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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务部谈 1-2 月对外贸易：开局良好 实现较快增长   3 月 12 日电 （孙阳）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以来，商务

部会同各地区各部门继续狠抓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落实，对外贸易开局良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海

关统计数据显示：1-2 月，我国进出口总额 4.52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 16.7%；其中出口 2.44 万亿元，增长

18.0%；进口 2.08 万亿元，增长 15.2%；顺差 3622 亿元，扩大 37.2%。日前，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指出，2018 年 1-2 月我国

对外贸易主要呈以下特点：从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出口 1.43 万亿元，增长 18.0%，占比 58.4%，其中手机、集成电路等分

别增长 21.8%、20.1%。同时，纺织服装等 7 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也保持较快增长，出口额 4923.1 亿元，增长

19.5%。此外，钢材出口 949.7 万吨，减少 27.1%。从大宗商品进出口情况看，天然气、原油、成品油、煤炭、铁矿砂、大豆

进口数量分别增加 36.7%、10.8%、10.0%、14.4%、5.4%和 5.4%。机电产品进口 7759.4 亿元，增长 17.4%；其中金属加工机

床、集成电路、计算机进口额分别增长 49.5%、29.2%、15.5%；进口汽车 17.7 万辆，金额增长 14.3%。从经营主体看，民营

企业出口 1.18 万亿元，增长 29.4%，占比 48.6%，较去年同期提高 4.2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出口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外资

企业出口 9989.9 亿元，增长 8.7%，占我国出口的比重为 41.0%。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 2.65 万亿元，增长

22.0%，占全国外贸总值的 58.7%，较去年同期提高 2.5 个百分点。从国际市场看，我国对美国、欧盟、香港等传统市场出口

分别增长 20.0%、18.1%和 12.2%；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新兴市场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合计进出口 1.26 万亿元，增长 21.9%，高于整体增速 5.2 个百分点，其中对越南、巴西、俄罗斯、印度进出口增幅分别达

到 48.2%、30.4%、29.5%和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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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厦门对印度进出口贸易总额 17.9 亿美元 石材进口量猛增    从厦门市贸促会获悉，2017 年厦门与印度的进出

口贸易总额为 17.9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 7.7 亿美元，主要出口产品为焦炭、发动机用零件和鞋靴等；进口额为 10.2 亿美

元，主要进口产品为花岗岩、纯棉单纱和精矿等，进口额同比猛增 48%。厦门市贸促会副会长颜志平表示，印度是金砖五国

之一，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新兴市场，与厦门经贸联系密切。据介绍，作为石材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印度建筑石材

储量丰富，质量上乘，全国各地广泛分布花岗岩、大理石、砂石、石灰石、板岩、石英石等。目前，国内市场许多耳熟能详

的花岗岩品种包括英国棕，印度红，黑金沙等也大都来自印度。“希望未来厦门与印度企业在石材和建材领域将有更多合

作。”在当天举行的中国-印度贸易投资推介会-印度石材、陶瓷、建材专场上，颜志平如是表示。 

2、、金砖国家领跑福建外贸 1 月增速超整体 1 倍   受益“厦门会晤”红利，对金砖国家贸易成为福建省对外贸易中抢眼

的亮点。据厦门海关统计，1 月福建省对金砖国家进出口 87.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9%，超出同期全省增速 1 倍多（同

期福建省外贸增速为 17.3%）。其中，出口 40.3 亿元，增长 40.1%，连续 11 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强劲增长；进口 47.6 亿元，

增长 34.3%。据厦门海关人士介绍，巴西为福建省对金砖国家最大贸易伙伴，1 月对巴西进出口 30.3 亿元，增长 48.1%，同

期对印度进出口 19.4 亿元，增长 15.3%；对南非进出口 19.3 亿元，增长 23.2%；对俄罗斯联邦进出口 18.9 亿元，增长

67.9%。 数据显示，铁矿砂、大豆和纸浆为福建省自金砖国家前三大进口产品。1 月分别进口 9.8 亿元、4.4 亿元、4.2 亿元，

分别增长 32.4%、65.6%、1.2 倍。出口方面，1 月福建省对金砖国家出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服装、家具、箱包、鞋

类、塑料制品、玩具）16.8 亿元，增长 33.8%；出口机电产品 14.4 亿元，增长 44.3%，二者合计占同期福建省对金砖国家出

口总值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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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立荣：今年航运市场将健康平稳     “今年航运市场将总体处

于健康平稳发展的状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许立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航运市场有一定的周期

性，并且很大程度上受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目前来看，航运市场处于

相对稳定发展的状态，供求关系比较稳定，供需运力矛盾不是特别突出，尤

其是集装箱和干散货运输市场比较平稳。高质量发展是今年两会的热词，在

航运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许立荣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航运业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将综合物流服务能力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以前的服务是“门对门”，现在要做到“点对点”“端对端”，这就要求具

备较高的物流服务能力。其次，要探索线下、线上融合发展，打造电子商务

平台，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使客户的要求随时随地得到响应。目前，中

远海运集团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尝试，比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网上订

舱等。再次，在开拓市场的同时，做好控制成本方面的工作，在提高经济效

益的同时，提高市场竞争力。在新造船市场方面，许立荣表示，目前我国已

经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占全球的

比重都超过了 40%。“随着航运市场的稳定发展，造船市场也会逐渐回暖。

而且，前几年，航运企业的拆船力度很大，中远海运集团这两年拆船就达

184 艘，这为造船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许立荣表示，今后航运企

业在环保、节能、绿色船舶等方面会有更大的市场需求，国内造船企业应该

在这几个方面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满足市场的需求。今

年是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5周年，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践行

者，中远海运集团积极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不断优化全球化布

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许立荣介绍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潜力巨

大，运输量不断增长，近几年，中远海运在航线布局上不断加大力度，投放

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运力同比增长 60%。同时，中远海运集团加大了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港口物流方面的投资，并且控股了一些码头港口，仅

去年投资额就在 150 亿~170 亿元。下一步，中远海运集团将全方面发挥自

身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深耕细作，真正实现互联互通合作共

赢的目标。“在我们实现增长的同时，也为合作的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益，这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标。”许立荣说。 

 

数自 2016 年二季度以来持续攀登至 171.12 点，处于七年来的最高点。多诱因促使市场回暖   上海

国际航运研究中心航运研究室主任周德全表示，2017 市场转好主要是由于全球海运市场的供需水平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以集装箱海运市场为例，由于全球贸易的复苏，2017 年全球集装箱海运量达

1.91 亿 TEU，同比增 5%。2017 年全球集装箱总运力为 2068 万 TEU，增幅为 3.4%，低于需求增长速

度。周德全还认为，航运企业经营信心大幅上涨对航运业也有刺激作用，2017 年第四季度中国航运信

心指数为 148.94 点，中国航运企业家经营信心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在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

院教授黄庆波看来，除供需水平出现改善外，航运企业整合重组、租船费率下降、国际形势及中国政

策等对国内航运市场回暖都有促进作用。据黄庆波介绍，近两年来，国内的主要航运企业开始积极参

与国际航运市场竞争，着力加大整合重组力度，积极与同类企业进行兼并整合、对“僵尸企业”进行

有效处理、并且废除低效无效资产，同时进行自身业务结构的优化，使运力及效率提升；由于国内租

船费率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成本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短期新的运力投

放不会出现提升的情况下，优质的新船也为航运企业未来提供了充足的盈利空间。此外，随着 2017 年

美国整体需求的上升、欧盟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及各经济体贸易结构的转变，尤其是我国正在倡导的

“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实行，都将在未来创造出大量新的国际海运贸易需求，也为我国众多航运企

业开辟海外市场提供了新的机遇。温和复苏或可期期   2018 年中国航运业将继续温和复苏。调查显

示，54.87%的船舶运输企业家认为 2018 年航运市场将实现温和复苏；14.28%的船舶运输企业家认为市

场将出现大幅上涨态势；但同时也有 10.95%的船舶运输企业家认为市场可能会再次探底。其中，干散

货海运企业家更加乐观，而集装箱海运企业家相对悲观，认为 2018 年基本与今年持平或再次探底的比

例达到了七成以上，该报告称，航运是全球化市场，具有长周期特点，以干散货和集装箱为代表的全

球航运市场在 2016 年触底复苏，随着供需关系继续改善，未来几年有望继续复苏过程。全球经济增长

筑底回升且具有持续性，带动贸易量增速显著加快，为航运市场提供良好的需求环境。其次，供给方

面新船订单在 2016 年创下历史最低，目前在手订单与现有运力之比也处于过去 20 年以来最低值，后

续订单对 2020 年以前的运力影响较小。此外，行业持续整合，市场集中度提升。受十年寒冬影响，航

运业格局发生深刻改变。随着小公司破产及大公司的并购整合，全球集运联盟从 2015 年的 4 大联盟变

为 2017 年的 3 大联盟，前五位航运公司市场份额，从 2013 年的 44%提升到 2017 年的 66%。黄庆波分

析称，总体来看，2018 航运市场整体势头强劲，多个市场将保持复苏态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2017 年集装箱运输市场回暖，预计 2018 年总体上将保持盈利状态，但运价波动幅度较大。

2018 年随着大量大型集装箱船集中交付，其中 12000 TEU 以上船舶约 50 艘，预计运力增长将达到

5.4%。受贸易量供需情况不稳定的影响，2018 年集装箱运输很可能面临需求疲软、价格下行的压力，

运量将出现季节性下降。而由于船舶运力供应不断增长，集装箱市场在 2018 年会面临运价周期性大幅

波动的不稳定情况。 

航运动态  
2、航运市场回暖 新一轮上涨周期或开启       近日，国内外航运、港

口及船舶上市企业陆续披露 2017 年财报或业绩快报，中远海运、马士基航

运等国内外龙头航运企业均实现扭亏为盈或净利润较大幅度增长。航运业

绩在 2017 年释放，是否意味着新一轮上涨周期开始？2018 年航运业是否

会延续温和复苏态势？从宏观上看，2017 年集装箱航运市场延续底部回暖

态势，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均值（CCFI）820.08 点，同比增加

109.36 点，增幅 15.39%。从微观个体看，得益于公司重组启动之初就明确

的“6+1”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中远海运成立之初，中远海运董事长许立

荣表示，新集团将发展航运、物流、航运金融、装备制造、航运服务、社

会化产业和“互联网+”相关业务的“6+1”产业集群。“6+1”产业集群发

展战略打破了过去把航运主业当作底线的定式，打造一个金融控股的上市

平台，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的抗周期能力。再看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

司马士基航运，2 月 9 日，马士基集团发布了 2017 年全年财报。受到马士

基航运业绩表现的驱动，马士基集团营收实现增长、利润得以增加。马士

基航运公司营收达到 238 亿美元，与 2016 年 207 亿美元相比增加 14.9%。

营收增加主要受到平均运价上涨 11.7%及货量上涨 3%的积极影响。其实不

只是航运企业，港口企业的业绩也相当不错。2017 年的港航企业，日子过

得不错，春天似乎真的来了。景气指数创 7 年新高高   与港航企业的业

绩表相对应，我国的航运景气指数也在去年第四季度创下新高。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集装箱运输企业经营状况持续好转。2017 年第四季度，除营运

成本处于景气线以下外，其余均处于景气线以上。其中受益于班轮市场的

持续好转，企业对运力投放力度持续加大，舱位利用率也持续提升，运费

收入小幅增加，企业盈利情况持续向好，企业流动资金仍旧十分充裕，融

资难度也不断降低，贷款负债进一步减少，船舶投资意愿与劳动力需求持

续上升。随着航运市场逐步回暖，航运企业盈利情况日趋改善，企业对船

舶投资意愿也在逐步增强。2017 年 8 月，法国达飞轮船分别与沪东中华造

船（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签署了超大型集装箱船建

造意向书，订单共计 9艘 2.2 万 TEU 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同月，沙特阿

拉伯国家航运公司旗下子公司 Bahri Dry Bulk Company 在现代重工下单订

造 4 艘 8 万吨级散货船；2017 年 9 月，Socatra 分别向长航重工金陵船厂

和 STX 海洋造船下单订造 2+2 艘 MR 型成品油船。2017 年对船舶运输企业

有无船舶建造计划进行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船舶运输企业中，有

46.97%的企业在 1～2 年内无造船计划，39.39%的企业在 1～2 年内有

造船计划，其余 13.64%的企业不确定是否有造船计划。港口企业信心指

数也持续攀登。2017 年第四季度，中国港口企业的景气指数为 114.3

点，港口景气度略有下滑，跌入相对景气区间；中国港口企业的信心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