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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厦大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保持 6.50%以上    报告认为，2018 年、2019 年中国经济有望保

持 6.50%以上的水平，经济增长“稳中趋缓”的态势还将延续。201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 6.9%，增速比上

年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筑底企稳的态势持续巩固。其中，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进出口增速的快速反弹是

今年经济取得较快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增长企稳的同时，自 2015 年以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有可能削弱经济

稳定增长的因素也日趋明显，其结果一方面是得到金融部门支持的国企资产和负债迅猛扩张，成为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

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则导致金融和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杠杆率急剧攀升，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概率陡增。尽管如此，由于全

球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转变，在 M2 增速略有提高的外生假定下，基于 CQMM 模型的预测表明，今明

两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 6.50%以上的水平，经济增长“稳中趋缓”的态势还将延续。预计 2018 年实际 GDP 增长 6.73%，增速

比 2017 年下降 0.17 个百分点；2019 年，GDP 增长率将维持在 6.60%的水平。其余指标方面，2018 年，CPI 将突破 2%的水

平，达到 2.13%，涨幅比 2017 年扩大 0.53 个百分点，PPI 将上涨 4.64%，涨幅较 2017 年缩小 1.66 个百分点。物价水平保持

在可控范围，无明显通胀风险；名义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预计将增长 6.57%，增速比 2017 年下降 0.63 个百分点；名

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增长 10.60%，增速比 2017 年提高 0.30 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的同步复苏带动下，2018 年中国

出口总额（现价美元值）预计增长 9.65%，增速比 2017 年提高 1.75 个百分点；进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增速为 12.32%，较

2017 年下降 3.58 个百分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趋稳将继续减轻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预计 2018 年外汇储备规模将扩大到

3.33 万亿美元。另外根据报告课题组对今明两年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结果以及政策模拟分析，报告认为，民间投资增速快速

反弹已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一是今明两年外部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会拉动中国私营企业出口的扩张，进而激励其投资的增

长；二是因国有企业降杠杆而释放出的信贷资源以及调整信贷资源结构使其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等措施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

民间投资扩张的资金需求；三是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将降低以往长期存在的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壁垒，从而将扩大民营企业的投

资领域；最后，今年以来开始的营商环境整治、培育与完善，也将为民间投资的扩张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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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珠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200 万标箱 全国沿海主要港口中增速第一   从珠海港(000507)集团获悉，2017

年珠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27 万标箱，同比增长 37.3%，在全国 24 个沿海主要港口中增速排名第一;全年完成港口货物吞

吐量 1.3 亿吨，同比增长 15.3%，在全国亿吨级沿海主要港口中增速位居第二。作为珠海市港口发展的主力军，珠海港集团

生产经营业务高速增长，与其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机遇密不可分。2017 年，珠海港助力我市“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海

陆通道双向发力、全面拓展，集装箱航线增至 67 条，海铁联运物流通道增至 15 条;有序推进“川贵广―南亚国际物流大通

道”建设，建成通道重要支点贵州(昌明)国际陆港项目一期一阶段工程，并成功获批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成为珠海港集团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支撑。2017 年，珠海港陆续完成高栏国码进境水果指定口岸验收，高栏集

装箱码头二期工程 2、3号泊位、15 万吨级主航道工程等主要工程交工验收;西江驳船船队规模不断扩大，航线增至 22 条，

港口集疏运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珠海港集团不断深化与欧洲港口企业集团合作，建设珠海高栏欧港物流分拨中心;

推动市政府与中远海运、中谷海运等国内大型船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抢抓港珠澳大桥具备通车条件、大桥经济区加快

发展的重大机遇，进一步加强港澳企业沟通交流，探索在洪湾港合作建设物流园，大力发展港澳货物跨境中转、冷链物流

配送等业务，打造珠江西岸港口中转枢纽，促进珠海港口业务实现特色发展。珠海港集团负责人表示，今年集团将继续发

挥独特区位优势，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西江战略、物流中心发展战略、绿色智慧发展战略，持续构建以珠海港为核心战

略支点的物流网络体系。“我们将力争实现 2021 年珠海港货物通过能力超 2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超 500 万标准箱，成为华

南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口物流中心，推动珠海港进入世界港口 50 强。” 

2、达飞也要拓展陆运物流服务，将在伦敦门户港建冷藏仓库     2 月 23 日，达飞发布消息称，将在迪拜环球港务集

团（DP World）所在的伦敦门户港（London Gateway）物流园区长期租赁并投资建造一个可多点温控的仓库设施。达飞旗

下专门从事国际货运和提供物流解决方案的子公司将在泰晤士河畔的 2.4 公顷物流规划发展区域内，使用占地面积为 1 公

顷的冷藏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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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赫伯罗特 CEO：不必过多担忧运力过剩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里，

集装箱航运业冒着巨大的风险，通过整合、并购以及暂停订购新船来应对运

力过剩的问题。2017 年，集装箱行业出现微弱复苏，运费的提升也可能只

是短期趋势。随着全行业为提高收益所做努力开始取得成效时，人们便开始

担忧，为应对 2020 年限硫规定和压载水公约，船东们会因更新船队而在近

两年纷纷涌向船厂，随之导致运力总量大幅上涨。也就是说，集装箱运输公

司已经打破了 2015 年 12 月以来的订购“沉默”。长荣海运和阳明海运等公

司均已经宣布新的造船计划；2017 年第三季度，两家集装箱航运巨头地中

海航运（MSC）和法国达飞轮船（CMA CGM）在韩国和中国的造船厂订购了总

计 20 艘 2.2 万 TEU 的超大型集装箱船。更重要的是，订购潮可能还会继

续，因为韩国现代商船(HMM)准备公布其超大型船舶订单的细节。然而，德

国赫伯罗特航运公司（Hapag-Lloyd）的首席执行官 Rolf Habben Jansen 近

日表示，不必过多担忧运力过剩问题。“我不认为需要再次为巨大的运力过

剩而担忧。如果集装箱运输业仍然以每年 4%或 5%的速度增长，那么可能很

快就会出现一个相当平衡的局面。” Jansen 表示。这符合 BIMCO 的预测—

—2018 年，需求将增长 4.0%～4.5%，船队将增长 3.9%。因此，需求方面仍

然足够高，这足以改善基本的市场平衡。赫伯罗特于去年完成了与阿拉伯联

合航运公司(UASC)的业务整合，没有必要订购新的运力。正如早些时候披露

的，Jensen 认为，该行业的整合将继续下去，在合并业务的同时，大型航

运公司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原先的前 20 家大型航运公司将缩减至 9 家。 

2、德鲁里指农历新年后现货集运价预计暴跌    航运谘询公司德鲁里

(Drewry)近日表示，集装箱船现货运价在农历新年之後可能将大幅下跌，但

随後将有所增长。德鲁里表示，随着人民币汇率在世界集装箱指数(WCI)持

续增长，预计将与 2016 年相当。而 2016 年人民币汇率上升 24%，随後下降

了 41%。而在主要的东西航线上，集运现货运价通常在农历新年（1 月底或

2 月中旬左右）之前上涨。分析师指出，在 2017 年，人民币升值之前的运

价上升超过了人民币贬值之后的运价下跌，为营运商带来了一些喘息的机

会。截至 2月 8 日，涵盖东西航线的 8 条主要贸易航线 WCI 综合基准运 

 

通常，班轮公司会持续推涨运价至第二年的 1月，但由于 2017 年三季度末期运力增速大幅超过需求增长，

到 2018 年 1 月，运价已经连跌了 6个月，不过，2018 年 2 月中旬中国春节前的出口高峰又拉动了需求，

使得远东至美东线运价 1 月初开始上涨，且涨势得到了保持。供给   2018 年 1 月，集装箱船总运力增长

了 1.2%，这相当于 2016 年全年的增幅。总计 254173 万 TEU 的新船在 1 月交付，这一规模的运力交付是

2010 年 7 月以来所未见的。这其中有大量支线船，不过也包括 5 艘超大型的 20000TEU 以上的船型。拆船

方面，只有 3 艘船被拆解（1 艘 1981 年造、320TEU，1 艘 1990 年造、976TEU，1 艘 1998 年造、

3802TEU）。2017 年，集装箱船拆解量为 39.8 万 TEU，2018 年预计将减少。BIMCO 预计 2018 年拆解量为

25 万 TEU，考虑到新船交付量将达 105 万 TEU，2018 年运力增幅预计为 3.9%。2018 年，焦点将集中在超大

型船的部署上。按计划全年将有 53 艘运力超过 13500TEU 的大船交付，BIMCO 估计实际交付 40 艘左右；

2017 年，该型船的计划交付量为 55 艘，但实际只交付了 43 艘。新船订造活动也在加速，近期的大量订单

打破了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的订单荒，这需要引起重视。闲置运力几乎消失，Alphaliner 估计，

2018 年 2 月 5 日，闲置运力只有 65 艘、191441 万 TEU。由于临时闲置和重新投入使用的船舶可以忽略不

计，从本质看，现在名义运力增速对市场均衡将产生更大的影响。2017 年，船东和投资者积极开展二手船

交易，据 VesselValue 统计，2017 年二手船交易量为 297 艘、41.78 亿美元，为史上最高。巴拿马型船最

为抢手，交易量为 93 艘，主要原因还是价格低廉。很多船的价格已经接近拆船价，因而买家面临的价格下

行风险不大。不过 2017 年年中以来，拆船价和二手船价都已经上涨。因此，买卖船的关键是时机。展望   

未来会怎样？总需求增速预计将低于 2017 年，但这一增速水平仍具备改善市场供需基础的潜力。BIMCO 预

计需求增速为 4%～4.5%，运力增速为 3.9%。IMF 近期大幅上调了发达经济体 2018 和 2019 年的 GDP 增长预

期，一般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利好集运需求。BIMCO 称，2018 年北美进口重箱量的变化值得关注。

2016 和 2017 年的美西、以及 2015 和 2017 年的美东，进口重箱量都快速增长。但截至目前，通过抬升贝

永大桥使超大型集装箱船能够通过并挂靠纽约/新泽西港所产生的效益还没有完全显现。2017 年，纽约/新

泽西港的重箱进口量增幅为 6%；而对美东港口整体而言，2017 年重箱进口量增长了 10.1%。因此，对于巴

拿马运河的扩建，集运业完成调整还需要时间，不过这一调整正在进行。预计 2018 年很多班轮公司挂靠

美东的航线将通过部署超大型船来实现更加全面的升级。 

 

 

 

航运动态  
价为 1512 美元/FEU，相比 2017 年底时上升 25%。而在过去两年里，这

一运价上升情况也已经普遍出现。 

3、德路里：2018 年亚洲至地中海贸易或将好转   2017 年底，亚洲

至地中海贸易表现相对疲软。近日，全球航运咨询机构德路里表示，基

于土耳其、乌克兰及埃及等主要进口国家情况好转，预计 2018 年亚洲至

地中海航线或将好转。继 2017 年第二、三季度好转后，2017 年第四季

度亚洲至地中海之间的集装箱运输量相对疲软，增速仅为 1%。其中，亚

洲至地中海东海岸出口增长 5%，增长率仅为第二、三季度的一半；但地

中海西海岸下跌 3.4%，增速跌至近九个季度最低水平。2017 年全年，亚

洲至地中海之间的贸易表现不及预期，共完成集装箱量 550 万 TEU，同

比增长 4.4%。在地中海东海岸方面，土耳其、乌克兰及斯洛文尼亚贡献

最多，在亚洲总进口箱量 150 万 TEU 中，共贡献 110 万 TEU。在地中海

西海岸方面，主要依赖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三大市场。同时，由于

船舶大型化的影响，亚洲至地中海西海岸运力增长也十分明显。德路里

近日研究表明，2018 年 3 月亚洲至地中海贸易航线的月运力将超过 60

万 TEU，较上年同期增长近 20%。与其他航线相似，在春节期间，亚洲至

地中海航线运价已恢复正常。德路里表示：“由于假期期间，部分工厂

停工，运价水平有所放缓，预计未来将趋于稳定。” 

4、2018 年集运运力增速与需求增速持平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

会（BIMCO）首席分析师 Peter Sand 日前在其最新市场分析报告中指

出，集运市场总需求增速预计将低于 2017 年，但这一增速水平仍具备改

善市场供需基础的潜力。需求   经历了 2017 年 8 月至年底的运价下滑

后，大部分班轮公司在 2018 年 1 月初成功推涨了运价。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 2017 年 10 月和 11 月需求增速极低、亚欧线和亚洲区内航线货量疲

软，但多数班轮公司还是保住了本轮大部分的涨价成果。在维持美东美

西进口航线运价方面，班轮公司最为成功，在另一条主干航线——亚欧

线和亚洲至地中海航线上，涨价计划也取得了效果，但幅度相对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