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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延续稳中向好 前两月进出口增 16.7%    据商务部消息，2018 年，中国外贸开局良好，1-2

月，进出口 4.52 万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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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去年

以来回稳向好的势头，实现了“开门红”。当前，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国内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稳

定的内外需求和坚实支撑。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效应不断释放，外贸发展的营商环境切实改善，贸易

平台、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提速，一大批企业致力于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加速转型升级，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为我外贸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从近期调研情况来看，企业在手订单保持稳定，预

计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将延续稳中向好势头，结构进一步优化，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 

2、中国外汇储备 3 月份增加 83.38 亿美元   中国央行 8 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3 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

31428.2 亿美元，相比 2月末增加 83.38 亿美元，升幅为 0.27%。此前，中国外汇储备经历了 12 个月的连续增加后在

2018 年 2 月出现下降，3月份则转跌为涨。此外，截至 2018 年 3 月末，中国黄金储备 5924 万盎司，与 2 月末持平；按

SDR(特别提款权)计，中国外汇储备为 21617.01 亿 SDR，较 2月末减少 61.6 亿 SDR。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3 月，中国主要渠道的外汇供求相对平稳，外汇市场继续呈现供求平衡格局。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主要非美

元货币汇率相对美元升值，资产价格变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回升。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

美元汇率和国债收益率变动引起的估值效应是 3 月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增加的主要因素，同时，贸易顺差对外汇储备规模保

持稳定形成支撑，而银行结售汇对近期外汇储备规模增长的支撑作用有限。温彬称，随着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人民币对美

元保持升值，国际资本流动总体趋于平衡，外汇储备规模将保持平稳，可以有效抵御外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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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务院或将继续推动港口降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月 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减少涉企

收费，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全年可减轻企业负担 3000 多亿元。听取宽带网络提速降费工作汇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信息

消费;确定支持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措施，更大力度吸引人才。在这次会议中，港口再次被点名。表示将推动降低港口、

高速公路、天然气输配等收费。会议要求加大督查，确保降费到位，并规范收费权。此前，国家发改委先后两次督促港口

降费。在首次降费中，上海港、天津港、宁波舟山港、青岛港等主要港口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全面规范，大幅调降了外贸集

装箱装卸作业费水平;唐山港、黄骅港、威海港、日照港、连云港港、北部湾港等港口也对自查出的有关问题，制定了整改

措施。其中仅调降装卸作业费一项，预计每年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约 35 亿元。随后，发改委再次对广州港、深圳港进行反

垄断调查。所涉的大连港、广州港、深圳东西部港区降幅在 20%-30%左右，深圳西部蛇口、赤湾港区降幅高达 33.3%。据测

算，以上调整每年可减轻进出口物流成本约 9.6 亿元。截至目前，集装箱运输量在每年 1000 万标箱以上的沿海港口，均已

调降进出口集装箱装卸作业费。对于此次降费，国务院表示是为进一步减少涉企收费，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事实上，在国

务院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多港口集团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已经行动起来。4 月 1日起，天津港集团率先减免多项港口收

费，发布“一站式阳光价格清单”，对口岸常规服务部分和口岸其他服务部分多项服务免收或减收费用。同时，以降费提

效为主攻方向，在积极配合口岸部门大力推进集装箱单据无纸化等服务模式的同时，加快推进集装箱堆场整合工程、“集

装箱码头操作系统一体化”切换上线运营等新举措落地落实，为客户提供便捷服务。4 月 8 日，上海港也表示将亮出便利通

关的营商牌。3 月 20 日，上港集团在小范围内开始试点“集装箱设备交接单”电子化。目前试点范围一步步扩大，投入巨

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 7 月 1 日起在上海港全面推行电子化。上港集团港口业务受理中心总经理陈岚表示，一

旦实现电子化后，设备交接单的印刷、寄送等一年将节省成本 4 个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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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运信心指数创 4 年最高纪录       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会计公

司和航运咨询顾问马施云 (Moore Stephens)公布的最新航运信心调查，2017

年 12 月~2018 年 2 月，航运信心指数达到了 4 年以来的最高值。调查显

示，上一期(2017 年 9~11 月)的航运信心指数为 6.2(总分为 10)，而本期上升

到 6.4。其中，船东信心指数也达到了 4 年来的最高点，从 6.4 上升到 6.6，

而经理人指数同样从 6.1 上升到 6.4。承租人的信心指数则继续保持飘忽不

定的走势，从 7.7 下降至 5.0。船舶经纪人信心指数从 6.3 降至 6.1。欧洲地

区的信心指数从 6.3 升至 6.6，这也是 2008 年 5 月开展此项调查以来该地区

打出的最高分。亚洲地区的信心也呈上升趋势，从 5.7 升至 6.3，北美地区

则从 5.8 升至 5.9。另外，在调查受众中，预计未来一年融资成本将上升的

达 64%，这也是 2008 年 5 月以来的最高值，上一期这个比例是 59%。一位

受访者表示，"明年起，航运业似乎将从船厂产能减少中获益，但是大部分

市场参与者的融资成本将增加。"有 24%的调查对象认为，需求趋势将是未

来 12 个月影响市场表现的最关键因素;另有 19%和 15%的受访者分别将竞争

和融资成本放在首位。 

2、2 月份纽约/新泽西州港集装箱货运量创新高     纽约/新泽西州港

务局表示创下货运量的月度新记录，并计划在 2017 年的基础上继续创新高

达。据悉，2017 年该港完成货运处理量 670 万标箱。2018 年 2 月份，港口

的吞吐量为 521,921 标箱，同比增加了 2.9%。港务局称，2 月份处理的汽车

数量同比增长 3.1%。有关官员们指出，除了健康经济之外，还有一些改进

措施可以让大型货船进入。2017 年 6 月，Bayonne 大桥的通航清理项目的完

成之後 ，原本的通道从 151 呎增加到 215 呎。这项措施能使运载量多达

18,000 标箱级船舶在 Newark-Elizabeth 码头和 Howland Hook 码头行驶。 

3、马士基航运扩大在线订舱平台服务范围     4 月 9 日，马士基航运

宣布将扩大在线订舱平台 ship.maerskline.com 的服务范围，通过涵盖更多

航线来解决客户的痛点，并进一步简化客户的供应链。目前该平台能够为从

启运港是青岛、新港、大连三个华北港口至南美东岸、西非、非洲南部三条

航线订舱。扩大服务范围之后，该平台能够为从启运港为华东地区的上

海、宁波和华北地区的青岛出口至所有目的港为地中海国家的客户订舱。 

 

箱价均处于相对低位，同比基数较低，因此，2017 年集装箱制造业总体产销量及营业收入同比均大幅提

升。2017 年，中集集团集装箱制造业务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出现提升。其中，普通

干货集装箱累计销售 130.89 万 TEU，增长 122.87%；冷藏集装箱累计销售 10.91 万 TEU，增长 36.89%。集

装箱制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50.47 亿元，同比增长 126.32%；实现净利润 14.63 亿元，同比增长

302.52%。其中，普通干货集装箱实现销售收入 177.19 亿元，增长 211.33%；冷藏集装箱实现销售收入

32.74 亿元，增长 46.46%；特种箱实现销售收入 48.08 亿元，增长 35.30%。集装箱制造业务营业收入占据

中集集团整体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2.83%，净利润则占据集团净利润的 58.31%。可见集装箱制造业务对于中

集集团的重要性。酝酿变局    据克拉克森预测， 2017 年全球集装箱贸易增速达 5.0%，预计 2018 年仍将

维持该增速。而 2017 年和 2018 年的运力增速均低于贸易增速，分别为 3.6%和 4.0%，集运市场供过于求的

局面将缓解。在 2018 年前景可期的情况下，预计相关企业会维持相对积极的购箱意愿。因此，预计 2018

年集装箱的需求仍将维持较好水平。中集集团总裁、执行董事麦伯良在 2017 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随着新

兴市场的发展，全球集装箱制造业布局正在酝酿变局。从长期来看，中国在全球贸易份额会减少，相应

地，中国作为全球集装箱制造基地的定位也会有变化。中集集团已经开始谋划和布局，“中国已经不适合

大规模集装箱制造业布局。中集集团目前正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数字化、自动化，并实施减员增效，到

2020 年员工数量会减少 60%，生产效率将提升 1倍。”除了产业变局之外，环保法规也对集装箱制造业带

来了挑战。中集集团的集装箱制造业务积极展开了环保转型升级，以水性漆、溶剂回收、环保地板等为代

表的环保技术或材料持续得到应用和推广，逐渐停止使用油性漆，实现集装箱生产过程由使用油性漆到水

性漆的全面切换，实现集装箱制造企业的大规模环保升级，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此外，集装箱制造业

自身也酝酿着变化。从细分箱类来看，冷藏集装箱和特种箱增长势头迅猛。麦伯良认为，在消费升级带动

下，未来冷藏集装箱增速一定快过干货集装箱。由于目前市场追求更高品质的食品，金枪鱼等水产品必须

由冷藏集装箱运输，“我们正在研究冷链运输链的发展，这也是未来中国下一阶段的重点产业。” 

5、海丰国际 2017 年收入增长利润大增     海丰国际 2017 年营业收入 13.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期内利润 1.9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1%。公告显示，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全球经济

贸易增速明显，亚洲市场亦随之发展。由于集装箱航运物流业务量增加，运输市场供求关系改善使运费逐

渐上升，加之集团运营及管理效率不断优化，全年的业绩得以大幅提升。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回暖基础不

确定，地缘政治及贸易保护等因素导致经济形势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海丰国际将继续在亚洲区域市场谨慎

实施业务扩张计划。2017 年，海丰国际集装箱航运及延伸物流业务收入为 13.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0%。该增加是由于来自集装箱航运及延伸物流业务的合并影响所致；一是集装箱运量由 2016 年的

219.12 万 TEU 增加 8.9%至 2017 年的 238.59 万 TEU；二是平均运费（不包括换仓舱位费收入）由 2016 年

的 477.4 美元/TEU 增加 2.7%至 2016 年的 490.5 美元/TEU。 

航运动态  

该服务适用于位于中国的客户，可直接通过该平台或代理进行预订。马

士基航运公司高级副总裁、航线管理部负责人丁泽娟女士表示：“我们

通过 ship.maerskline.com 提供的数字化服务与传统的线下服务不同，

因为通过该平台订舱可以确保客户和马士基航运双方履行承诺，马士基

航运可以提供舱位和提箱保证。该平台还可以提供具有竞争力和固定的

运价，确保为客户提供稳定的服务。通过此平台上每周稳定的订舱量，

我们很高兴看到客户正在享受更高的运价定价透明度和服务的可视

性。”马士基航运将该订舱平台的服务范围扩大到更多航线，这是基于

客户对该平台的正面反馈。航运业临时取消订舱的情况一直以来是这个

行业面临的挑战之一。通过该在线订舱模式，马士基航运希望可以减少

临时取消订舱的情况，客户如果临时取消订舱需要支付一定的取消订舱

费。丁泽娟说：“双方都履行承诺也使马士基航运从中受益。我们可以

获得新的市场信息，并通过该在线订舱平台减少临时取消订舱的情况。

这使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计划并提升船舶配载率，最终提升客户体

验。”ship.maerskline.com 是马士基航运的自有在线订舱平台，于

2017 年 11 月推出。通过该平台，马士基航运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订舱

服务，即时确认订舱信息、运费报价，通过在线聊天工具 Live chat 即

时更改订舱信息并提供有吸引力的产品服务。该平台是支持马士基航运

全球数字化转型进程的一个举措。 

4、集装箱制造业酝酿变局     3 月 28 日，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制

造商中集集团（000039.SZ；02039.HK）在深圳举行 2017 年业绩发布

会。中集集团集装箱制造业务的变化意味着行业的变化，其对于集装箱

制造业的看法和判断值得业界借鉴。全面复苏   2017 年，全球经济呈

现持续复苏态势，集运货量增速超出市场预期。货量的增长带动箱量需

求增加，为了应对集装箱紧缺的局面，相关企业普遍加大对新集装箱的

采购力度。同时，中国大部分集装箱制造企业在 2017 年上半年根据行

业内水性漆环保自律公约实施了生产线水性漆改造，水性漆的使用增加

了生产成本，也使行业有效产能短期内受到一定影响。此外，钢材等原

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使得新集装箱价格维持在高位。2016 年订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