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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海外与商船三井将订 12 艘超大型船 

据贸易风报道，东方海外（OOCL）与商船

三井（MOL）将成为 G6 联盟中，引领超大

集装箱船订造“潮流”的先行者。这两家

亚洲伙伴将率先在今年订造12艘超大集装

箱船，之后其 4 家盟友将于 2015 年再订 12

艘。知情人士透露，按照目前的方案，东

方海外将订造 8 艘 1.8 万标箱的船舶，而

商船三井将订 4 艘 2 万标箱船。至于船厂

方面，他们证实已接到这两家公司的询价，

但拒绝披露进一步详情。消息人士解释称，

其中 2 万标箱的船将由一家航运公司出面

签约，然后再长期租给商船三井；而东方

海外将直接拥有这 8 艘船的所有权。他们

还透露，目前两家公司都在研究为船舶配

备双燃料储罐的可行性。据悉对上述超大集装箱船订单“虎视眈眈”的船厂包括三星重工、现代重工、大宇造船、韩

进重工、今治造船（Imabari）、日本联合造船（JMU）以及江南长兴船厂。这当中，三星重工因拥有良好的造船记录及

与东方海外关系密切，据称 得后者青睐。据造船业专家估计，这些船厂只能提供 2015 年底至 2016 年初的交付档期，

且造价应在每艘 1.3 亿至 1.5 亿美元左右。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接下来 G6 联盟中的另外 4 个盟友—总统轮船（APL）、

现代商船（HMM）、日本邮船（NYK）以及赫伯罗特（Hapag-Lloyd）也将追随这股潮流，再订 12 艘超大集装箱船。不过

它们要到明年才会正式下单。“G6 如果想与 M2 及 Ocean 3 抗衡，得增加 22-24 艘超大型集装箱船，”一位业内观察人士

指出。“因为想经营两条亚洲至美国航线的话，就是需要那么多船。”目前 G6 盟友旗下的 大集装箱船是在日本联合造

船订造的 8艘 1.4 万标箱船，它们的交付期定于 2016 至 2017 年。据悉这些船均由日本邮船订造。 

 

马士基航运 11 月提价亚欧航线 900USD/TEU 

据路透社报道，马士基航运计划从 11 月起提涨亚洲—北欧运费，提涨幅度为 900 USD/TEU。马士基航运发言人表示已

将运价提涨计划通知客户。根据 SCFI 显示，上周亚洲至欧洲运价维持在 705 USD/TEU。同时，上周早些时候，达飞海

运也宣布了亚洲—北欧 850/TEU 的运价提涨计划。 

 

德鲁里：2015 年亚洲至西北欧线的合约运价恐更低 

阿拉伯联合国家轮船（UASC）日前宣布，11 月 1 日起，将上调亚洲至北欧航线运价 775 美元/TEU、1500 美元/FEU；川

崎汽船（K Line）则计划 11 月 1 日上调该航线运价 850 美元/TEU、1700 美元/FEU。但有报道称，有该航线的货代给运

至西北欧港口的 20 尺箱开出了低至 600 美元的价格。根据 Drewry 的数据，10 月，承运人通过暂停航次，在该航线减

少了 10 万 TEU、相当于当月运力 11%的运力，来“挽救”现货运价的下滑。Drewry 称，对承运人而言，一个关键的问

题是，现货运价现在已低于 2014 年初承运人与直接货主（BCO）签订的年度合约运价的 1500 至 1600 美元/FEU，“随着

11 月 2015 年度的合约运价谈判即将开始，如果明年不希望看到来自直接货主的收入水平大幅下降，承运人需要对快速

下滑的运价迅速做出反应”。Drewy 认为，计划中的涨价和 11 月可能出现的进一步的航次取消将难以奏效。该机构预测，

“11 月 1 日的涨价可能是去年情况的重演”，承运人会试图把现货运价推升至 2000 美元/FEU 以上，“但 2015 年直接货

班班轮轮时时事事直直通通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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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运价高于今年的希望渺茫”。 

 

南美轮船等 4 船企将合作新开美东-南美东航线 

南美轮船、赫伯罗特、汉堡南美及日本邮船将合作开辟美东--南美东航线，运力为 7*5500TEU，冷插较多。该新航线将

替代现在这几家合作的航线。新航线挂靠：Philadelphia, Norfolk, Charleston, Jacksonville, Port Everglades, 

Suape, Santos, Buenos Aires, Rio Grande, Itapoa, Santos, Rio de Janeiro, Salvador, Pecem, Port Elizabeth, 

Philadelphia。具体的首航线时间还没确定，但应该在第四季度。 

 

G6 联盟宣布亚洲–美国东岸冬季计划 

因应市场在不同季节对航运服务需求的转变，G6 联盟今天宣布亚洲- 美国东岸航运服务的冬季计划。G6 联盟的冬季计

划将合并 NYE 及 SCE 服务以提供以下的船舶靠港次序：厦门 - 高雄 - 香港 - 盐田 - 上海(洋山) - 釜山 - 巴拿马

运河 - 曼萨尼约 - 金斯顿 - 萨瓦纳 - 查尔斯敦 - 纽约 - 诺福克 - 杰克逊维尔 - 金斯顿 - 曼萨尼约 - 巴拿马

运河 - 巴尔博亚 - 釜山 - 厦门。该合并服务将由 Hyundai Glory 064E (预计于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抵达厦门) 首

航。暂停的 NYS 及 SCE 服务的 后航次为：- NYE：第 44 週东行线 (预计于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抵达高雄) 及第

48 周西行线 (预计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抵达萨瓦纳)- SCE：第 43 周东行线 (预计于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抵达厦门) 及第 48 周西行线 (预计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萨瓦纳)G6 联盟将继续提供亚洲与北美洲东岸之间

不同的服务；以周班航次覆盖各主要港口并于需要时作出适当的服务调整。G6 联盟还有提供亚洲-美国西岸、北大西洋

及亚洲- 欧洲的航线服务。G6 联盟的成员包括：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赫伯罗特、现代商船、商船三井、日本邮船及东

方海外。 

 

G6 联盟宣布亚洲 - 美国西岸冬季服务计划 

因应市场在不同季节对航运服务需求的转变, G6 联盟成员宣布暂停来往亚洲至美国西岸的华中航线 (CC2) 服务直至

另行通告为止。CC2 的 后航次将由 OOCL Italy 于十月三十一日由上海开出。CC2 服务的所有港口将由 G6 联盟的其他

航线覆盖。G6 联盟将继续提供亚洲与北美洲西岸之间不同的服务; 以周班航次覆盖各主要港口。G6 将密切留意市场情

况以便重新开始 CC2 的服务。 G6 联盟的成员包括: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赫伯罗特、现代商船、商船三井、日本邮船及

东方海外。 

 

CKYHE 联盟报备美国航线合作计划 

长荣与中远、川崎汽船、阳明以及韩进五家 CKYHE 联盟的海运公司共同宣布，规划将合作范围拓展至美国市场，并已

配合法规要求，向中国交通部、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及欧盟执委会(EU Commission)报备相关事宜。今年年初长

荣与原 CKYH 成员组成 CKYHE 联盟，在亚洲至欧洲与地中海市场营运。该联盟规划在现有的合作基础上，将成功的运作

模式拓展至美国航线。透过这项扩大合作方案，联盟成员将发挥高度的营运弹性，提供更完整的服务范围、更密集的

航线班次及更稳定的运送时间。CKYHE 联盟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责任，联盟成员将透过紧密的合作，持续提升各项节能

减碳措施的效益，提供货主更环保的航运服务，维护海洋环境的永续发展。通过相关法规的审核之后，联盟成员将着

手进行美国航运网络的优化调整，预期于 2015 年第一季，宣布新的航线规划。CKYHE 联盟感谢货主的支持，并将以更

便捷的运送服务，满足客户的航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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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港各航线运价情况： 

 

欧洲基本港：本周天津出口安特卫普港口运价均价 767 美元/TEU，比上周下降 11.94%。经济疲软拖累运输需求的恢

复步伐减缓。10 月 14 日，作为欧元区核心之一的德国，其国家经济部将该国 2014 年 GDP 增速预期从

1.8%大幅调降至 1.2%，将明年 GDP 预期调降至 1.3%；稍后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欧元区 9 月 CPI 终值为

同比增长 0.3%，处于 2009 年 10 月以来 低水平。同时，由于航线上总体运力扩张仍在继续，市场供

需矛盾未出现缓解迹象， “十一”长假市场上有部分停航的航班逐渐恢复，尽管箱量开始回升至正

常水平，市场运价仍继续承压下行。连续进一个月的低价航运船公司普遍承担亏损，开始酝酿十一月

的涨价。短期看，箱量的回复反弹能够带动运价在低位走稳，如果近期箱量能够放大一个量级，运价

涨价的条件才有可能成熟。 

 

中东航线： 本周天津出口杰贝阿里港口运价均价美元 956 美元/TEU，与上周基本持平。市场运输需求仍未出现好

转迹象。但一方面经过一个月的连续下滑，市场运价已跌至历史均值下方，处于较低水平，下降空间

有限；另一方面，节后市场需求不足已经迫使航商推迟原定中旬的涨价计划，航商降价意愿不足，因

此市场运价仅有小幅回落。由于第四季度是传统淡季，历史数据显示货量会走弱，所以即使在目前点

位能够走稳，涨价的幅度难言乐观。 

 

 

 

 

 

运运价价走走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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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天津枢纽港功能 推动环渤海港口群合理分工 

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召开，令天津再次受到瞩目。当前的

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中将承担更多的经济发

展责任，而其自身则面临增长速度下降、结构调整阵痛等压

力。本期关于天津的两组报道，将探讨天津在构建新优势，

增强新动力方面的努力。记者 黄静 
环渤海地区港口如何整合，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9 月 9 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举行的京津冀一体化

峰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建议，

天津港应该作为环渤海地区的枢纽港，着力提升集装箱吞吐

和中转能力，以便解决环渤海地区港口的恶性竞争问题。 
对此，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李斌指出，环渤

海地区港口要实现差异化发展，已经提了 20 多年，进展不

大的原因是港口是由地方投资的，天津港要整合其他地方的

港口，需要解决各地的利益问题。 
不过， 大的问题是，天津本地集装箱货源少。“上海

和深圳的港口分别有长江和西江提供的集装箱转运业务，天

津没有这个优势。”他说。 
做大天津集装箱中转功能 
事实上，打造环渤海地区枢纽港，天津构想已久。 

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在 9 月 新一期《求是》上指出，天津是北京 近的出海口，是 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

依托天津港这一核心战略资源，天津要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临近地区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便捷的绿色通道。 
为此，要强化天津港综合性枢纽港和集装箱干线港功能，完善资源共享、港口共建机制，推进津冀港口群合理分

工、协调发展。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则在 9 月 10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指出，天津是沿海港口城市，天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

为此将全面提升和改善国际航运中心的各类要素，大力加强海空港设施建设，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努力建设服务中

国北方、东北亚、中西亚的国际航运中心。 
天津港要做综合性枢纽港和集装箱干线港，就需要整合天津周边的港口，同时做大天津的集装箱中转功能。 
天津计划 2015 年实现集装箱吞吐 2000 万标箱。不过，统计显示，今年 1-7 月，天津集装箱吞吐为 811.44 万标箱，

累计增长 6.9%，而同期上海实现吞吐 2031.35 万标箱，同比增长 5.2%，深圳实现 1306.61 万标箱，同比下降 0.7%。按

此看，目前天津的集装箱吞吐量不到上海的一半。 
郑新立认为，导致如此的原因，是环渤海地区 18 个港口都在做集装箱业务，结果都没发展起来。 
而环渤海港口之间的竞争，导致出现了“河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情况，有一半的中转业务都跑到韩国釜山港。 
环渤海港口差异化发展 
郑新立建议，将天津港打造成环渤海地区的枢纽港，区域内其他地方集装箱可以运到天津港来装船，天津港由此

提升中转能力。 
郑新立表示，天津港做枢纽港，主要发展集装箱业务，可将输油港、集装箱港作为主体功能。 而其它港口可在功

能上与其差异化，如河北唐山曹妃甸港可重点发展铁矿石、煤炭、钢铁、石油、木材、粮食等大宗物资吞吐，秦皇岛

聚聚焦焦滨滨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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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则重点发展煤炭运输等等。 
交通部数据显示，目前环渤海地区的港口，集装箱业务比较大的只有天津，今年 1-7 月为 811.44 万标箱。其次是

大连和营口，分别有 549.21 万标箱、533.18 万标箱。唐山港口的吞吐量不到 200 万标箱。 
但从总的货物量来看，唐山港 1-7 月吞吐量为 2.86 亿吨，略低于天津的 3.05 亿吨，营口和大连分别为 2.05 亿吨、

2.48 亿吨的吞吐量。这显示唐山、营口、大连等非集装箱外贸业务的大宗商品吞吐比重大。 
因此，未来环渤海地区，天津与唐山曹妃甸、大连、营口等港口应错位发展。 
对此，南开大学滨海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马云泽表示，港口竞争白热化的本质是港口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整

合是未来港口发展的趋势，但各个港口之间错位发展，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将会更好。 
现在北京的货物要从天津出海，只要在北京办好手续就可以去天津直接上船。“这个模式如果延伸到山西、内蒙古，

可能会为天津带来更大的吞吐量。” 马云泽说。 
今年 8 月 18 日，天津港与河北港口集团分别出资 20 亿元，组建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公司，准备分别投资沿海

京津港口和内地无水港，以便解决分工合作的问题。 
目前天津港、黄骅港、曹妃甸、秦皇岛都基于京津冀合作之下，但大连港、天津港之间仍会倾向于竞合发展。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李斌认为，环渤海的港口发展整合，仍需要通过市场来推动，天津要做好集装箱

业务，尤其是中转业务，需要解决货源问题，而“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不大”。 
不过，郑新立认为，“一旦环渤海地区的集装箱业务整合到天津港，数量多了，密度增加了，就能够进入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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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集运航线价格跌至今年 低 

据贸易风报道，亚洲至西北欧航线的即期租金已跌至每标箱 738 美元，与两个月前比可谓拦腰斩半。 

    面对如此行情，班轮公司纷纷果断采取行动，希望通过减少班次缩紧运力供应。尽管班轮公司纷纷缩减运力以期

力挽颓势，但主要航线的集装箱运价仍失去支撑，一路下滑至 2014 年以来的 低水平。 

    据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Drewry）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大约 11 个周班航次被取消（其中 10 个是在本月的前两周

被撤），合计减少运力 10 万标箱。这一数字相当于月度正常供应的 11%左右。其中，长荣海运（Evergreen）将“Thalassa 

Axia”号（13808 标箱，建于 2014 年）在中欧线（CEM）的首航推迟 4 周。 

    德鲁里表示，像这样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砍减班次的情形，可谓前所未有。 

    此外，租金崩跌的速度如此之快，给一些原本希望在本月加征“综合费率上涨附加费”（GRI）的班轮商“浇了一

盆冷水”。有鉴于此，包括赫伯罗特（Hapag-Lloyd）、东方海外（OOCL）、阿拉伯轮船（UASC）以及川崎汽船（K Line）

在内的运营商将改为到下月初再涨价，幅度定为每标箱 750 美元左右。 

    该机构指出，相对于目前的即期租金，一年期合同的价格要高得多。据统计，今年初所签合约的租金平均都在每

FEU（四英尺标箱）1500 到 1600 美元左右。鉴于有关明年合同的谈判已陆续摆上议程，估计承运商会卯足力气把即期

租金推上每 FEU 2000 美元以上的位置。 

    但目前来看，这样的目标很难在短期内达成。有消息传出，一家知名英国零售商近期接到的报价连每 FEU 1200 美

元都不到。经纪商 FIS 就此指出，这说明承运商为了承接大单以填满舱位，仍不惜蒙受巨亏。 

    分析师认为，即使班轮公司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刺激运价上涨，它们的长期趋势依然在向下运行。 

   据德鲁里预测，2015 年的集运价格将较今年跌去 3%到 4%。该机构指出，行业或将在 2016 年末至 2017 年复苏，但

复苏的根基并非运费上升，而是依靠新的巨型联盟的形成以及单箱成本的持续下降。以今年前 6 个月为例，尽管单箱

收入同比下跌 4%，但单箱成本也较上年减少 6%，班轮公司因此才有一定的盈利空间。 

 

全球前 20 集运公司 17 家已“联盟化” 

中海集运公告称，公司与阿拉伯航运公司和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公司共同签署了航线合作协议。某航运券商分析师向大

智慧通讯社对该合作事件点评称，集运行业贯穿全年主旨便是竞合，即在合作的基础上获得竞争优势；不过，供需基

本格局未改，今年集运业盈利可能有小幅改善。 

  中海集运公告显示，公司与阿拉伯联合航运公司和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公司 （上述三家公司，以下合称为“三方”）

航航运运看看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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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签署了《亚洲-欧洲区域合作协议》、《亚洲-地中海、亚得里亚海、黑海区域合作协议》、《跨太平洋区域合作协议》。

按照协议，三方同意以共同投船、舱位互换、舱位买卖等形式，在东西主干航线上进行合作，三方后续还将以船舶互

租等形式进行合作。 

  三方合作早有预期，联盟化乃大势所趋 

  今年 6月 17 日晚间，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对马士基、地中海航运、达飞 3 家航运企业设立网络中心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审查案做出禁止决定。 

  筹划已久的 P3 联盟被否决后，马士基表示，公司将与地中海航运有限公司在亚欧、跨大西洋、跨太平洋航线上进

行为期 10 年的船舶共享协议，即 2M。随后便有消息指出，达飞轮船无法独自和 2M 展开竞争，因此正在寻找能够结成

类似联盟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在亚欧航线上。合作方式延续了业内组建联盟惯用的“老三样”－－共同投船、舱位互

换、舱位买卖。本质上，这一事件反映的仍是集运业贯穿全年的竞合主旨，先合作，后竞争；在合作的基础上获得竞

争优势。 

  大智慧通讯社了解到，2011 年以来，集运业长期低迷，CKYH 吸收台湾长荣形成 CKYHE、马士基与地中海欲成立 2M、

中海集运+阿拉伯航运+达飞轮船也签署航线合作。 

  海通证券航运分析师姜明指出，船公司间的联盟多发生在行业低迷期，包括早期的伟大、新世界、CKYH 三大联盟，

其本质是联盟能够创造帕累托改进，成员公司可增收节支。 

  全球集运排名前 20 位船公司 17 家进入“联盟”，行业供需尚未改变。 

  图：中海集运等三公司合作前，全球

前 20 大集运公司联盟状态，括号内为运

力排名。 

  在中海集运+阿拉伯航运+达飞轮船

的合作协议签署之前，全球排名前 20 的

集运船东联盟状态如上：已经存在的联盟

为 CKYHE 和 G6 联盟，上述两家联盟囊括

了 11 家航运公司；马士基和地中海航运

拟成立 2M 联盟；“落单”的集运公司有 6

家。 

  “落单”的 6 家公司中，为何中海集

运选择了阿拉伯航运和达飞轮船结盟

呢？ 

  对此，海通证券航运分析师姜明指出，以星将逐步淡出欧洲市场且不具备欧美干线必备的大船资源、太平船务又

是家亚洲区域市场公司、南美航运则同 G6 赫伯罗特已签订合并协议（南美汉堡也有可能进入合并谈判），因此，仅有

达飞和阿拉伯航运可供中海选择，恰巧三方过去也有过长期合作经历，船型匹配度较高，因此三方合作也是必然。 

  另有航运券商分析师向大智慧通讯社表示，在大型船东合作联营以及运力整体过剩不变背景下，一方面，没有大

船的船东将会遭到排挤，比如太平船务和以星航运。 

  “另一方面，今年的运价依然表现为以月度为单位的先涨后跌模式，不过欧强美弱利于盈利同比恢复，但大幅盈

利概率仍然不高。集运行业的盈利可能会有小幅改善。”上述分析师如是说。 

 

New vessel orders focus on small and very large sizes 

Containership orders have passed the one million teu mark this year, with 145units contracted during the 

first ten months. Based in nominal container intake,the cellular containership orderbook currently stands 

at 3.51 Mteu, representing 19.3% of the existing fleet, which totals at 18.21 Mteu.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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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book-to-fleet ratio stands at one of the lowest levels since the year 2000. It currently hovers below 

the 20% mark, against peaks of 60% in 2005 and 2008. The ratio could however rise again by a few points, 

if the G6 carriers were to conclude orders for a series of 18,000 teu ships which are believed to be in 

the pipeline. Additionally, on the smaller end of the spectrum,renewed interest for containerships of 

1,000-2,000 teu could trigger further orders in this size range.In contrast, the overcrowded mid-sized vessel 

segment is being shunned, and orders for ships in the 3,000-7,500 teu size range have been scarce in the 

past two years, with few exceptions: The US private equity owner Oaktree in May 2013 ordered ten wide beam 

container vessels of 5,370 teu at Hanjin’s Subic Bay yard, with half of the ships delivered so far. Germany’

s Niederelbe Schiffahrt (NSB) this year contracted four 5,000 teu ships at Sainty Shipyard and Simatech 

in 2013 committed to two 4,350 teu ships from Taizhou Catic.With some 100 neo-panamax wide beam ships of 

8,500-10,000 teu scheduled for delivery in the next two years, the mid-sized segment also faces significant 

pressure from above, as these new ships will mainly replace 4,000-7,000 teu vessels, which could then be 

left with limited prospects for re-employment. In terms of orders, the 8,500 - 10,000 teu handy 

neo-panamax,which refers to ships with a 19-row beam and an Loa of about 299 to 335 metres, was the most 

popular segment last year: A total of 78 such units were signed for in 2013, with a further 15 orders added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14. By unit count, the segment accounted for 23% of all new container ship 

orders since 2000. However: Reduced demand on Latin America and Black Sea routes, trades for which these 

ships are optimised, has put pressure on this sector too.Subsequently, there have not been any further orders 

for ships of this size since March. In contrast, the ULCS sector continues to attract interest, with orders 

for three 18,000 teu-class ships announced last week for an undisclosed European owner (see side bar). 

Additional deals for ships of this size are expected to be concluded in the next few months as several 

carriers are currently considering ULCS newbuilding programs.Apart from the ULCS, the 1,000-2,000 teu segment 

has proven quite popular, with 49 units contracted so far this year. Most of the orders in this segment 

are focussed on the intra-Asia trades, mainly the 1,000-1,100 teu size for North Asia trading and the 

1,600-1,700 teu size for Southeast Asia trading. Ordered at attractive prices, these fuel-efficient ships 

and designed for operation in intra-Asia niche trades, where many of them will displace ageing charter tonnage. 

A few ships of 1,400-2,400 teu designed for the Baltic trades were also orde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