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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家：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影响不大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王昌林综合分析称，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影响不大，具体可解读为以下几点：——对

中国就业影响有限。当前中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内需稳步扩张，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本次美国“301 调查”所涉及的 500 亿美元，只占 2017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 11.6%，占中国总出口的

2.2%。初步测算，即便 500 亿美元出口商品有所下降，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不到 0.1 个百分点，中国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6.5%左右的预期目标和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以内的目标。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带来就

业岗位净减少的规模有限，风险完全可控。机械设备、医药、钢铁有色等行业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部分企业对美出口额小

幅下降不会引起大规模裁员。同时，考虑到部分出口商品可以转向其他国家或者国内市场，就业岗位实际受到的冲击将会更

小。另一方面，中国就业市场空间广阔。近年来，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

比重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显著提升。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也为劳动力就

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对中国物价影响可控。总的看，中国对美大豆、猪肉等进口农副产品加征关税，对国内 CPI

影响相对有限。制品、化工品规模有限，美国对中国相关出口品加征关税，对 PPI 影响有限。——对中国市场影响不大。从

供给侧来看,美国对中国 500 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 25%的关税，将逐步沿着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进行转嫁，最终结果会由出

口商、上游原材料、零部件供货商以及美国采购者共同承担，并不会完全由中国企业负担。此外，中国出口企业不仅可以选

择内销市场和其他国家出口市场进行对冲，而且还会有企业库存周期进行源头化解。从需求侧来看,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内

消费市场不断拓展，对高端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美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产品市场可以部分转向内销。据测算，2018 年中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首次超过美国，达到 40.4 万亿元(6.1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零售市场。从汇市看，国际市场并不

看好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近期美元指数超预期疲弱就是其中一个例证。考虑到特朗普新政红利可能进一步衰竭，欧日

等非美经济体持续复苏态势明朗，美元指数将大概率维持震荡下行态势，这意味着人民币未来还有一定升值压力。但是，考

虑到国内宏观经济稳中向好、企业效益持续改善、物价水平低位运行等积极因素，预计全年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双边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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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江 1～2 月 自营出口比增 33.8% 多行业实现开门红  1～2 月份晋江实现外贸进出口 101.4 亿元，同比增长 20.3%。

其中，出口 79.5 亿元，占泉州市总量的 41.6%，比增 33.8%。得益于国际市场持续回暖、新增企业拉动明显、开拓多元化市

场、制造企业总体向好等多重因素，前两个月，在原材料大幅涨价、人民币升值、贸易保护壁垒抬头等多重因素狙击下，晋

江自营出口逆势上扬。1～2 月份，除玩具文具外，晋江实现全行业开门红，纺织、服装、鞋类、伞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分别

增长 34.3%、43%、22.9%、29%；纸制品、机械及配件、食品、贵金属加工等新优势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14.7%、34.6%、

78.3%、36.6%。各行业逆势增长的背后，是晋江制造在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齐发力的结果。一组数据值得关注——传统市场

分别出口中国香港 8.6 亿元、比增 76%，美国 8.5 亿元、比增 54.8%，欧盟 12.3 亿元、比增 26.9%；新兴市场分别对东盟

19.5 亿元、比增 36.8%，拉美 8.5 亿元、比增 42.6%，非洲 3.8 亿元、比增 21.1%。对于上述数据反映的趋势，记者也从企业

处得到了证实。吴总解释，公司生产的内衣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国家，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他们已在德国设立办事处，聘请

当地员工进行业务衔接。与此同时，该公司也在积极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厂房和市场。吴总坦言，未来，公司的新

增长点将来源于此。走访发现，原先专注欧美市场的企业，近年来已逐步实行传统与新兴市场“两条腿走路”的订单模式，

以寻求更多的市场空白点。晋江市商务局相关人士表示，下阶段，将通过扎实外贸队伍储备、加强相关外贸政策扶持、紧盯

重点企业出口、着重培育新增长点、积极组织海外参展及优化外贸综合环境等多个方面，助力晋江自营出口持续稳定增长。

态势，汇率预期基本稳定。从债市看，尽管贸易战使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转弱，但在短期通胀高企情况下，预计美联储今年

内还将加息两至三次，届时中国国内债券市场收益率将会出现阶段性高位震荡，全年来看将基本延续稳定运行态势。从股市

看，尽管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影响中国相关进出口行业效益，但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将保

持高质量发展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升级顺利推进、企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都将为股市温和上行营造良好的基本

面。王昌林表示，总的看，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市场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大，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办好自己的事，不被

人牵着鼻子走，充分发挥优势，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扎实有序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激发

内生活力和动力，完全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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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50/300       新加坡：10/20  

越南：150/300          菲律宾：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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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525/825          中东：175/175      澳洲：450/900/900 

EBS：紧急燃油附加费    CIC：集装箱不平衡附加费    PSS：旺季附加费 



 1、现代商船：2020 年成为超一流海运承运商     现代商船(HMM)计划

到 2020 年成为集装箱行业的“超级航母”之一，运营 100 万 TEU 以上的船

队。周五在 HMM 年会上，C.K. Yoo 作为首席执行官，其任期延长至 2021

年。他表示员工将“众志成城”，将 HMM 打造成全球顶级航运公司之一。该

公司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配备“环保，大型智能集装箱船”，Yoo 表示 HMM

将“具有极高的成本竞争力从而增强其销售能力”。本周早些时候，现代美

国船舶代理公司贸易与服务高级副总裁劳伦斯伯恩(Lawrence Burns)指出，

集装箱运输商破产，收购和兼并的浪潮已经导致该行业现在被七大超级运营

商所控制，船队规模超过 100 万标准箱。“现在仍有很多航运公司，包括现

代商船，预计将加入......并达到 100 万 TEU 的门槛。”他指出，韩国政府

现在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在起草表上，我们目前计划到 2020 年实现

100 万标准箱。”伯恩斯在本周三的一次谈话中发表了他在长滩港港口高峰

季预测报告中的评论。船队规模超过 100 万标准箱的海运公司包括马士基，

地中海航运，法国达飞，中远海运/东方海外，赫伯罗特，长荣，以及从 4

月 1 日开始，由日本三家航运公司--日本邮船会社、商船三井和川崎汽船合

并的 ONE 海运联盟(Ocean Network Express)。2016 年，韩国另一家主要的

海运运营商韩进破产，受其影响 HMM 去年的货运量猛增了 30%，达到 400 万

标准箱以上，而收入上涨了两成。该公司表示，计划通过引进超大型集装箱

船舶，扩大服务覆盖范 

2、小摩：看好航运业整体复苏态势       信德海事网 4 月 3 日消息，JP 

Morgan 近日表示，除开原油运输板块（crude tankers），航运业内的其他

每一主要板块目前都在经历着良性的改善。为此，JP Morgan 还对多家上市

航运公司提高了评级。JP Morgan 分析师 Noah R. Parquette 表示，“目

前，航运业几乎所有板块都处于上升通道。但是原油运输板块我们持相反的

态度。”干散货航运板块   JP Morgan 方面表示，受益于未来 12-18 个月

里相对较低的运力增长速度，以及预期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炭进口的稳定增

长，干散货海运板块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运费将得到有利的支撑。JP Morgan

表示，中国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将对本国煤炭的开采带来限制，进一步有利

的支撑煤炭进口。但同时 JP Morgan 也表示，大量抛下的新船订单以及中国

经济增速的减缓，中国转而从澳洲进口更多的铁矿（带来吨海里的减少），

以及船速的增加可能会给该板块市场带来威胁。JP Mo rgan 介绍到，“ 

产量可能低于预期的可能性，这可能会给整个原油运输市场带来长期的威胁。“如果北美产量不能达到预

期，那么跨大西洋航线将会有风险，此外，北美地区产量的下降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全球石油价格，对需求

造成负面影响。” 更多的不利因素：“中俄两国之间的石油管道以及短程海运可能会给该块市场带来进一

步的威胁。” 

3、中远海运集运促成区块链技术在集运业首次商业应用     4 月 1 日，中远海运集运宣布携手京东、佳

农为中国消费者诚意带来搭载区块链技术的厄瓜多尔香蕉。作为重要的海上承运人，中远海运集运不仅凭

借所运营的远东—南美西线，结合先进的全程冷箱温控技术，保证了佳农进口厄瓜多尔香蕉的出货稳定和

交货便捷，更依托全球信息系统在此次区块链全程溯源项目中与区块链技术的交互对接，提供非常重要的

关于装运港的追溯信息来源。这是区块链技术在国际海上集装箱运输业内的首次商业落地应用。区块链技

术自然带有不可篡改，自带信任的特性提供绝对真实的全程可追溯数据。每一票货物从订舱开始，中远海

运集运的全球信息系统便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了货物从启运港装船到目的港交货的运输全过程，为客户实时

跟踪货物运输动态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当这些信息与京东区块链溯源平台有效对接共享，消费者只要

一扫货物包装上带有溯源编码的二维码，便可清晰地看到货物的出口地是否与包装袋上的产地信息相一

致，从而让消费者更加便捷地获得对出口地信息的证实。这对于佳农这样全球采购的客户而言，无疑为其

品牌信誉度的保证和对市场拓展提供了的助力。中远海运集运表示，厄瓜多尔进口香蕉只是一个甜美的开

始。中远海运集运旗下 360 多艘各级别的现代化集装箱船，180 多万 TEU 运力，360 多条遍及全球 260 多

个重要港口的国际国内航线，450 多家服务网点，所构成的全球化经营、一体化服务地集装箱运输服务网

络，不仅为全球客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更将通过积极有效的数字化转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大数据、智

能化、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的不断创新升级，并向广大合作伙伴分享 B2B2C 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为全球

客户带来更加美好的增值体验。 

 

航运动态  

船速与油耗呈指数关系，当运费较低而油耗较高时，船东们通常会选择

低速航行，而当运价上升而油价相对较低之时船东们通常会选择提升船

速，而船速的提升会进一步造成运力的相对提升。”LNG LPG 航运板块   

JP Morgan 表示较为看好 LNG 航运板块，考虑到美国可能会有更多的 LNG

货物向亚洲市场的输出从而导致吨海里较大的增长，其认为该块市场预

期会有较强的增长。但 JP Morgan 也提醒道，如果大量的新船订单的产

生也将会对该块运费市场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JP Morgan 表示，同 LNG

海运市场一样，美国向亚洲市场出口量的增长加上运力增长率大幅下

降，LPG 海运板块也正处于复苏通道。集装箱海运板块   集装箱板块，

JP Morgan 认为该块市场也正处于复苏状态。但同时其也表示供需增长

的速度非常接近，因此市场复苏的速度可能会相对缓慢。油运市场板块

成品油市场方面，JP Morgan 认为，由于该板块运力增速仅仅为 1%左

右，受益于此，该板块目前也正处于复苏阶段，但是需警惕大型船舶数

量的快速增长对后期市场的走势或带来较大影响。在目前航运业整体看

似欣欣向荣，一片繁花似锦的时候。原油运输板块目前来看似乎却是万

花丛中一点“黑”。目前该板块正处于运力闲置及老旧船拆解高峰期，

船厂新船造价也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即期费率也处于盈亏线上下。

2017 年较大的新船订单量加上 OPEC 减产等使得 JP Morgan 对该板块的

复苏预期时间往后调至了 2019 年之后。JP Morgan 强调到，今年 VLCC

的新船订单恐将继续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只能期望于更高的老旧船拆解

或则 OPEC 减产协议的崩盘。而事实上，根据刚刚发布的众盟航运智库

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造船价格指数》报告中所透露的信息来看：VLCC

订单潮貌似又来了！！报告指出：本期油轮各基准船型指数均微幅上

升，但 VLCC 却录得 1.21%的涨幅，报 8013 万美元。CNPI 指数委员评

论说：“沉寂了近 1 年后，VLCC 订单潮貌似又来了。油价的不稳定似乎

给了船东信心，纷纷拆旧迎新。船价也逐步攀升。”据报道，渤海重工从

科威特油轮公司 KOTC 获取 1 张 VLCC 订单，预计 2020 年交船，价格

据报为 7970 万美元，三类排放，且 Scrubber Ready。根据披露出来的资

料，韩国船厂总共拿获 9 艘 VLCC、2+2 艘 Aframax 订单；日本 JMU 也

获得了 1 艘 VLCC 订单。更不好的消息是，JP Morgan 强调了北美原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