 每周一班 汤幽剑 18801761063

15 太仓港 上海海华轮船有限公司 太仓-横滨 每周一班 汤幽剑 18801761063

16 太仓港 上海海华轮船有限公司 太仓-名古屋 每周一班 汤幽剑 18801761063

17 太仓港 上海海华轮船有限公司 太仓-横滨 每周一班 汤幽剑 18801761063

18 太仓港 新海丰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太仓-横滨 每周一班 李建昂 13913144422

19 太仓港 新海丰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太仓-名古屋 每周一班 李建昂 13913144422

水路主要通道清单

二、近洋航线（59条）

徐岗 13706225600

中外运集运江苏分公司 黄云峰 18951607558

南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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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 太仓港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太仓-神户 每周一班 曾苏芳 13776281392

21 太仓港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上海海华轮船有限公司

太仓-门司 每周一班 曾苏芳 13776281392

22 太仓港
上海海华轮船有限公司、太
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太仓-响滩 每周一班 曾苏芳 13776281392

23 太仓港 苏州下关轮渡株式会社 太仓-下关 每周二班 张玮 18962608722

24 太仓港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太仓-釜山 每周一班 曾苏芳 13776281392

25 太仓港 仁川渡轮、天敬海运 太仓-仁川 每周一班 张玮 18962608722

26 太仓港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太仓-林查班 每周一班 曾苏芳 13776281392

27 太仓港 上海锦江轮船有限公司 太仓-海防 每周二班 王力 13701808113

28 太仓港 苏州华航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高雄 每周一班 张于红 18913265188

29 太仓港 上海海华轮船有限公司 太仓-高雄 每周一班 汤幽剑 18801761063

30 苏州港 华信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常熟-东京 每周一班 祁文辉 13904090617

31 太仓港
海丰国际公司、锦江航运公

司、中外运集运公司
太仓-胡志明 每周一班 李建昂 13913144422

32 太仓港 华信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太仓-海参崴 每周一班 祁文辉 139040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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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经营企业：江苏外运/张勇 025-52377766

港口：通海码头/缪丽静 0513-80183083

船代：南通外运/孔祥玥 0513-83558212

货代：南通外运/曹坤华 13921604400

经营企业：江苏外运/张勇 025-52377766

港口：通海码头/缪丽静 0513-80183083

船代：南通外运/孔祥玥 0513-83558212

货代：南通外运/曹坤华 13921604400

经营企业：江苏外运/张勇 025-52377766

港口：通海码头/缪丽静 0513-80183083

船代：南通外运/孔祥玥 0513-83558212

货代：南通外运/曹坤华 13921604400

36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 连云港-青岛/厦门-海防 每周一班 蔡光辉 18005132917

37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 青岛-连云港-釜山新港/釜山港 每周一班 蔡光辉 18005132917

38 连云港港 正利航运/现代商船 连云港-青岛/釜山/上海/高雄-马尼拉 每周一班
正利 韦义洋
现代 吴百海

13805130233
13305350869

39 连云港港 仁达航运 上海-青岛/连云港/宁波/厦门/高雄/南沙-巴生 每周一班 钱宁 15396988685

40 连云港港 海丰 青岛-连云港/上海/南沙/香港-海防/岘港 每周一班 柳敦杰 13906383010

41 连云港港 正利航运/美总轮船 连云港-釜山/上海/南沙/新加坡/雅加达/泗水-马尼拉 每周一班 美总 徐伟 13805138106

42 连云港港 海陆亚洲-马士基
天津-青岛/连云港/盐田/丹戎帕拉帕斯/新加坡/雅加达-泗

水/三宝垄
每周一班 徐宏军 17561913611

43 连云港港 太仓海运 连云港-太仓/厦门/胡志明-林查班/曼谷 每周一班 朱斌 18019780026

南京—张家港-南通-大阪-神户-名古屋（日本一线） 周六班

南京港

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

南京—张家港-南通-东京-横滨-名古屋（日本二线） 周四班南京港

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

南京-张家港-南通-釜山 周一班

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

南京港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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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44 连云港港 正利航运/德翔航运 连云港-香港-胡志明 每周一班 德翔 张义安 13792440511

45 连云港港 海丰 连云港-青岛-门司/博多/釜山 每周一班 柳敦杰 13906383010

46 连云港港 海丰 连云港-青岛-东京/川崎/横滨 每周一班 柳敦杰 13906383010

47 连云港港 海丰 连云港-青岛-大阪/神户 每周一班 柳敦杰 13906383010

48 连云港港 高丽海运 连云港-青岛-釜山 每周一班 高翔 15150990680

49 连云港港 中外运/海丰 连云港-釜山 每周一班 柳敦杰 13906383010

50 连云港港 达通国际 连云港-釜山/光阳 每周一班 陈群 13905138701

51 连云港港 中韩轮渡 连云港-仁川 每周二班 钱迎强 13505133906

52 连云港港 中韩轮渡 连云港-平泽 每周二班 钱迎强 13505133906

53 连云港港 阳明/台湾航业 大连-青岛/连云港-高雄/台中/基隆 每周一班 阳明 戴傑 18561351872

54 连云港港 万海/中外运 青岛-连云港/上海-基隆/台中/高雄/台北 每周一班 万海 刘清江 15150938899

55 连云港港 长荣 大连-青岛/连云港-高雄 每周一班 郭威 13675297103

56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 大连-青岛/连云港-高雄/台中/基隆 每周一班 蔡光辉 18005132917

水运企业联系人 13584777799

船代联系人 15851012772

港口联系人  张守标 0511-85668568

船代联系人 江苏远洋（盛
隆）

0511-85227519

水运企业联系人：张猛 18952730101

港口联系人：李耀 15896007433

船代联系人：李亮 18912132666

江苏盐城港航
运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仁川国际渡轮有限公司 盐城港大丰港区-仁川 每周一班

镇江-日本 不定期
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镇江港

泰州国际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

司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泰州-名古屋-大阪-门司-釜山 每周六59

5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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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中国外运长江有限公司集运事业

部
南京龙潭-上海 每天1-2班 曹  伟 18005170900

2
江苏远洋新世纪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
南京龙潭-上海 每周七班 钱  峰 18915787080

3 江苏恒隆物流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上海 每周五班 杨  超 13913888926

4 中集凯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上海 每周四班 徐宏伟 13505179793

5 中艺储运江苏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龙潭-上海 每周六班 何达海 13951699166

6 南京信源和物流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上海 每周一班 马  亮 025-86227335

7 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宁波 每周五班 安金亮 13732147411

8 上港集团长江港口物流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上海 每周五班 赵  洁 13851919468

9 江苏众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上海 每天1-2班 蔡  明 13913986678

10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上海 每周七班 秦  峰 13501612554

11 南京龙潭-上海 每天1-2班

12 南京龙潭-太仓 每周四班

13 南京七坝-上海 每周六班

14 南京七坝-太仓 每周四班

15 上海锦钰物流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太仓 每周五班 李由明 13801804149

16 扬州-上海

17 江阴-上海

18 盐城-上海

水路主要通道清单

三、外贸内支线（120条）

上海新洋山有限公司 王之根 13601672991

无锡港 江苏大业物流有限公司 陶宏斌 15312791333

南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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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运企业联络人
太仓港正和物流有限公司

陈君君

13706228279

港口联络人
金城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赵雯洁

15851903950

船代联络人
太仓港正和物流有限公司

陈君君

13706228279

货代联络人
以一德（江苏）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徐华中

13861117883

20 苏州港 上海集海 张家港-洋山 每周一班 孙伟 13301568997

21 苏州港 上海集海 张家港-外高桥 每周一班 孙伟 13301568997

22 苏州港 江苏远洋 张家港-洋山 每周一班 李长建 18962202217

23 苏州港 江苏远洋 张家港-外高桥 每周二班 李长建 18036123018

24 苏州港 中远海 张家港-洋山 每周一班 韩协忠 13951132818

25 苏州港 中远海 张家港-外高桥 每周一班 韩协忠 13951132818

26 苏州港 南京中艺 张家港-洋山 每周一班 袁明 13706226299

27 苏州港 南京中艺 张家港-外高桥 每周一班 袁明 13706226299

28 苏州港 江苏众诚 张家港-洋山 每周二班 刘娟 15895687212

29 苏州港 江苏众诚 张家港-外高桥 每周二班 刘娟 15895687212

30 苏州港 中外运长江 张家港-洋山 每周一班 马汝远 13506225710

31 苏州港 中外运长江 张家港-外高桥 每周二班 马汝远 13506225710

19
金城港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

太仓港正和物流有限公司 金坛-太仓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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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2 苏州港 凯通 张家港-洋山 每周一班 沈啸宇 13906246363

33 苏州港 凯通 张家港-外高桥 每周二班 沈啸宇 13906246363

34 苏州港 恒隆 张家港-洋山 每周一班 何明达 13301566108

35 苏州港 外代 张家港-洋山 每周二班 王剑 13951131991

36 苏州港 宁波联合 张家港—宁波 每周一班 袁明 13706226299

37 苏州港 宁波联合 张家港—宁波 每周一班 袁明 13706226299

38 苏州港 中国外运长江有限公司 张家港-洋山 每周一班 马汝远 13506225710

39 苏州港 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张家港-宁波 每周二班 王佳宁 15858491226

40 苏州港 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张家港-宁波 每周一班 王佳宁 15858491226

41 苏州港 江苏中远海运集装箱有限公司 张家港-上海洋山或者外港 每周二班 韩协忠 13951132818

42 苏州港 江苏航华船务有限公司 张家港-上海洋山或者外港 每周一班 孙伟 13301568997

43 苏州港 泛亚航运 常熟-上海外港 每周三班 秦峰 13501612554

44 苏州港 泛亚航运 洋山-常州 每周一班 秦峰 13501612554

45 苏州港 上海集海 太仓-常熟 每周一班 上海集海 15952812032

46 苏州港 上海集海 洋山-江阴 每周一班 上海集海 15952812032

47 苏州港 上海集海 洋山-南京 每周一班 上海集海 15952812032

48 苏州港 江苏集海航运有限公司 芜湖-上海 每周一班 江苏集海 13773574177

49 苏州港 中集凯通 上海-南京 每周二班 王志军 13906244511

50 苏州港 江苏众诚 上海-南京 每周一班 沈敏 13915793433

51 苏州港 中外运 上海-张家港 每周八班 曹伟 18005170900

52 苏州港 太仓快航平台 太仓-上海 每周三班 韦峰 1386220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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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3 苏州港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二班 秦峰 13501612554

54 苏州港 江苏恒隆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七班 卢亚强 13862285988

55 苏州港 江苏众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四班 沈敏 13915793433

56 苏州港 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三班 赵宁 13921968865

57 苏州港 中集凯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二班 王志军 13906244511

58 苏州港 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二班 蔡显龙 13962222795

59 苏州港 中艺储运江苏有限责任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三班 徐晓宇 13913666772

60 苏州港 中国外运长江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二班 曹伟 18005170900

61 苏州港  优力博物流江苏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二班 李冰 15261003300

62 苏州港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三班 秦峰 13501612554

63 苏州港 江苏恒隆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二班 卢亚强 13862285988

64 苏州港 江苏众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二班 沈敏 13915793433

65 苏州港 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二班 赵宁 13921968865

66 苏州港 中集凯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二班 王志军 13906244511

67 苏州港 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太仓-上海 每周三班 蔡显龙 13962222795

68 苏州港 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太仓-宁波 每周四班 王佳宁 15858491226

69 苏州港 中远海 张家港-上海 每周一班 韩协忠 13951132818

70 苏州港 中谷新良 张家港-上海 每周四班 赵泽淦 15952909649

71 苏州港 泉州安通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 张家港-上海 每周一班 解鹏 15158672016

72 苏州港 上海君安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上海 每周一班 丁君兰 18013627576

73 苏州港 江苏如皋港海运有限公司 张家港-如皋 每周一班 严雨 1391220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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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4 苏州港 泛亚航运 池州-常熟 每周一班 秦峰 13501612554

75 苏州港 泛亚航运 上海-常熟 每周一班 秦峰 13501612554

76 苏州港 泛亚航运 常州-上海宜东 每周二班 秦峰 13501612554

77 苏州港 新富泰 苏州园区港-上海外高桥 每周七班 张士伟 15906186333

78 苏州港 蚌埠华航 苏州园区港-上海宜东 每周七班 施长超 15021815020

水运企业联络人 夏 15862054646

港口联络人  刘 15190862333

船代联络人  盛 13814615300

货代联络人  盛 13814615300

水运企业联络人 13776980453

港口联络人 15862763082

船代联络人 13776980453

货代联络人 18752898539

水运企业联络人 13776980453

港口联络人 15862763082

船代联络人 13776980453

货代联络人 18752898539

水运企业联络人 15806222669

港口联络人 18115303999

船代联络人 15806222669

货代联络人 15806222669

每周二、五

80

如皋港苏中国
际

集装箱码头
浦海 如皋-上海洋山 每周二、四

南通通远港口
有限公司

江苏沪丰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 大丰-吕四-上海79

82
江苏海安凤山
港务有限公司

南通长河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凤山港 一周三班

81

如皋港苏中国
际

集装箱码头

恒隆、凯通、众诚、外运、江苏
远洋、中艺

如皋-上海外高桥
每周一、三、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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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83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 连云港-上海 每周一班 蔡光辉 18005132917

84
淮安市港口物
流集团有限公

江苏江淮通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 淮安-上海 每周一、三、五
水运企业联络人  刘清

港口联络人  李威

189 3639 9358

159 0527 6767

85
淮安市港口物
流集团有限公

淮安市润兴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淮安-太仓 每周一、三、五 水运企业联络人葛登飞 18952798469

水运联系人：彭明祥 13851162626

港口联络人：赵俊程 15861902223

水运企业联络人 13358060096

港口联络人 15261963990

水运企业联络人 15861815629

港口联络人 18012590979

船代联络人 18851058165

水运企业联络人 15861815629

港口联络人 18012590979

船代联络人 15295367006

货代联络人 15295367006

90

江苏盐城港阜
宁港开发有限

公司
中集东瀚(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阜宁-太仓 每周一、三、五 水运企业联络人 19802626149

91

江苏盐城港阜
宁港开发有限

公司

江苏盐城港上港国际港务有限公
司

阜宁-大丰 每周二、四、六 水运企业联络人 19802626149

87
江苏省农垦麦
芽有限公司

江苏艺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太仓-射阳农垦-太仓
每周一、三、五
（2-3天一班）

86

江苏盐城港建
湖港

开发有限公司

中集东瀚航
运有限公司

建湖-太仓 每周一、三、五

89

江苏盐城港亭
湖港开发有限

公司
江苏盐城港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亭湖港-大丰港

每周三班，无固
定时间

88

江苏盐城港亭
湖港开发有限

公司
中集东瀚（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亭湖港-太仓港

每周三班，无固
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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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92

江苏盐城港阜
宁港开发有限

公司
上海郁州海运有限公司 阜宁-连云港 每周一、三、五 水运企业联络人 19802626149

水运企业联络人 15862054646

船代联络人 17751532706

货代联络人 15851016320

94

江苏盐城港航
运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盐城港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港大丰港区-亭湖、阜宁、建湖、步凤、宝联 一周三班 水运企业联络人 15861950889

95

江苏盐城港航
运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郁州海运有限公司 营口-盐城港大丰港区 一周两班 水运企业联络人 18451333083

96

江苏盐城港航
运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郁州海运有限公司 连云港-盐城港大丰港区 一周两班 水运企业联络人 18451333083

97

江苏盐城港航
运集团有限公

司
南京通海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 上海宜东码头-盐城港大丰港区 每周一班 水运企业联络人 15851012772

98

江苏盐城港航
运集团有限公

司
安徽省华海航运有限公司 上海宜东码头-盐城港大丰港区 每周一、四 水运企业联络人 13918255767

上海泛亚航运公司  秦峰 13501612554

扬州远扬国际码头 胡顺喜 13805273795

中远货运扬州公司 董建华 18936221182

99
扬州远扬国际
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榆林-天津-上海-扬州
每周 一、三、

五

93

江苏盐城港航
运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沪丰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 盐城港大丰港区-上海（外高桥、洋山）

每周一、三、五
、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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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港口联络人  张守标 0511-85668568

中远船代
  南通江海通

江苏中艺
上海集海
外运

江苏远洋（盛隆）
南通大新
扬州顺泽

13775537358

0513-85055101

18015969256

15952812032

13921586220

0511-85227519

0513-81189102

13815815749

101 镇江港 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镇江-外高桥 每日
港口联络人
船代联络人

张守标0511-85668568

中远船代：
13775537358

江苏中艺：
18015969256

南京信源和：025-

86227335

外运：13921586220

江苏远洋（盛隆）：
0511-85227519

江苏集海：
13773574177

上港集团：
15952812032

镇江港 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镇江-洋山 每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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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港口联络人
张守标：0511-

85668568

船代联络人

安徽华海：
13482555640

中集东瀚：
18626462183

上海锦钰：
18036225305

南通江海通：0513-

85055101

通海航运：
18100606644

远顺航运：
15061017301

江苏集海：
13773574177

港口联络人
张守标：0511-

85668568

船代联络人

远顺航运：
15061017301

上海锦钰：
18036225305

安徽华海：
13482555640

中集东瀚：
18626462183

江苏恒隆：
13770660399

江苏众诚：
15252914682

润兴集装箱：
13815146571

102

103

每周一、三、五镇江-宁波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镇江港

镇江港 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镇江-上海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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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运企业联络人：张扬 15061116335

港口联络人：李耀 15896007433

船代联络人：张扬 15061116335

水运企业联络人：韦峰 13862203596

港口联络人：李耀 15896007433

船代联络人：韦峰 13862203596

106 姜堰-南通-上海 每周二、六 水运企业联络人：郭红静 18012506733

107 姜堰-太仓-上海 每周二、四、六 港口联络人：袁玉青 18705265519

108 泰州-上海 每周一、五 船代联络人：曹兆峰 15061000604

109 泰州-南通-上海 每周三、七 货代联络人：韩鑫 17366440776

110 泰州-太仓-上海 每周三、五、七 货代联络人：韩鑫 17366440776

水运企业联络人：葛登飞 18952798469

港口企业联络人：方开川 13913604595

船代联络人：葛登飞 18952798469

货代联络人：季骥 13306228911

111

中交（兴化）
港口开发有限

公司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运兴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兴化—太仓
每周一、三、五
、日（四班/

周）

优力博国际港
务泰州有限公

司
泰州华有航运有限公司

每周二、五

105

泰州国际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

司
镇江新区天通运输有限公司 泰州-太仓-上海 每周一、三、五

104

泰州国际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

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泰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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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运企业联络人：徐勇 13951606069

港口企业联络人：方开川 13913604595

船代联络人：徐勇 13951606069

货代联络人：贾伟 13914781139

上海泛亚：俞彧 1601973750

泗阳港：席磊 15189099181

中远海运：徐海峰 18961382662

振进物流：王涛 18260381616

江淮漕运：周家瑞 13952387325

泗阳港：席磊 15189099181

中谷海运：刘绪祥 1377056199

腾祥物流：周翔 15051001957

郁州海运：冯飞 18651738656

泗阳港：席磊 15189099181

郁州海运：徐峰 18550585720

隆运物流：王锦全 13160005697

112

中交（兴化）
港口开发有限

公司
南京通海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 兴化—南京 每周三

114
泗阳县交运港
务有限公司

宿迁江淮漕运集装箱有限公司 泗阳-太仓-广州 每周一、二班

113
泗阳县交运港
务有限公司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泗阳-南通-广州、厦门 每周一、二班

115
泗阳县交运港
务有限公司

上海郁州海运有限公司 泗阳-连云港-锦州 每周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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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航运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运企业联络人：徐勇 13951606069

港口联络人：王文超 18652706570

船代联络人：徐勇 13951606069

水运企业联络人：徐勇 13951606069

港口联络人：王文超 18652706570

船代联络人：徐勇 13951606069

水运企业联络人：徐海峰 18961382662

港口联络人：王文超 18652706570

船代联络人：徐海峰 18961382662

水运企业联络人：陈伟 13386008611

港口联络人：王文超 18652706570

船代联络人：陈伟 13386008611

水运企业联络人：冯飞 18651738656

港口联络人：王文超 18652706570

船代联络人：冯飞 18651738656

116
宿迁市港口发
展有限公司

南京通海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 宿迁-南京
周二、三、四、

六

118
宿迁市港口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宿迁-太仓 周四、六、日

117
宿迁市港口发
展有限公司

南京通海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 宿迁-太仓
周一、二、三、

五、日

120
宿迁市港口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郁州海运有限公司 宿迁-连云港 每周二、四、日

119
宿迁市港口发
展有限公司

安徽省华海航运有限公司 宿迁-太仓
周二、三、四、

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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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南京龙潭-泉州 每周一班

2 南京龙潭-京唐 每周二班

3 南京龙潭-营口 每周二班

4 南京龙潭-广州 每周一班

5 南京龙潭-武汉 每周二班

6 南京龙潭-皖江 每周二班

7 南京龙潭-镇江、扬州 每周三班

8 南京龙潭-淮安 每周二班

9 南京龙潭-宿迁 每周二班

10 南京龙潭-兴化 每周二班

11 南京龙潭-菏泽 不定期

12 福建东方海运有限公司 南京七坝-福州 每周一班 周春喜 13599966134

13 民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重庆 每周二班 刘万洪 18723203106

14
中国外运长江有限公司集运事业

部
南京龙潭-重庆 每周一班 曹  伟 18005170900

15 江西九舟航运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南昌 每周四班 陈明福 18907910019

16 中集东瀚航运有限公司 南京龙潭-合肥 每天2班 张  平 13524243103

水运企业联系人 张海明 13851280611

港口联系人 周建忠 13815384136

船代联系人 张海明 13851280611

货代联系人 张海明 13851280611

水路主要通道清单

四、内贸航线（114条）

王  旻 15051892029

南京港

南京通海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

17
每周一，二，

三，四，五，六
宏康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徐州-南通-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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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运企业联系人 张海明 13851280611

港口联系人 周建忠 13815384136

船代联系人 张海明 13851280611

货代联系人 刘勋 13851275190

水运企业联系人 张海明 13851280611

港口联系人 周建忠 13815384136

船代联系人 张海明 13851280611

货代联系人 张海明 13851280611

水运企业联系人 孙钦 15151269996

港口联系人 周建忠 13815384136

船代联系人 孙钦 15151269996

货代联系人 蔡正磊 13395284253

水运企业联系人 常丽娜 18915251700

港口联系人 周建忠 13815384136

船代联系人 常丽娜 18915251700

货代联系人 马元彬 18115458051

水运企业联系人 单庆星 17626042142

港口联系人 高森 13914893369

货代联系人 张亚群 13380221763

货代联系人 郭其会 15366788118

货代联系人 徐乐 18606161199

货代联系人 吕鹏 18605162532

徐州-扬州-九江-武汉 每周三，六

20
宏康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郁州海运有限公司 徐州-连云港 每周一，五

22

江苏徐州港务
（集团）有限
公司（徐州国
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南京通海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 徐州-宿迁-南京-九江

19
宏康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18
宏康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徐州-济宁 每周三，六

每周一，二，
三，四，五，

六，日

21
宏康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江苏佳华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徐州-太仓 每周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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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运企业联系人 芦愿 15266210903

港口联系人 高森 13914893369

货代联系人 胡倩 13815667459

货代联系人 缪世军 13806270966

货代联系人 孙志国 18036605626

水运企业联系人 孙钦 15151269996

港口联系人 高森 13914893369

货代联系人 胡倩 13815667459

货代联系人 狄宣康 18361208080

水运企业联系人 庞海龙 18120051118

港口联系人 高森 13914893369

货代联系人 雷磊 19951602755

水运企业联系人 韦海东 13961691173

港口联系人 韦海东 13961691173

船代联系人 韦海东 13961691173

货代联系人 韦海东 13961691173

27 苏州 民生 张家港-重庆 每周二班 陈刚 18962297115

28 苏州 重庆太平洋 张家港-重庆 每周二班 吕茂伟 13812861118

29 苏州 重庆集海 张家港-重庆 每周一班 周显跃 13918185836

30 苏州 重庆长航 张家港-重庆 每周二班 徐琴 13915720677

31 苏州 重庆浩航 张家港-重庆 每周一班 陈朝洪 18051798067

32 苏州 太仓正和 张家港-太仓 每周二班 陈君君 13706228279

江苏徐州港务
（集团）有限
公司（徐州国
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郁州海运有限公司 徐州-宿迁-营口
每周一、三、五

、日
24

23

江苏徐州港务
（集团）有限
公司（徐州国
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太仓-泉州
徐州-太仓-虎门

每周一，二，
三，四，五，

六，日

江苏新沂港务
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佳华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徐州-新沂-太仓 每周一、三26

江苏徐州港务
（集团）有限
公司（徐州国
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 徐州-宿迁-太仓-上海 每周一、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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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3 苏州 信风（宁波）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张家港-营口 每周一班

35 苏州 信风（宁波）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张家港-营口 每周一班

36 苏州 信风（宁波）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张家港-黄埔港 每周一班

37 苏州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太仓-虎门 每周一班 秦峰 13501612554

38 苏州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揭阳 每周一班 张磊 15705258388

39 苏州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广州 每周一班 张磊 15705258388

40 苏州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虎门 每周一班 张磊 15705258388

41 苏州 信风(宁波)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广州 每周一班 雷建明 13913756605

42 苏州 上海君安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广州 每周一班 迟少林 13402095572

43 苏州 上海君安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营口 十天一班 迟少林 13402095572

44 苏州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营口 每周一班 张磊 15705258388

45 苏州 信风(宁波)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营口 每周一班 雷建明 13913756605

46 苏州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太仓-营口 每周一班 秦峰 13501612554

47 苏州 上海合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唐山 每周一班 王勇 13832526668

48 苏州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太仓-钦州 每周一班 秦峰 13501612554

49 苏州 中集东瀚 苏州园区港-太仓 每周二班 朱欣欣 15501453115

50 苏州 恒裕达 苏州园区港-太仓 每周四班 姜春晖 13770607481

51 苏州
中集东瀚（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南京恒隆航运有限公司、江苏

恒隆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港-苏州园区港 每周三班 卢亚强 13862285988

陈奉涛 1506177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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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运企业联系人 18751315395

港口联系人 15862763082

船代联系人 13599779188

货代联系人 13813782337

水运企业联系人 18751315395

港口联系人 15862763082

船代联系人 13599779188

货代联系人 13813782337

水运企业联系人 18616768298

港口联系人 15862763082

船代联系人 18616768298

货代联系人 18751315395

水运企业联系人 18807096808

港口联系人 15862763082

船代联系人 18807096808

货代联系人 18751315395

水运企业联系人 15806222669

港口联系人 18115303999

船代联系人 15806222669

货代联系人 15806222669

52

53

54

55

56

如皋港苏中国
际

集装箱码头

江苏如皋港海运
有限公司

如皋-广州 每周二、四

如皋港苏中国
际

集装箱码头

江苏如皋港海运
有限公司

如皋-营口 每周一、三、五

江苏海安凤山
港务有限公司

南通长河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凤山港 一周四班

如皋港苏中国
际

集装箱码头

江西省港航
供应链有限公司

如皋-江西 每周五

如皋港苏中国
际

集装箱码头

安徽港航集运
有限公司

如皋-安徽 每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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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经营企业：上海泛亚/秦锋 021-35124688

港口：通海码头/缪丽静 0513-80183083

船代：南通中远集装箱/纪敏 0513-85799330

货代：南通中远集装箱/纪敏 0513-85799330

经营企业：上海泛亚/秦锋 021-35124688

港口：通海码头/缪丽静 0513-80183083

船代：南通中远集装箱/纪敏 0513-85799330

货代：南通中远集装箱/纪敏 0513-85799330

经营企业：上海泛亚/秦锋 021-35124688

港口：通海码头/缪丽静 0513-80183083

船代：南通中远集装箱/纪敏 0513-85799330

货代：南通中远集装箱/纪敏 0513-85799330

经营企业：上海泛亚/秦锋 021-35124688

港口：通海码头/缪丽静 0513-80183083

船代：南通中远集装箱/纪敏 0513-85799330

货代：南通中远集装箱/纪敏 0513-85799330

61 信风（宁波）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南通—泉州—海口 10天班 经营企业：信风海运/丁明亮 15064834157

62 连云港港 中谷新良 连云港-青岛 每周三班 梁文仑 15806518510

63 连云港港 安通 连云港-青岛 每周一班 侯金龙 13573220010

64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郁州海运 连云港-宁波 每周一班 蔡光辉 18005132917

65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 连云港-营口 每周一班 蔡光辉 18005132917

66 连云港港 安通 连云港-泉州 每周一班 侯金龙 13573220010

57

58

59

60

南通-锦州 7天班

上海泛亚航运 南通-泉州-厦门 10天班

南通通海港口
有限公司

上海泛亚航运 南通-大连-盘锦-营口 3天班

上海泛亚航运 南通-泉州-海口 每周3班

上海泛亚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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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7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虎门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68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漳州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69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 连云港-大铲湾/高栏 每周一班 蔡光辉 18005132917

70 连云港港 中远海运 连云港-福清/钦州 每周一班 蔡光辉 18005132917

71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汕头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72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大连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73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锦州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74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营口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75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大丰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76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赣榆/岚桥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77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太仓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78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射阳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79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广州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80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潍坊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81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盘锦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82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赣榆港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83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淮安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84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宿迁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85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徐州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86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泗阳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87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蚌埠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88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步凤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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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89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阜宁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90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新云台-山东济宁金港 每周班 郑文 13505138726

91 连云港港 郁州海运 连云港-乍浦 每周一班 郑文 13505138726

水运企业联系人 周加睿 13952387325

港口联系人  崔欣 18936399311

船代联系人  芦愿 15266210903

水运企业联系人周加睿 13952387325

港口联系人周彤 13357969325

船代联系人孙大武 18861357531

水运企业联系人周加睿 13952387325

港口联系人周彤 13357969325

船代联系人 周加睿 13952387325

水运企业联系人周加睿 13952387325

港口联系人席磊 15189099181

船代联系人魏克勇 19962225106

水运企业联系人 15806222669

港口联系人 15961966499

船代联系人 18912502226

货代联系人 15006223829

94

95

96

92

93

深圳前海骏鹏供应链集团有限公
司

淮安市港口物
流集团有限公

司
淮安江淮漕运集装箱有限公司 淮安-泗阳

淮安市港口物
流集团有限公

司
淮安江淮漕运集装箱有限公司 淮安-太仓 每周一、三、五

淮安市港口物
流集团有限公

司
淮安江淮漕运集装箱有限公司 淮安-周口 每周一、四

淮安市港口物
流集团有限公

司

盐城步凤港-太仓港-福建、广东、广
西、东北

每周一、三、五

每周一、三、五

淮安江淮漕运集装箱有限公司 淮安-连云港 每周一、三、五

江苏万海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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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运企业联系人 15806222669

港口联系人 15961966499

船代联系人 15860072955

货代联系人 15006223829

水运企业联系人 18651738656

港口联系人 15961966499

船代联系人 18651738656

货代联系人 15006223829

水运企业联系人 15806222669

港口联系人 15961966499

船代联系人 13814605560

货代联系人 15006223829

水运企业联系人 15861950889

港口联系人 15961966499

船代联系人 15861950889

货代联系人 15006223829

101
江苏盐城港航
运集团有限公

安徽省华海航运有限公司 宿迁港-盐城港大丰港区 每周二、五 水运企业联系人 13918255767

水运企业联系人 13584777799

船代联系人 15851012772

水运企业联系人 13584777799

船代联系人 15851012772

97

98

99

100

102

103

青岛-盐城港大丰港区 每周一班

江苏盐城港航
运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盐城港大丰港区 每周一班

江苏万海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盐城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大丰港-盐城步凤港-周口 每周六

江苏盐城港航
运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步凤港-连云港-福建、广东、广
西、东北

每周三

江苏万海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骏鹏供应链集团有限公
司

盐城步凤港-南通通海码头-福建、广
东、广西、东北

每周四、六

江苏万海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骏鹏供应链集团有限公
司

盐城步凤港-上海宜东码头-福建、广
东、广西、东北

每周一、三、五

江苏万海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郁州海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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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江西省港航供应链  方婷 18807096808

扬州远扬国际码头 胡顺喜 13805273795

江西省港航供应链  方婷 18807096808

港口联系人 张守标：0511-85668568

船代联系人 上海锦钰：18036225305

港口联系人 张守标：0511-85668568

船代联系人

中远物流：18651281288

镇江瑞航：15050856053

上港集团：15952812032

港口联系人 张守标：0511-85668568

船代联系人

上港集团：15952812032

外运：13921586220

江苏集海：13773574177

108 镇江港 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镇江-太仓 每周一、三、五 港口联系人 张守标：0511-85668568

104

105

106

107

扬州远扬国际
码头有限公司

江西省港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榆林-济宁-扬州-南昌 每周 一 

每周三

每周一、三

镇江港 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镇江-长沙 每周一、三

镇江港 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镇江-芜湖

镇江港 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镇江-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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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口企业 运输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09 镇江港 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镇江-南京 每日
港口联系人
船代联系人

张守标：0511-85668568

中集东瀚：18626462183

通海航运：18100606644

中远船代：13775537358

中集东瀚：18626462183

安徽华海：13482555640

南通江海通：0513-85055101

江苏凯通：18952800045

江苏中艺：18015969256

南通大新：0513-81189102

信风：15195967770

民生：15366001365

港口联系人 张守标：0511-85668568

船代联系人

中远船代：13775537358

重庆太平洋：13327763976

镇江瑞航：15050856053

水运企业联系人：何峰 15061087668

港口联系人：李耀 15896007433

船代联系人：何峰 15061087668

水运企业联系人：徐勇 13951606069

港口联系人：王文超 18652706570

船代联系人：徐勇 13951606069

水运企业联系人：陈伟 13386008611

港口联系人：王文超 18652706570

船代联系人：陈伟 13386008611

水运企业联系人：冯飞 18651738656

港口联系人：王文超 18652706570

船代联系人：冯飞 18651738656

114

110

111

112

113

宿迁市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郁州海运有限公司 宿迁-济宁等中转航线 每周不少于两班

每周一、三、五

泰州国际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

司
辽宁智鑫物流有限公司 泰州-盘锦 10天一班

宿迁市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安徽省华海航运有限公司

宿迁市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南京通海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 宿迁-济宁等中转航线 每周不少于两班

镇江港 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镇江-重庆

宿迁-济宁等中转航线 每周不少于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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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南京-蒂尔堡、汉堡、杜伊斯堡、马拉、莫斯科等欧

洲主要站点
每周3班

2 蒂尔堡、汉堡、杜伊斯堡、莫斯科-南京 每周1班

3 南京-阿拉木图、塔什干、万象、清迈、曼谷 每周1班

4 万象、清迈、曼谷-南京 根据组货情况发运

5 徐州-汉堡、杜伊斯堡、马拉、俄罗斯全境、明斯克 每周3班

6 汉堡、杜伊斯堡、俄罗斯全境、明斯克-徐州 每周2-6班

7 徐州-塔什干、阿拉木图、阿拉梅金等 每周1班

8
苏州-汉堡、杜伊斯堡、华沙、米兰、赫尔辛基、莫

斯科等欧洲主要站点
每周6班

9
汉堡、杜伊斯堡、华沙、米兰、赫尔辛基、莫斯科-

苏州
每月1-4班

10 苏州-阿拉木图、塔什干、万象 两周1班

11
连云港-土耳其、巴库、蒙古，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等

中亚5国全境
每周7班

12 阿拉木图、塔什干-连云港 根据组货情况发运

13
江苏海安商贸物

流集团
南通（海安）-河内、胡志明 每周1班 南通（海安）班列联系人：陈小敏 18862722388

铁路主要通道清单

五、国际班列（13条）

苏州班列联系人：陆英志 18914096892

连云港班列联系人：钱明军 15861207709

江苏省班列公司

南京班列联系人：许菁 13770706220

南京班列联系人：王国荣 13770996022

徐州班列联系人：高博洋 1802136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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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9-85060179

货运部门联系人：刘雪涛 13705288636

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3-80241228

货运部门联系人：蒯伟俊 15896418833

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25-85839783

货运部门联系人：邓雷 13851604794

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1-85350398

货运部门联系人：马仁贵 13952989788

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5-69625204

货运部门联系人：蒯伟俊 15896418833

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7-80314152

货运部门联系人：蒯伟俊 15896418833

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2-67021434

货运部门联系人：李喆 13812699836

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0-84037622

货运部门联系人：华勇成 13338696640

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6-83930573

货运部门联系人：马如礼 13815301858

1
常州—上海港
常州—宁波港

铁路主要通道清单

六、海铁联运班列（9条）

2
海安—上海港
海安—宁波港

每日开行
隔日开行

按需开行5
盐城北—上海港
盐城北—宁波港

3 尧化门—上海港 隔日开行

4 丹阳东—上海港 隔日开行

6
袁北—上海港
袁北—宁波港

按需开行

9
铜山—上海港
铜山—宁波港

按需开行

7 苏州西—上海港 每日开行

8 无锡南—上海港 每日开行

南京货运中心

上海货运中心

徐州货运中心

每日开行
根据需要每日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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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常州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9-85060179

货运部门联系人：刘雪涛 13705288636

丹阳东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1-85350398

货运部门联系人：马仁贵 13952989788

镇江东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1-85351409

货运部门联系人：马仁贵 13952989788

尧化门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25-85839783

货运部门联系人：邓雷 13851604794

常州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9-85060179

货运部门联系人：刘雪涛 13705288636

丹阳东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1-85350398

货运部门联系人：马仁贵 13952989788

尧化门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25-85839783

货运部门联系人：邓雷 13851604794

苏州西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2-67021434

货运部门联系人：李喆 13812699836

无锡南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0-84037622

货运部门联系人：华勇成 13338696640

铁路主要通道清单

七、点到点省际班列（8条）

1 常州、丹阳东、镇江东、尧化门—云南省昆明市 每周六列，逢周一不开

2
常州、丹阳东、尧化门、苏州西、无锡南—辽宁省沈

阳市、吉林省长春市

南京货运中心

南京货运中心
上海货运中心

每周六列，逢周一不开

第 31 页



序号 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尧化门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25-85839783

货运部门联系人：邓雷 13851604794

苏州西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2-67021434

货运部门联系人：李喆 13812699836

无锡南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0-84037622

货运部门联系人：华勇成 13338696640

丹阳东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1-85350398

货运部门联系人：马仁贵 13952989788

常州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9-85060179

货运部门联系人：刘雪涛 13705288636

上隍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1-85350409

货运部门联系人：马仁贵 13952989788

苏州西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2-67021434

货运部门联系人：李喆 13812699836

无锡南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0-84037622

货运部门联系人：华勇成 13338696640

常州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9-85060179

货运部门联系人：刘雪涛 13705288636

丹阳东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1-85350398

货运部门联系人：马仁贵 13952989788

尧化门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25-85839783

货运部门联系人：邓雷 13851604794

苏州西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2-67021434

货运部门联系人：李喆 13812699836

无锡南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0-84037622

货运部门联系人：华勇成 13338696640

4 上隍、苏州西、无锡南—广东省广州市 每日开行
南京货运中心
上海货运中心

5
常州、丹阳东、尧化门、苏州西、无锡南—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每日开行

南京货运中心
上海货运中心

每日开行

每周五列

每日开行

尧化门、苏州西、无锡南—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

丹阳东、尧化门、无锡南—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

常州、尧化门、苏州西、无锡南—四川省成都市、重
庆市

南京货运中心
上海货运中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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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常州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9-85060179

货运部门联系人：刘雪涛 13705288636

无锡南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0-84037622

货运部门联系人：华勇成 13338696640

苏州西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2-67021434

货运部门联系人：李喆 13812699836

无锡南货运办理站联系人 0510-84037622

货运部门联系人：华勇成 13338696640

6 常州—海南省海口市 每周三列南京货运中心

7
无锡南—新疆乌鲁木齐市
无锡南—贵州省贵阳市
无锡南—甘肃省兰州市

周二停开
周一、三停开
周日、二停开

8 苏州西、无锡南—广东省东莞市、广州市 每周四列

上海货运中心

上海货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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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场 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东部机场集团 南京—荷兰阿姆斯特丹

2 东部机场集团 南京—美国芝加哥

3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 阿特拉斯航空 首尔-无锡-安克雷奇-芝加哥 每周三
机场联络人：陆理

航空公司联络人：严立平
货代联络人：袁朝霞

13812000017

13817972002

18912399517

4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 阿特拉斯航空 首尔-无锡-安克雷奇-纳什维尔 每周四七
机场联络人：陆理

航空公司联络人：严立平
货代联络人：袁朝霞

13812000017

13817972002

18912399517

5 成都-南通-大阪

6 重庆-南通-东京

南通兴东机场 四川航空

每周二四六（只有
出港）

每周四六日（只有
出港）

南通机场联络人：沪通空港物流 高航
四川航空公司联络人：川航物流 赵林
南通货代联络人：南通中外运 王伟

机场：13962933331

川航：15390078105

中外运：13809086778

南京禄口机场

航空主要通道清单

八、国际航空航线（6条）

每周二、三、四、
五、六、七出港，

次日进港
航空公司联络人：宋良 1391711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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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场 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北京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2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广州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3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深圳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4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成都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5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福州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6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重庆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7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郑州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8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西安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9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武汉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10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青岛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11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天津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12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昆明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13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兰州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14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济南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15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长沙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16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南昌-南宁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17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石家庄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18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太原-呼和浩特 每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19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大连-潍坊-南京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20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厦门-南京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21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长春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22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沈阳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航空主要通道清单

九、国内航空航线（30条）

每日，仅进港

每周二、三、四、五、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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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场 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3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海口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

港，次日进港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24 南京禄口机场 邮政航空 南京-温州-厦门
每周二、三、四、五、六、

七，仅出港
航空公司联络人：刘闫 15151837966

25 南京禄口机场 南京-深圳

26 南京禄口机场 南京-北京

28 淮安涟水机场 中州航空 郑州-淮安-郑州 每周一二三四五六七
机场联络人：王训磊

航空公司联络人：王广涛
货代联络人：王东升

机场：13515241027
中州航：15138937651
货代：18552791112

29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 顺丰航空 无锡-深圳-无锡 每日一班
机场联络人：陆理

航空公司联络人：董正
货代联络人：隗远好

13812000017
13812266677
13472688672

30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 龙浩航空 深圳-无锡-深圳 每周二三四五六七
机场联络人：陆理

航空公司联络人：关翀
货代联络人：隗远好

13812000017
18037183071
13472688672

顺丰航空 每周二、三、四、五、六、七 航空公司联络人：徐宏阳 18969112972

南通机场联络人：沪通空港物流 高
航

顺丰航空公司联络人：顺丰航空 曹
剑春

南通货代联络人：江苏汇海物流 张
凯

机场：13962933331
顺丰航：13861953109

汇海物流：
13795332450

27 南通兴东机场 顺丰航空 深圳-南通-深圳 每周二三四五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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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 开行方向 班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业务联系人 13404223064

业务联系人 17712638610

1
中欧卡航（江
苏）物流服务有

限公司

苏州——滁州——洛阳——西安——甘肃——新疆—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欧洲

拼车周二、周五，整车按发货
人要求发运

国际道路主要通道清单

十、国际道路运输（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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