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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MF：全球债务总量膨胀至 164 万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全球债务规模已经膨胀至创纪录

的 164 万亿美元，这一趋势可能令各国更难应对下一次经济衰退，或是在融资状况收紧时更难偿还债务。据 IMF 预计

2018 年和 2019 年经济扩张 3.9%，同时预计随后几年全球经济可能受到货币政策收紧和美国财政刺激的利好效应消退的影

响。此外，IMF 还称，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民间债务的增长当中，中国占到了近四分之三。 

2、专家：逐步探索、稳步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应做好制度设计      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中国（海

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近日在北京召开专家座谈会，对如何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应抓紧做好自

由贸易港制度设计。专家们认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两项政策同时落地，既是海南发展千载难逢的历史机

遇，又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坚持高标准、高起点、高水平、高质量，致力于优化营

商环境、形成制度优势。要把自由港建设和自贸区建设结合起来，探索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大范围的开放，既对接国

际高标准，又符合中国国情，以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中央关

于海南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将持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形成新一轮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当前，要抓紧进行制度

设计，发挥海南的独特优势，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尽快形成新高地。专家们建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个大战略，需要分

步骤、分阶段实施。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大改革力度，衔接好各项政策，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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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益产业升级 1 季度厦门关区工业机器人进口猛增 3.2 倍    受益“以机器换人”产业升级的不断推进，工业机

器人进口也水涨船高。据厦门海关统计，1 季度厦门关区进口工业机器人 72 台，同比增长 3.2 倍。3 月份当月进口 48 台，

猛增 15 倍，创 2015 年 7 月份以来月进口量新高。数据显示，台湾地区、欧盟和日本是厦门关区工业机器人主要进口来源

地。1 季度，厦门关区自台湾地区进口工业机器人 29 台，增长 13.5 倍；自欧盟进口 23 台，去年同期未进口；自日本进口 1

7 台，增长 21.4%，上述 3 者合计占同期厦门关区工业机器人进口总量的 95.8%。据厦门海关人士介绍，多功能工业机器人

是厦门关区工业机器人主要进口品种，1 季度共计进口 40 台，激增 39 倍，占同期厦门关区工业机器人进口总量的 55.6%。

此外，进口搬运机器人 17 台，增长 1.8 倍；进口集成电路工厂专用的自动搬运机器人 4 台，去年同期未进口。  

2、动植物检疫监管司关于加强对进口美国苹果和原木检验检疫的警示通报   近期，上海、深圳、青岛、厦门等海关

在进口美国苹果和原木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苹果牛眼果腐病菌（Neofabraea perennans）、苹果星裂壳孢果腐病菌

（Phacidiopycnis washingtonensis）、苹果球壳孢腐烂病菌（Sphaeropsis pyriputrescens）及南部松齿小蠹（Ips gran

dicollis）和象甲科（Curculionidae, spp.）、天牛亚科（Cerambycinae, spp.）幼虫。为防止有害生物传入，按照相关

规定，这些不合格产品被作退运处理。 苹果牛眼果腐病菌、苹果星裂壳孢果腐病菌和苹果球壳孢腐烂病菌是苹果上十分重

要的检疫性真菌病害，南部松齿小蠹、象甲、天牛危害许多林业植物。这些有害生物多数在我国无分布，一旦传入，将对我

国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保护我国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根据国际植物检疫措

施标准第 20 号《植物检疫进口管理系统准则》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现发布加强对进口美

国苹果和原木检验检疫警示通报如下：一、加强对进口美国苹果、原木的现场查验，一旦发现疑似病害症状、松材线虫危害

状或活体害虫，应取样送实验室进行检测鉴定。在实验室检测期间，与之相关货物不得放行。必要时，可采取预防性措施，

防止有害生物逃逸。二、一旦确认为检疫性有害生物，且情况严重的，作为临时紧急措施，应依法对相关货物采取退运或销

毁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总署。三、总署将对口岸疫情检出情况进行风险评估，适时调整预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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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脉各项指数 航运市场“晴转多云”？    截至 4 月 17 日，BDI

报收于 1052 点。根据 BDI 指数历史最低位 290 点及最高位 11793 点来看，

目前点位仍处于历史较低位置，支撑较为稳固。根据 BDI 指数 2016 年 2 月

创出历史最低位之后的走势看，2017 年 12 月 12 日指数达到近年高点 1743

点，之后快速下跌至支撑位附近。2018 年第一季度由于淡季效应，加上国

际贸易局势紧张，走势偏弱。从红线走势可以看到，BDI 向上形态良好，创

出新低之后支撑点位逐步上移。尽管近期市场低位盘整，但 4 月 13 日 BDI

再次回到 1000 点以上至 1014 点，总体看平稳上升态势并未改变。普氏 62%

铁矿石指数：中国需求减弱，国际摩擦升温 2017 年全球干散货海运总量在

51 亿吨左右，其中铁矿石运量在 15 亿吨左右，占比接近 30%，称其为干散

货之王一点都不为过。其中又有超过 10 亿吨铁矿石运往中国，可以说铁矿

石价格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而中国需求又对铁矿石定价产生重大影响。

从普氏 62%铁矿石指数走势可以看到，2016 年初经历 39.25 美元低位后，铁

矿石价格一路飙升，在 2017 年初达到高点 95.05 美元。近期，铁矿石价格

出现了快速下跌，从 80 美元跌至 60 美元附近。原因：短期看，中国地区库

存升高需求减弱；中国钢铁去产能继续推进，2018 年预计削减 3000 万吨钢

材产量，中长期对铁矿石价格形成压力；美国对钢铝制品征收 25%和 10%关

税，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加重了国际社会对未来全球贸易走势的担忧。

中长期看，铁矿石价格不具备大幅上扬条件，但前期低点支撑也比较到位，

指数形态保持良好，预计 2018 年普氏 62%铁矿石均价在 60 美元左右。中国

船舶交易价格指数：船价高位徘徊，市场心态积极  作为中国首个发布的

船舶行业指数，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 SSPI 反映了船舶价格的变化趋势。

同时，船舶资产价值较高、持有周期较长，是买卖双方综合宏观经济、大宗

商品以及海运运价等相关市场行情后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SSPI 也可以

作为市场信心指标或者趋势指标进行研究。4 月 20 日 SSPI 报收于 904.18

点。SSPI 第一季度均值 907.22 点，环比上涨 3.01%，同比上涨 22.16%。根

据 SSPI 指数历史最低位 602.26 点及最高位 1411.19 点来看，目前处于中位

偏低位置。观察 SSPI 走势可以发现，自 2016 年以来 SSPI 指数稳步上扬。

近期指数高位徘徊，小幅震荡。但指数离支撑点位仍有一段距离，显示市场

心态仍较为积极。中期来看，类似 2017 年的快速上涨恐难以再现，但下跌

风险可控。预计 2018 年市场将保持 830～950 点区间震荡。 

 

辖区的监管审批程序之后，马士基航运正式宣布收汉堡南美，未来汉堡南美将作为一个独立品牌继续运

营。与此同时，德国赫伯罗特完成了对阿拉伯联合航运的最终合并，全球第五大班轮公司由此形成。另

外，中远海运对东方海外的收购也正在进行之中，已分别于去年 10 月份和 12 月份通过美国的反垄断审查

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反垄断审查，预计最终收购将于 2018 年 4 月完成。根据法国海事咨询机构 AXS-

Alphaliner 的统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全球前 10 大班轮公司运力集中度高达 77.3%，市场集中度进一

步提升。4、新联盟格局拉开帷幕    2017 年，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联盟格局进一步演化。4 月份，新的

OCEAN Alliance、THE Alliance 和“2M+现代商船”三大联盟主宰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的格局正式开始，

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以往的 2M、O6、CKYHE 和 O3 四大联盟已经不复存在。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OCEAN Alliance、THE Alliance 和“2M+现代商船”三大联盟成员的集装箱船运力规模分

别为 607.1 万 TEU、363.5 万 TEU 和 763.2 万 TEU，市场份额分别为 28.2%、16.9%和 35.4%，三大联盟成员

合计运力规模达到 1733.8 万 TEU，合计市场份额高达 80.5%。 

3、全球集装箱班轮公司运力 100 强排名     根据 Alphaliner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5 月 1 日，全球班

轮公司运力 100 强中，马士基航运排第一，地中海航运排第二，法国达飞轮船排第三，中远海运集运排在

第四位，新赫伯罗特排第五，“日本神运”（ONE Line）排在第六。第七名到第十名依次是：长荣海运、

东方海外、阳明海运、太平船务。中国内地船公司位置变化情况   在中国大陆的班轮公司的最新排名中，

中远海运集运排第 4 位；中谷物流集团排名第 16 位;安通控股（泉州安盛船务）排名第 17 位；海丰国际排

名第 18 位；中外运集运排名第 22 位；宁波远洋排名 37 位；大连信风海运排在第 49 位；上海海华轮船排

名第 60 位；锦江航运排在第 61 位；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排名 66 位；大连集发环渤海集运排名 82

位；天津达通航运排名 84 位；广西鸿祥船务排在 88 位；上海合德航运排名 94 位。其中主要经营中国沿海

内贸的船公司中谷海运与泉州安盛船务携手跻身全球前 20 位。 

 

航运动态  
2、全球航运市场呈现趋稳态势 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2017 年

对全球集装箱船市场来说，注定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韩国最大班轮公

司韩进海运正式破产清算，终结其已经营 40 年的集装箱运输业务;全球

集装箱航运市场联盟格局进入了新的三足鼎立时代;马士基航运收购汉堡

南美，赫伯罗特和阿拉伯联合航运合并，中远海运宣布收购香港东方海

外，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达飞轮船和地中海航运订造

了批量 22000TEU 超大型集装箱船，全球集装箱船造船市场正式进入

22000TEU 时代等。1、航运市场呈现趋稳态势    2017 年，全球集装箱

航运市场呈现趋稳态势。年初，受欧美地区集装箱海运需求季节性回落

影响，CCFI 出现小幅松动;此后，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向好，特别是

区域经贸活跃，集装箱海运量稳步增长，同时航商加大调控力度，运力

供求关系稳步改善，箱船市场重回上行通道，并呈现趋稳态势。2017

年，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 CCFI 均值为 820 点，同比上涨 15.2%。在全球

集装箱航运市场行情改善的情况下，闲置运力规模大幅减少，根据法国

海事咨询机构 AXS-Alphaliner 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全球

闲置集装箱船运力仅为 117 艘、41.6 万 TEU，占全球集装箱船队规模的

2%，该比例也是自 2015 年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大大低于 2016 年中期

400 艘的闲置峰值。2、班轮公司业绩出现改善   2017 年以来，随着全

球集装箱航运市场行情的改善，主要班轮公司业绩出现明显好转。其

中，丹麦马士基航运实现营业收入 1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1%;净利润

4.93 亿美元，去年同期则亏损 2.30 亿美元。赫伯罗特 2017 年前三季度

实现净利润 820 万欧元，扭亏为盈。台湾三大班轮公司中，长荣海运实

现营业收入 1130.68 亿新台币，同比增长 25.2%;净利润为 70.89 亿新台

币。万海航运延续了盈利态势，2017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449.69 亿

新台币，同比增长 5.9%;净利润为 19.83 亿新台币。阳明海运 2017 年前

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992.63 亿新台币，同比增长 18.3%;净利润 6.12 亿

新台币。值得关注的是，韩国现代商船依旧处于亏损状况，2017 年前三

季度出现了 9686 亿韩元的净亏损。3、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2017 年以

来，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格局持续调整，船东“抱团取暖”趋势加强，

班轮公司之间并购重组事件加速涌现，市场集中度进一步加强。2017 年

4 月，丹麦马士基航运宣布收购德国汉堡南美;2017 年 5 月，德国赫伯罗

特宣布和阿拉伯联合航运合并;2017 年 9 月，中远海运宣布收购东方海

外。从具体收购进程来看，2017 年 12 月 1 月，在完成全球 23 个司法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