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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家统计局：中美贸易摩擦难不倒中国经济       针对中美贸易摩擦会否影响中国经济整体运行，中国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邢志宏 17 日在北京表示，中美贸易摩擦难不倒中国经济，更改变不了

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就 2018 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邢志宏

在答记者问时作如上表述。对于备受关注的中国外贸形势，邢志宏指出，中国从来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这两年中国贸易

顺差在持续收窄，对外出口之所以能够增长是因为中国存在综合竞争优势。他强调，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追求的是贸易平

衡，这种平衡也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他进一步表示，关于中美贸易问题，中国政府已经表明坚定立场，“我们对外开放

的格局在进一步扩大，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的贸易空间依然非常大，通过国内企业不断增强竞争力能够继续保持进出口

贸易的平衡”。谈及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邢志宏以当前中国经济的三大特点作为回应。一是韧性好，调整适

应能力强。邢志宏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主要依靠投

资拉动转向投资和消费一起拉动，“我们从一个出口大国转向了出口和进口并重的大国，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大大增强了中

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二是潜力足。邢志宏表示，创业创新使中国由过去的人口红利正向人才红利转变，中国有 1.7

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源，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经济活力、动力、潜力的不断释放，使中国经

济的创新力、竞争力大大增强，提高了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三是回旋余地大。邢志宏强调，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

发展态势，财政金融稳健运行，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政策调控工具多、空间大，“所以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应对

中美贸易摩擦，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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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季度厦门市实现进出口 1410.3 亿元 增长 5.3%     厦门海关获悉，一季度厦门市共实现进出口 1410.3 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5.3%，占同期福建省外贸总值的 49%。其中出口 751.4 亿元，增长 7.1%；进口 658.9 亿元，增长 3.4%。3

月份，厦门市进出口 454.4 亿元，下降 8%，其中出口 218.8 亿元，下降 15.1%；进口 235.6 亿元，下降 0.2%。东盟、美

国、欧盟稳居厦门市外贸伙伴前 3位。一季度，厦门市对东盟进出口 252.3 亿元，增长 24.1%；对美国进出口 248.6 亿元，

增长 3.3%；对欧盟进出口 193.7 亿元，增长 8.2%，上述 3 者合计占同期厦门市进出口总值的 49.3%。此外，对台湾地区进

出口 97.3 亿元，增长 4.7；对日本进出口 77.6 亿元，下降 0.8%。在主要贸易商品方面，一季度，厦门市出口机电产品

351.8 亿元，增长 6%；出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 258.8 亿元，增长 8.7%；出口农产品 29.5 亿元，增长 12.5%。进口机电产

品 253.7 亿元，增长 17.4%。集成电路、煤炭、飞机和纸浆进口保持强劲增长，分别增长 70%、64.1%、93.2%和 1.5 倍。 

2、今年前两个月 泉州市外贸出口增幅全省第一     市商务局获悉，今年 1—2 月，泉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近 300 亿

元、同比增长 34.7%，增幅远高于全国同期水平，迎来“开门红”。其中，出口 191 亿元，增长 39%，增幅位居全省第一，

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21 个百分点和 16.6 个百分点；进口 101.7 亿元，增长 27.3%，继续保持 2017 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

七类产品出口实现恢复性增长   前两个月外贸出口实现高增长，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得益于我市出台外贸稳增长措

施，大力引导企业开展自营出口和货源回流，仅今年 2 月单月全市新增出口企业实现出口额 10.4 亿元，拉高当月出口 24.6

个百分点。其次，纺织服装、鞋、箱包、塑料制品、石材、陶瓷、玩具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实现恢复性增长，比

增 35.7%。新兴市场得到有效拓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热度，今年前两个月进出口贸

易值近 140 亿元，同比增长四成，其中，出口 68.6 亿元，增长 36.1%。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口的石油原油、大理

石、化工原料等原料型货物为泉州工业经济提供必要“补给”，泉州出产的优质服装织物、鞋类以及远洋捕捞的冻鱼等则受

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的欢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蓬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嘉晟供应链、晋江陆地港等一批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也实现了“开门红”。以晋江陆地港为例，晋江陆地港保税仓主要存放的是泉州工业生产所需的大宗原材

料，1—2 月，国际陆港板块累计贸易额近 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4%左右，连续六年保持增长态势，开辟了泉州“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外贸发展新通道。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支持国内品牌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办好泉州品牌“境外行”、

“海丝行”以及“泉州市产业宣传推介会暨泉州之夜供采对接交流会”等经贸活动，大力推动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加强

外贸运行监测分析，培育外贸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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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 联盟宣布停止承运受制裁的俄罗斯企业货物      据多家外媒

报道，针对今年 4 月初美国对俄罗斯企业进行的制裁，由马士基航运和地中

海航运组成的 2M 联盟表示，他们将停止与美国所制裁的俄罗斯实体企业进

行任何新的贸易。也就是说，马士基航运和地中海航运也不再负责承运被制

裁个人或企业的货物，也不会进行任何相关的支付活动。据了解，2018 年 4

月 6 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经与美国国务院协商，宣布

将对包括俄罗斯铝业等在内的俄罗斯 7 大寡头企业及旗下持有或控股的 12

家公司，1 家俄罗斯国有武器进出口公司及其子公司——一家俄罗斯银行及

旗下，进行制裁，以回应俄罗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全部恶意行为”；并

称，受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

行交易，禁止与制裁名单上相关的货物在美国船只上装载或在美国码头上装

卸。马士基航运表示，由于近日制裁收紧，他们决定停止接受与制裁名单上

的个人或企业相关的货物，同时也禁止接受与上述企业相关进行支付行为。

同时，马士基方面还补充道，对于与制裁名单存在“合理确定关系”的第三

方企业货物，也将做适当的减少。而现有货物的预计交付时间（ETD）在海

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规定的日期（即 2018 年 6 月 5日）之前的，将按原计划

交付。无论币种如何，而任何来自制裁名单上银行的支付行为也将有所降

低。2M 联盟内另一成员单位——地中海航运也通知其全球代理，不再与制

裁名单上的任何个人或企业签订新合同。日内瓦有一家船公司透露：“按照

美国政府规定的时间表，地中海航运也在审查当前的业务关系，了解其业务

是否受到该修订的影响。”此外，英国《劳氏日报》也联系了包括日本

ONE、德国赫伯罗特及法国达飞海运在内的全球主要班轮公司，了解其是否

对此次制裁采取相关行动，但截止发稿，《劳氏日报》方面并未得到相关回

应。 

2、赫伯罗特探索集运优先概念         赫伯罗特表示，希望在收益管理

方面探索优先概念。这家德国集装箱公司正在考虑为客户提供一个集装箱后

装先卸的机会，从而加快运输时间，但将收取额外费用。不过赫伯罗特认

为，增加成本不会阻止某些托运人，比如托运易腐货物的客户。赫伯罗特的

发言人证实，该公司正在认真考虑能够为客户带来额外价值和差异化定价的

服务。发言人解释，一个后装先卸的集装箱可将运输时间缩短数日，这对某

些客户可能有好处，例如托运需要保鲜的产品（如水果）的客户。这个新服

务产品仍处于概念阶段。此前，集运公司也试验过这个概念。马士基航运曾

推出“天天马士基”服务，使用 70 艘集装箱船在亚洲四个港口与欧洲的三

个港口之间提供每日航线服务，并保证客户每天准时接收货物。延期交付给

客户予以赔偿，这给集运输市场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密集服务和可靠性。直到

2015 年，由于客户不愿支付更高费用，“天天马士基”服务最终宣告结

束。 

 

的不利影响，上海港船舶平均舱位利用率稳定在九成以上。由于基本面出现好转迹象，多数航商维持运价

水平，仅部分班次订舱价格有小幅优惠，市场运价企稳。4月 20 日，上海出口至欧洲、地中海基本港市场

运价（海运及海运附加费）分别为 584 美元/TEU、601 美元/TEU，均与上期基本持平。北美航线，市场运

输需求平稳，上海港美西、美东航线船舶平均舱位利用率分别为 95%和接近满载。但受航商市场策略分化

影响，多家航商取消了月中运价上涨计划或对涨幅进行下调，即期市场运价总体稳定。4 月 20 日，上海出

口至美西、美东基本港市场运价（海运及海运附加费）分别为 1152 美元/FEU、2193 美元/FEU，均与上期

基本持平。波斯湾航线，因目的地即将于 5 月中旬进入斋月，货主加快出货步伐，市场运输需求回升。同

时受部分航班临时停航影响，总体运力供给出现一定程度下降，航线供需关系持续改善，上海港船舶平均

舱位利用率攀升至九成附近，并有部分航班满载。受基本面改善带来的提振，即期市场订舱运价明显回

升，市场运价低位反弹。4 月 20 日，上海出口至波斯湾基本港市场运价（海运及海运附加费）为 460 美元

/TEU，较上期大幅上涨 40.7%。澳新航线，因目的地市场即将进入传统运输淡季，市场货量表现平淡，上

海港船舶平均舱位利用率约在 85%，运力过剩情况较为严重。受基本面疲软影响，即期市场运价持续下

行。4 月 20 日，上海出口至澳新基本港市场运价（海运及海运附加费）为 831 美元/TEU，较上期下跌

1.8%，自 1月下旬以来已连续下跌 12 期。南美航线，市场运输需求总体平稳，由于航班均已恢复正常运

行，运力规模保持在相对高位，供需关系未能进一步改善，上海港船舶平均舱位利用率约在 90%～95%范围

内。运价方面，虽然部分航商此前宣布将对 15 日起出运航班货柜征收高额 GRI，但由于未获市场跟进，为

维护市场份额，多数航线下调运价，即期市场订舱运价出现明显回落。4 月 20 日，上海出口至南美基本港

市场运价（海运及海运附加费）为 1767 美元/TEU，较上期下跌 15.6%。日本航线，市场货量平稳，航线运

价稳定。4月 20 日，中国出口至日本航线运价指数为 716.57 点。 

5、一季度福建省沿海港口建设、生产实现开门红     一季度，福建全省沿海港口建设、生产继续

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港航生产各项实标均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实现了开门红。建设投资方面，

全省港航投资完成 25.1 亿元，其中沿海港口、航道建设投资完成 23.52 亿元，居全国首位。生产方面，全

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 1.3 亿吨，同比增长 4.5%，增幅居全国第 5 位。其中，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378.45 万标箱，居全国第 6 位，同比增长 10.8%，增幅居全国第 3 位；厦门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49.17 万

标箱，在全国规模以上港口中居第 7 位，同比增长 11.6%，增幅居首位。全省完成水路货运量周转量 428.5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16.7%，增幅居全国第 4 位。 

航运动态  
3、货柜船运 五月新约添变数      国内两大海运承揽业者指出，

今年 5 月美国线新合约谈判状况连连，除中美贸易大战，美国卡车司机

不允许超时工作致劳力严重不足，码头恐出现拥塞；另日本三大货柜船

公司本月完成整併后订位系统出状况，三大不确定因素造成新约难以签

属，后市发展也难料。托运人认为，今年美国线舱位增加近 1 成，加上

东美贸易大战可能造成美国进出货载减量，主张今年运价应该调降；但

船公司认为，今年首季船用燃油每吨均价约 360 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296 美元高出两成以上，成本拉高无法降价。另因美国自今年 4 月开

始，透过电子监控系统掌握货车司机工时，超过八小时就重罚，原本一

开 12 小时的司机被迫降低工时，市场突然出现缺 4、5 万名司机缺，如

果货载不能及时运出码头，接下来有 5 成机率会出现码头拥挤状况，运

价势必水涨船高。而同时今年 4 月 1 日本三大货柜船公司正式整併，称

为 ONE 公司，新公司由原日本邮船（NYK）接下订位系统，因三家公司系

统不同，出现文件处理困难，客户纷纷将货载转交给与 ONE 公司同属

THE 联盟的阳明海运与赫伯罗德航运，甚或其他联盟成员，迫使 ONE 不

得不降价留货；另一方面正谈新约的直客，传出要求 ONE 签署合约须减

价一成。对于未来市场发展，英国知名海运谘询机构德鲁里（Drewry）

最新所发布的「货柜市场预测报告」，2018 及 2019 年市场需求将超过

运能成长，推估船公司利润将略微上升。 德鲁里指出，今年第一季超大

型货柜船集中交付，相当程度抑制市场供需指数，后续市场供需将逐渐

获得改善，但不会迅速消除对签署年度合约的负面影响，预测今年市场

运费只会维持小幅成长态势。为因应美国货车司机不足问题，阳明今年

停收到户货载，也就是内陆运输部分货主必须自行安排。揽货公司则指

出，有欧洲大型货柜船公司对到户货载，每大柜（40 呎柜）加收 3 百美

元以降低营运风险。由于估计今年长约签属时间将会拖延，今年货载旺

季估计也会延后开始，船公司已规划 5 月中针对现货市场运价每大柜调

涨 6 百美元，为年度新约壮声势，船公司能否精确掌握市场状况，关系

今年获利表现。 

4、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周度报告 (2018.4.20）   供需关系

小幅改善  运价水平总体趋稳    本周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总体需

求稳定，同时在航商临时运力控制措施帮助下，运力过剩情况略有缓

解，远洋航线运价趋稳，综合指数小幅上升。4 月 20 日，上海航运交易

所发布的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为 674.58 点，较上期上涨

2.2%。欧地航线，市场运输需求稳中有升，抵消航商船型升级计划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