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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24000TEU 集装箱船将很快面世 

据外媒报道称，英国劳氏船级社（LR）日

前宣布，未来 24000TEU 级集装箱船将很快

投入全球远洋运输贸易。劳氏船级社集运

部经理 David Tozer 称，12 年前市场研究

人员寻求设计并建造18000TEU马六甲型集

装箱船时，在集装箱船市场上还被认为是

疯狂之举。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市场上很

快将会出现 24000TEU 集装箱船。目前，全

球最大的集装箱船是中海集运所订造的

19100TEU 集装箱船，该型船超过了马士基

旗下的 3E 级 8000TEU 集装箱船。Tozer 称，

市场人士仍然希望了解未来集运市场发

展，他们需要控制这种发展，并成为发展

中的一部分。他表示，大型集运公司如马士基航运、中海集运、长荣海运及达飞轮船已投资 17000-19000TEU 集装箱船。

随着货运需求，大型集装箱船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00TEU 集装箱船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英国海运咨询公司

Ocean Shipping Consultants（OSC）的项目总监 Andrew Penfold 近日也表示，运力较之当前投入运营的最大集装箱

船运力增加 20%的集装箱船正在开发过程中。Andrew Penfold 称，未来 2年韩国船厂或将开建 24000TEU 集装箱船。目

前，24000TEU 集装箱船技术可行性研究已经建立。Penfold 指出，研究表明，与 12500TEU 集装箱船相比，24000TEU

集装箱船航行成本可降低 23.1%；与 16000TEU 船相比，24000TEU 船航行成本可降低 17.4%。他预计，2016 年左右，韩

国船厂将开始建造大量 24000TEU 集装箱船。Penfold 最后作出的结论是“我们尚未达到我们建造集装箱船尺寸的极限”。 

 

中海集运与上港集团携手打造“美西”精品航线 

近日，上港集团所属振东分公司与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本着“安全优质、效率为先、满意服务”的宗旨，签

订联手打造“美西线”精品航线协议，深化港航合作，提升综合竞争力，共同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海集运

承诺：船方提前 48 小时预报船期及抵港吃水等情况，以便港方提前安排靠离时间；船舶靠泊前 12 小时，船方提供进

口船图、舱单，每周四 18 时前向港方提供出口预配船图及作业量分布图，特殊配载要求在预配船图中明确标注；进口

船图及舱单准确率达 99%以上。“振东”码头承诺：单航次装卸总箱量在 6000 自然箱左右，安排三潮水作业；为“美西

线”船舶提供最佳资源，以提高装卸作业进度；指派业务能力强的员工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负责船舶计划、配载、操

作工作，保证装船准确率。码头方还负责为船方提供用于该航线 53 英尺集装箱作业的专用挂车，安排专用场地堆放 53

英尺集装箱，并确保按照船方积载要求安排 53 英尺集装箱装卸作业。 

 

G6 联盟暂停中国至美国航线 

据贸易风报道，因需求随季节发生变化，G6 联盟决定暂停华中至美国西海岸（CC2）环线。相关货运服务将于 10 月 31

日暂停，恢复时间另行通知。CC2 航线最后航次将由东方海外旗下 1 艘集装箱船于 10 月 31 日自上海出发。不过，G6

联盟将继续通过其他周班航次，为所有相关港口提供服务。G6 联盟表示，将密切监测市场环境，以确定何时恢复 CC2

航线的运行。G6 联盟的成员包括美国总统轮船（APL）、赫伯罗特（Hapag-Lloyd）、现代商船（HMM）、商船三井（MOL）、

日本邮船（NYK）和东方海外（OOCL）。 

班班轮轮时时事事直直通通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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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基公布第四季度远东至北欧航次取消计划 

由于第四季度亚洲至北欧航线上的需求量预计将减少，且北欧部分港口

将在圣诞假期实施季节性关闭，为让客户有充裕的时间根据船期表调整

计划货运事宜，马士基航运宣布将在第四季度取消的四个 AE6 航次，以

提高船队效率。马士基航运称将尽可能提供备用航线，最大程度减少客

户受到的影响。 取消的航次不会对运输时间造成太大影响。为继续提供 

AE6 航线上经由厦门驶往勒阿弗尔的特色服务，马士基将于各周安排以 

AE2 和 AE7 航线进行接运靠港。 

 

CKYHE 合作范围拓展至美国市场 

长荣航运与中远集运、川崎汽船、阳明海运以及韩进海运联合的 CKYHE 联盟共同宣布，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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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有关审核后，该联盟预计于明年第一季度宣布新航线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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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联盟计划在现有的合作基础上，将航线服务拓展至美国航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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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士基：未来集运运价将继续下跌 

据悉，近期亚洲-北欧航线集运运价持续下跌，这显示出欧洲集运市场近期运输贸易经济有所放缓。根据路透社报道，

十月底集运运价下跌 10.2%，至 738 美元/TEU。集运运价的下跌反映出了欧盟以及全球航运贸易经济的状况。马士基集

团首席执行官 Nils Smedegaard Andersen 对此警告称，未来集运运价将继续下跌。此外，Smedegaard 也表示，虽然集

运业人士都希望运价上涨，但他看来这是不现实的。未来市场运价将继续下跌，集运业仍然将成为低盈利的行业。马

士基集团拥有全球最大的集运公司马士基集运，该集运公司拥有超过 600 艘船的船队，近期与地中海航运达成了船舶

共享协议，来减少运输成本，使得尽可能多的船舶能够满载运营。此外，全球许多大型船东也宣布希望提升运价，但

是这些措施均已失败告终。而在马士基航运和地中海航运宣布合作后，一些亚洲的货代公司开始对市场运价定价提出

质疑。据了解，马士基集团旗下的集运公司马士基航运是该集团去年少数获得盈利的部门之一，该集运公司已经维持

了过去的七个季度均保持盈利状态。 

 

中远集运十月减少欧线泊船次数 

根据中国航贸网(www.snet.com.cn)《航线速报》统计，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中远集运亚洲至欧地航线西行方向

上境外港口泊船停靠次数共达 555 次，远东-黑海航线沿途境外港口泊船次数达 191 次，远东-欧洲航线达 197 次，地

中海支线达 87 次，俄罗斯-芬兰航线达 70 次。与 9 月份比，远东-黑海航线中 ABX 航线虽然暂停一班服务，可是该航

线境外港口泊船次数趋增，增长 15 次，地中海支线增加 6 次，俄罗斯-芬兰航线增加 10 次。但是，远东-欧洲航线国

外港口泊船次数迹象表现呈下行趋势，究其原因，受中国黄金周影响，加之欧盟区域消费市场需求不足，中远集运在

该航线上就 CES 航线和 NE7 航线分别暂停一班船，所以泊船次数缩减了 2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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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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0 美元/TEU，比上周大幅增长 90.35%。大部分船公司宣布 11

月份的涨价方案。由于前期跌幅巨大，现在的 700-900 美元/TEU 的大幅涨价仍然只是将运价提到长期

历史均值上方。集体涨价行为表明了船公司无法接受低价位的运力竞争，部分航商通过临时停航等措

施控制市场运力规模，市场供需关系得到改善。涨价的宣布一定程度刺激了市场货量供给，十月底的

集中出货行为推动进出口箱量冲击高位。进入十一月后由于经济形势尚不明朗，箱量的持续性有待考

量。当前欧元区内主要核心国家英国、法国等各项经济指标继续表现不佳；英国国家统计局 10 月 23

日发布数据显示，9 月季调后零售销售月率下降 0.3%，是今年表现最差的一月；法国 10 月综合 PMI

初值 48.0，创八个月新低。市场需求恢复前景不明对于航商运营产生较大压力，为保证航线盈利，船

公司可能还会延续收缩运力保证单船配载的方法维持运价的平稳走势。  

 

 

东南亚航线： 本周天津出口巴生港口运价均价美元 629 美元/TEU，与上周基本持平。东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

和发展规模整体上较为稳定。从今年 5 月底开始，运价随着货量的稳定增长而逐级增长。最高涨幅达

到 75%，均价超过 700 美元/TEU，创造了三年以来的最高数值。七八月份以来，船公司在东南亚航线

做出适度的运力调整方案，不断增长的运力增量抵消了货量的增量，在目前价位形成了相对的平衡。

短期分析，东南亚航线运价还具备高位运行的市场条件，在均价 580 美元/TEU 的上方可以平稳运行。 

 

 

 

 

 

运运价价走走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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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贸区定位凸显自由贸易港 

酝酿多时的天津自贸区方案呼之欲

出。《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日前，

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天津港口岸新一轮

扩大对外开放计划，而天津港下辖的

东疆港区正是目前天津市申报自贸区

的主要阵地。 

  据权威人士透露，天津自贸区除

了保留上海自贸区内可复制的方案

外，还会以发挥融资租赁业务功能为

重点，增加对内辐射效应，并且，天

津自贸区的投资负面清单可能会更

少，开放力度将更大，凸显自由贸易

港功能。 

  业内专家认为，天津自贸区将和

上海自贸区在功能上有很大区别，更

加突出区域项目特色。商务部研究院

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经济参考报》记者分析称，“自贸区的意义在于开放，而口岸的口径很窄会成为约束其

发展的瓶颈，因此，天津港口岸的此次对外开放扩大计划可以说是给了当地探索自贸区的基本保障，再加上随着京津

冀一体化的提速，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开始互联互通，这种开放型的经济模式将赋予天津自贸区更多的意

义。” 

  目前，天津除了强化东疆建设外，自贸区的设计方案规划也由最初的东疆保税港区扩大到了更多滨海新区辖内，

包括纳入中心商务区、天津港保税区三大功能区，其中，中心商务区承担金融和服务贸易功能；东疆保税港区承担航

运和货物等特色贸易；天津港保税区则承担保税、物流、仓储等功能，充分考虑产业现状和互补性，基本实现天津的

产业类型的全覆盖。 

根据上海自贸区的经验表明，在投资管理制度上是以负面清单为核心，贸易监管制度则是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金融

方面，金融的创新涵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更重要的是，在政府职能的转变方面，自贸区内改

变了惯有的“等政策、要优惠”思路和事前繁琐的审批程序，取而代之的是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知情人士称，“按照中央要求，天津自贸区在功能上要有区别于上海的地方，要有自己的特色，但规则上‘宽准入、

严监管’是值得借鉴的。高端制造业是天津比较明显的优势产业，加上航运和贸易优势，形成天津在京津冀板块内的

独特作用，金融服务则将围绕这两大优势发挥作用。而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承担更多的金融功能，金融政策也将

在此先行先试，争取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资金结算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在东疆保税港区，目前，国际船舶登记、国际航运税收、航运金融以及飞机、船舶和大型设备租赁等关键环节已

获得了国内先行试点的政策支持，以形成自由贸易港区。在业务创新上，东疆保税港区也已尝试了保税租赁、离岸租

赁、出口租赁、跨境人民币支付租赁、异地海关监管船舶出口租赁等 30 多个国内租赁业务。 

  天津市常务副市长崔津渡曾透露，在关于东疆保税港区进一步推进融资租赁业的方案中，已从行业准入、税收政

策以及融资渠道建设、租赁资产交易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和建议。未来，东疆将在会计核算、加速折旧、

税收政策、外汇、外债以及跨境人民币使用方面有新的改革。 

聚聚焦焦滨滨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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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点突破方面天津制定离岸金融工作方案，正在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允许已经开展离岸银行业务的

商业银行在天津设立机构，允许天津有离岸业务需求的企业开设离岸账户，推进离岸金融业务发展。”崔津渡说。 

  不过，对于金融创新和开放，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张新坦言，“考虑到对风险管理能力的要求比较高，有些金融改

革措施不宜过早在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金改值得借鉴的措施包括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用、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等，已在全国推广实施，但是对于和实体经济关联度不大的短期资本流动，在开放时则持审慎态度。”由此，业内人

士判断，天津自贸区金融领域的尝试恐怕初期力度也不会太大。 

  “上海自贸区是在 28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全球所有的经济要素，但由于寸土寸金的原因，很多优质要素没法

完全落地，而天津市对外开放时间也很早，自贸区规划的面积更大，在新一轮自贸区的大发展中正在积极寻求自身的

定位，可以说有利条件很多，对其最后的批复可以拭目以待。”白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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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轮联盟成为大船争霸“竞技场” 

随着马士基与地中海航运的 2M 获

批，以及中海集运、阿拉伯联合国

家轮船、达飞轮船三家组成的

OCEAN3 已经成形，全球班轮业以

四大联盟为主体的角逐竞争拉开

了大幕。这一规模竞争显示的气象

和格局，不仅在于四大联盟在主干

航线投入的运力体量大大超过了

以往任何时期，同时也预示全球集

装箱运输正在发生有史以来的重

要嬗变，以超万箱大船领衔，各大

班轮联盟展开了新一轮运力竞赛，

在箱位尺度节节攀高中，全球第一

大干线的亚欧航线已“非万箱以上

船莫入”，正在沦为前所未有的大

船争霸“竞技场”。 

以大船自悍与抗衡对手，从

2013 年 1.8 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问世，到各大班轮公司竞相下单订造包括 1.9 万箱的超万箱大船，目前全球手持万箱

及以上大船的订单已达 52%。虽然班轮业已连续数年在运力过剩下喘息，但班轮巨头运力扩张的热情高涨，预计 2015

年排队交付的 1800 万箱运力中，万箱及以上的超大船几占一半。据此计算，明年不仅会延续三年来运力交付高峰，同

时近 900 万箱的超大船将涌入亚欧航线，刷新金融危机以来的年度纪录。在“挤出效应”十分强大的航线市场上，亚

欧航线承载的货箱总量虽一再攀升，但随着超万箱大船竞相涌入，被挤出的万箱以下级运力则进入梯度转移，打破其

他航线的供求失衡。 

大船争霸愈演愈烈，班轮联盟已成为运力快速扩张、集装箱船愈造愈大的主要推手。从四大联盟运力扩张计划看，

2M 联盟的地中海航运将租入 6 艘在建的 1.8 万箱大船，目前下订新船总量共达 61 万箱；马士基在完成 10 艘 3E 级大船

计划后，将从明年起每年投入 30 亿美元来更新运力，未来五年的总投入将达 150 亿美元。为了应对与抗衡竞争对手，

目前尚无 1.8 万箱超大船的 G6 联盟，已透露由其成员东方海外、商船三井率先在今年年底分别订造 8 艘 1.8 万箱和 4

艘 2 万箱的新船，其他 4家成员公司将于明年下单订造 12 艘超大集装箱船，24 艘超大船毫无悬念将部署在亚欧和跨太

平洋航线。而 OCEAN3 联盟的中海集运将在近期迎来交付的首艘 1.9 万箱大船，与阿拉伯联合国家轮船已经在建或后续

的同类型超大船共 10 艘，达飞轮船则有 6 艘 1.77 万~1.79 万箱大船分别在建和租入。CKYHE 联盟也摩拳擦掌，其成员

已宣布 1.8 万箱运力升级计划。在规模与成本的驱动下，四大联盟以挟大船自悍，事实上已形成了大船争霸的“俱乐

部”。 

班轮联盟的运力竞赛和推波助澜形成的大船潮，除严重挤压了市场中小班轮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加剧了运力过剩，

打乱了市场消化运力的周期和节奏，进一步坐实了供求失衡、衰退不振、运价疲软的常态化。在供求严重失衡的市场

上，今年上半年全球前 15 大班轮公司仅有 4 家盈利，便是班轮市场至今难以走出经营惨淡、低迷徘徊的写照。可预期

的是，仍未收手的大船订造，将在未来 2~3 年甚或更长时间拖长弱复苏的周期。 

在笔者看来，以大船自悍、抗衡对手并不是通过联盟合作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王道。由此需要厘清两个误区，

航航运运看看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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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之一，船舶箱位量愈大成本愈低。常识告诉人们，即使班轮运营单箱成本的降低，也需要箱位条件、油耗、航速、

班期管理、码头靠泊等要素的综合改进。某班轮公司在对欧洲传统大港的调研中发现，1.9 万箱大船靠离汉堡港必须由

其他船舶让道才能完成，仅引航、靠离成本和安全风险不降反增。误区之二，联盟合作等于高效率。事实上，在船舶

共享协议基础上达成的业务合作，其市场主导权的确立、航线经营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所确立并得到认同的合作架构

和运营模式，包括所有权结构、运营流程重组与再造，以及航线设计、舱位共享、班期管理、港口选择、服务网络与

安全保障等诸方面的高度协调与有效对接。而这一切都需要在融合联盟成员不同的经营思维与文化背景差异的基础上，

建立强大的沟通链条，形成应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和决策能力。 

应当指出，业已形成的班轮业四大联盟竞争格局虽不会在短期内改变，但并不意味着四大联盟合作的成员结构与

运营模式已经固化，在供求失衡、衰退不振、运价疲软的新常态下，随着航线市场的力量消长与份额增减，联盟合作

成员因运营成本与效率的变化而改变船舶共享协议，也不是没有可能。 

 

区域通关一体化促外贸“稳增长”全面落实 

广东地区和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 9 月 22 日正

式启动。这是继今年 7月京津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后，中

国海关的又一项重大改革举措。此举标准着今年 5 月以来持续

推进的一系列外贸“稳增长”改革工作已进入全面落实期。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9 月 23 日对外通报，截至 9 月 22 日下

午 4 时，广东地区共申报一体化报关单 51409 票。分署副主任、

广东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应急协调中心总指挥赵民说，改

革后，企业可以在广东境内 7 个海关任何空运、海运港口进出

境，可以自由选择申报、纳税、放行地点，摆脱以往在不同关

口之间奔波往来的不便。 

  “新模式下最短的一次货物通关，企业自申报至放行共用

时 36 秒。按照部署，今年 12 月 1 日起我们还将在陆路口岸启

用该通关模式，并且通过自身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让企业感到实实在在的便利成效。”赵民说。 

  9 月初公布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中国外贸实现进出口总值 17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0.6%。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尽管近期出现了一定向好势头，但受制于国际需求不振、国内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涨、人民

币持续升值趋势未改以及区域国际政治格局动荡等因素影响，中国外贸产业要想完成 7.5%的增长目标，压力依然巨大。 

  中国国务院今年 5月印发了被市场称为“十九号文”的《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希望通过一系列以

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改革举措，保持中国外贸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目前已有广东、山东、江苏、陕西等 20 多个省份制

定了配套落实办法，其余各地也在加紧落实之中。 

  “改革创新精神强是此轮支持政策的突出特点，为此'十九号文’不仅明确要求相关部门减少行政审批和规范、整

顿进出口环节各项收费，还要求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通过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保持外贸产业活力。”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司长张骥说。 

  捷普电子(广州)有限公司报关业务主管陈梅香说，在新模式下，该公司可以按照货物实际情况就近报关，货物无

需办理转关手续，大大节省人力资源、时间和物流成本，“新模式促成执法标准的统一，对于在中国各地开设大量分厂

的跨国公司而言也将更加便利”。 

  中国另外两大经济和贸易重镇长三角区域和京津冀区域也启动了这项改革。目前这三个区域的报关单量占中国海

关总报关单量的 80%。市场人士测算，仅北京经天津海运进口货物一项，运费节省超过三成，释放出的改革红利可谓难

以估量。 

  除一体化通关外，中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今年 8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开的“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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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贸易便利化举措同样被市场寄予厚望。一些参与此项改革的外贸企业表示，该项举措可帮助减少约 30%的关检重复

申报项目，申报环节时间可节省约 25 到 30%，查验环节时间及费用均可节省近半。 

  此外，为包括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平台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外贸新业态提供支持，也成为“十九号文”落实进

程中的亮点。 

  “更重要的是，这项改革打破了中国传统外贸监管体制下条块分割、各管一块的被动局面，随着未来改革的深化

推进，数以万计的外贸企业有望迎来海关、质检、工商、税务等多部门在一个平台上运行的'大口岸’便利模式。”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肖鹞飞说。 

 

CNC, TSL & KMTC in new China-Vietnam-Thailand link 

Cheng Lie Navigation Co (CNC - the intra Asia arm of CMA CGM), TS Lines and KMTC are to launch a new weekly 

container service connecting China, Vietnam and Thailand. The new service, branded ‘VTC’by Cheng Lie, 

will call at Shanghai, Ningbo, Shekou, Ho Chi Minh City,Laem Chabang, Bangkok, Laem Chabang, Shanghai. It 

will turn in three weeks, using three ‘Bangkokmax’ container vessels, the 1,714teu ST JOHN (Wenchong 1700 

Mk II - newbuilding), contributed by CNC, the 1,756 teu NORDCHEETAH (CV Neptun 1700), contributed by TSL, 

and the 1,679 teu BERMUDIAN EXPRESS (Hanjin 1600), contributed by KMTC.The service is expected to kick off 

with the sailing of the ST JOHN from Shanghai on 7 November. With the launch of the ‘VTC’ It is unclear 

if CNC would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to the Bangkok-Vietnam-China (RBC) service jointly operated with RCL, 

which offers the same port coverage. 

 

The MOL BRIGHTNESS (10,010 teu) is delivered 

Seaspan Corporation has received the MOL BRIGHTNESS, third of ten neo-panamax containerships of 10,010 teu 

ordered with the backing of long term charters by MOL in three steps in January, September and December 

2013 at Yangzijiang Shipbuilding. The ten ships will be managed by Seaspan, while their ownership is 

splitequally between Seaspan and Greater China Intermodal Investments(GCI).GCI is a Marshall-based 

investment vehicle established by Seaspan together with the Carlyle Group and the Washington family. Seaspan 

and GCI have another 11 sister ships in this newbuilding program, of which seven are backed by Hanjin charters 

(five units already delivered) while Maersk chartered in September the four last units, with deliveries 

stretching into 2016.The MOL BRIGHTNESS is to join the G6 Asia-Europe Loop 1. She isthe eighth ship delivered 

in this Seaspan-GCI program and follows and follows the MOL BRILLIANCE, delivered three weeks a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