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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信息
1、新华社评论员：中国经济有底气行稳致远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

在桥吊远程操控系统前，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的机械司机陈树林正用手轻

轻推动操控杆，没多久，电脑显示屏就显示集装箱任务完成。过去，包括识别箱号、录入数据、检查箱体等流程都要依靠
人力完成，一辆拖车至少需要 90 秒，且每个闸口都要专人值守。集装箱智慧物流平台上线之后，闸口通过能力大幅提升，
也实现了产业工人“白领化”。2 年前，厦门港开始进行信息化、智能化改造，陆续推出了集装箱智慧物流平台、网上营

新问题新挑战作出一系列新部署，传递出坚定信心、稳定预期的强大正能量，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

业厅、4G 集装箱智能理货系统、码头设备远程操控改造等多项服务创新举措。“我们把传统码头朝着智慧港口、自动化港

发展目标任务指明了方向。中国经济航船，在劈波斩浪中不断前行。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

口的发展方向改造，助力港口服务水平提升，构建新一轮的生产力和竞争优势。”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许

义逆流而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不畏浮云遮望眼”，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做好经济

旭波认为，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厦门港自清朝起就是通往东南亚各国贸易的口岸。它还曾是中国最大的华侨进

工作，需要把握大势，辨明趋势，凝聚共识，才能坚定信心、增强底气，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底子实，才能信心

出门户，侨居东南亚的华人对瓷器、糖、伞等生活物品的大量需求促进了贸易的繁荣。厦门被定位为“一带一路”沿线中

足。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底气，在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从关键指标看，我国经济的底盘越来越稳固。上半年

心城市，厦门港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节点。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厦门港迎来新的发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６．８％，连续１２个季度保持在中高速区间运行，失业率和通胀率维持低位，最终消费支出

展机遇。2013 年，福建省政府批准实施《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规划》，建设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国际一流的邮轮母

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为７８．５％。主要宏观调控指标处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群

港和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当前，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规模效应已开始显现。厦门港已具备停靠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这份“稳中向好”的成绩单，充分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

20 万吨级集装箱船(世界最大集装箱船型)和 17 万吨邮轮的能力。厦门港务控股集团董事长陈志平介绍，目前，厦门港共

的决策部署科学和正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和能力。路径明，才能有定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

有内外贸航线 149 条，其中“一带一路”航线共计 53 条，航线途经 18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38 个港口。去年，厦门

底气，在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从各地发展情况来看，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少了，优化结构、提升

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038.14 万标箱，位居世界第 14 位，其国际一流集装箱枢纽港的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厦门邮轮

质量的多了。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５４．３％，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６０．５％，“压舱

母港建设也取得突破。近年来，厦门港持续发力邮轮产业，2016 年 8 月开通第一条“海丝”邮轮航线；2017 年接待国际邮

石”作用更加巩固；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蓬勃发展，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３

轮 77 艘次、旅客 16.18 万人次，其中母港邮轮 64 艘次。厦门港不断加强与“海丝”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开启东盟友好

０％，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蹄疾步稳。有潜力，就有希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底气，在于韧性好、潜力

之旅，2017 年运营了 9 个“一带一路”航次，涵盖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旅客吞吐量 3.44 万人次，同比增 108%。

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我国区域发展空间非常大，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叠加西部开

“今年上半年，厦门港已运营 5 个‘一带一路’航次。今年下半年预计运营 10 个‘一带一路’航次，其中 8 个已提前被订

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都孕育着巨大市场需求；我国有近

满。”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邮轮业务负责人张海军表示，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邮轮体验“海丝”之旅，其中超

１４亿人口、９亿劳动力、上亿市场主体，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消费升级潜力，支撑内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

过 90%的中国游客是从厦门港出发。全球航运服务要素正在厦门进一步加速集聚。2012 年厦门航运交易所成立，并在去年

性力量。国家统计局测算显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１０５．７％。改革开

与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录。据统计，2017 年厦门航运交易所完成船舶交易量 40 艘次，交易额 8.58 亿元人民

放是制胜法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底气，在于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巨

币。“我们现在每周有 28 条航线与东南亚国家对接，形成了一个非常便利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使得厦门成为一个国际物流

大成就，根本上靠的是改革开放。这次政治局会议提出继续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要求落实扩大开

中转港。”许旭波说。未来厦门港将发挥国际物流大通道作用，吸引国际、国内货源通过厦门港口进出，将厦门港打造成

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放的重大举措，对共建“一带一路”、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作出部署。这些决策和举

为东南亚与美洲、东北亚等地的中转中心。

1、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月度报告（2018.7）

受旺季因素利好影

从三大班轮联盟的角度来看，海洋联盟表现最佳，准班率高达 81.7%；2M 联盟为 75%；The

航运动态
2、2018 年 7 月水路货物运输量

Alliance 则明显大幅落后，仅为 66.2%。SeaIntel 表示，“往常来看，准班率会在每年的第

响，本月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继续呈现向好态势，运输需求总体保持增
二季度有所好转，然而今年却并不尽如此，尤其是马士基航运并购汉堡南美后，南美航线出
长态势，但由于运力供给情况不同，航线走势出现分化，欧美航线运价走
现了大幅调整。与此同时，日本海洋网联船务（Ocean Network Express）于今年 4 月正式运
高，部分远洋航线运价出现回调。7 月，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中国出口集
营后，也将经历一段过渡期，面临经营上的挑战，而这些都将可能影响相关航线的准班
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 820.31 点，较上月平均上涨 2.1%；反映即期市
率。”另外，分航线来看，亚洲-欧洲航线准班率提升 6.2 个百分点至 83.6%，亚洲-地中海
场的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 819.78 点，较上月平均上涨
航线上升 3.4 个百分点至 77.9%。跨太平洋航线方面，美国西向航线和东向航线均出现下降
3.6%。1、欧地市场继续回暖

欧洲航线，据研究机构 Markit 发布的数据显
一定程度的下跌，分别为 70.7%和 66.6%。跨大西洋西向航线准班率为 65.4%，下降 3.3 个百

示，欧元区 7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55.1，环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显示出欧洲
分点，东向航线则下降 1 个百分点至 67.3%。
经济的复苏步伐加快，对运输需求的增长起到支撑作用。目的地进入传统旺
季，近期运输需求保持在较高水平，供求关系良好，上海港船舶平均舱位利

4、江海联运，出海口搬到“家门口”

全国首艘江海直达船“江海直达 1”号，在 4

用率多数时间保持在 95%以上。市场运价走势平稳，临近月底航商执行运价上

月 9 日完成首航，满载着 2 万吨铁矿砂从宁波舟山港直达马鞍山市马钢港务原料总厂码头，

涨计划。地中海航线行情与欧洲基本同步，运价涨幅略大于欧洲航线。7 月，

结束了我国江海无法直达的历史。这条船长 154 米、宽 24 米、吃水 9.1 米，具备“宜江、适

中国出口至欧洲、地中海航线运价指数平均值分别为 1077.83 点、1191.73

海、先进、经济”等特性，建成后航行于舟山、宁波特定海域至马鞍山航线。经测算，这种

点，较上月平均分别上涨 3.7%、上涨 6.0%。2、北美航线货量上升

北美航

船型比同类海进江船舶造价降低约 10%，载重量增加约 13%，能效提高约 12%。据了解，海港

线，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7 月 14 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

进口货物走水路进入长江沿岸的港口，受到南京长江大桥高度、长江航道水深以及船型的限

数 20.7 万人，创 1969 年 12 月以来新低，表明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继续走

制，需要用万吨货轮从海港短驳到南京港等长江中下游港口，再换小船送往长江中上游各个

强，进一步带动美国国内消费走强。运输需求在旺季中持续保持增长态势，

港口。目前，这艘船从宁波舟山港鼠浪湖港区直达马鞍山，不到 30 个小时，按照过去的做

供求关系略显紧张，上海港船舶平均装载率继续维持在 95%以上，部分航班满

法，各种衔接顺畅，最快也要 3 天半。这样，就缩短了 50 多个小时。江海直达船，将江港海

载出运。上半月，市场运价处于低位。下半月，航商多次推动运价上涨，即

港串成了一个整体。而江海联运公共信息平台的建立，更是将江港和海港之间互相孤立的信

期订舱价格走高。7 月，中国出口至美西、美东航线运价指数平均值分别为

3、二季度班轮准班率 71.9%，海洋联盟表现最佳

据 SeaIntel 的数据， 息无缝衔接起来。舟山市港航管理局局长徐全昌表示，平台自运营以来，已具备港航资源、

632.77 点、830.38 点，分别较上月平均下跌 0.1%、0.8%。3、澳新运价保持

今年第二季度，集装箱班轮准班率仍处于低位水平，尽管好于第一季度。 船期跟踪、船员服务、船货交易等 50 余项信息服务。同时，还与长江航运物流公共信息平

平稳

SeaIntel 表示，相比于去年同期，全球平均班轮准班率下降 2.7 个百分点。航 台、马鞍山、宁波舟山港集团等实现 10 大类数据互联互通，率先在全国实现船舶进出境申报

澳新航线，整体市场表现平稳，运输需求较为稳定，部分航商采取停

航等措施控制总体运力规模，供需基本面较为平衡，上海港平均舱位利用率
始终徘徊在 90%左右，市场运价窄幅波动。7 月，中国出口至澳新航线运价指

运界网查询相关数据发现，2017 年二季度全球班轮准班率为 74.6%，同比下降
10.4 个百分点，SeaIntel 彼时曾表示，这是多年来二季度准班率最差的一次。
在前 14 家班轮公司中，13 家班轮准班率略有好转，只有万海航运下滑 2.6 个百

数平均值为 800.16 点，较上月平均上涨 0.2%。4、南美行情大幅上涨

南美

分点至 78%。不过，尽管如此，万海航运仍是最“靠谱”的班轮公司，位列准班

全流程“无纸化”，运输效率大大提升。“我们将充分发挥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衔接长江经济
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作用，加强与沿江、沿海、沿河对接。到 2020 年，基本建
成通江达海、功能健全、服务高效的现代化江海联运服务体系。以后与安徽港口的联系会越

航线，市场货量维持在较高水平，部分航商采取措施控制总体运力规模，供

率排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 APL、长荣海运和马士基航运，分别是 77.7%、 来越多。 ”徐全昌说。成长春表示，宁波舟山港是长江经济带上的著名海港，安徽沿江港口众

需基本面较为良好，上海港船舶平均装载率在 90%以上。由于前期市场运价跌

77.5%和 77.3%。

多，两者有很大合作空间。安徽应借助海港这一开放大平台优势，加快内部资源整合，不断

幅较大，航商开始执行涨价计划，市场运价大幅反弹。7 月，中国出口至南美

推动江港海港之间一体化发展，把出海口搬到“家门口”，进一步发挥长江黄金水运通道的巨

航线运价指数平均值为 655.99 点，较上月平均上涨 18.5%。5、日本航线总体

大作用。江海“牵手”货畅其流 紧抓这个机遇，充分发挥出长江黄金水道运量大、单位能耗

稳定

低、环境污染少的优势，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港口运输能力，加强与上海、宁波和

日本航线，运输需求保持平稳，市场运价基本稳定。7 月，中国出口

至日本航线运价指数平均值为 714.61 点，较上月平均小幅下跌 0.5%。

舟山等沿海地区港口的合作，不断发展江海联运、水陆联动等新模式，打造一条宽阔的内陆
开放大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