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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飞为 10 艘集装箱船进行球鼻艏改装 

达飞集团日前宣布，将再对旗下 10 艘集装箱

船进行球鼻艏改装，从而提高其在船队的燃

效，并减少对环境影响。至此，该公司已有

25 艘船进行球鼻艏改装。达飞表示，该公司

曾在 2013-2014 年间为旗下 15艘集装箱船改

装球鼻艏，本次新改装的 10 艘集装箱船将和

之前的船舶一样对球鼻艏进行优化。这 10 艘

船的球鼻艏在修船厂进行改造，预计将耗费

一周的时间，从而提高燃效并有效减少二氧

化碳的排放。该公司表示，由于原本的球鼻

艏是设计为航速为 24 节，而在达飞减速航行

计划实施之后，这批船舶将以 16-18 节的航

速航行。船舶球鼻艏在水下的部分将受水流

阻力影响，使得船舶所耗燃料增加，因此船

艏需要重新设计。达飞表示，新船艏将由法国水利工程公司 Hydrocean 在进行流体动力计算之后重新设计。截至目前，

所有在 2014 年加入达飞旗下的船舶均已接受球鼻艏改装工程。在进行船体优化之后，达飞集团将继续加强其环保承诺，

将在 2015 年旗下船舶运营每标箱公里相比 2005 年将有效减少 5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本周询价：曙光 

持续了一个月低线运价的欧洲航线，终于在本周小宇宙爆发了。虽然上周有货代曾表示，欧线调涨势在必行，但这样

的结果确实有些出乎意料。天津港报出的欧洲航线本周运价为 1450 美元/TEU，较上周的 750 美元/TEU，高出了将近一

倍。其他主要港口的欧线运价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上海港达到了----美元，青岛港报出-----美元。调价虽是计划之

中，但本周的价格明显不是货量回升所致，不免仍令市场有些担忧。值得欣慰的是各班轮公司的冬季停航计划已陆续

执行，目前的舱位利用率正稳步攀升。货代均表示，预计 11 月会将价格调到 1400 到 1600 美元/TEU 左右，但实际成交

价格需要依据市场情况而定。 

 

地中海航运升级大西洋航线运力 

MSC 计划将 8089TEU 船舶 MSC Judith 投入其北欧/美东大西洋航线替换原来 4400TEU 船舶，替换后，该航线周运力将从

5260TEU 增加到 6790TEU，增幅达 30%。目前，MSC Judith 在欧洲/印度次大陆航线 ISES 航线运营，11 月 1 日从安特

卫普港上大西洋航线。航线挂港：Antwerp, Bremerhaven, Rotterdam, Le Havre, Boston and Philadelphia。 

 

多个船公司上调各航线海运附加费 

自 11 月份起，多个船公司上调诲运附加费。1、阿联酋航运宣布，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至 30 日止，由中国、东南亚

和东北亚出口至东非航线的货物调整燃油附加费 BAF，具体如下：USD 750/TEU 。2、东方海外宣布，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将下调中国大陆出口至新西兰航线南向货柜的燃油附加费(BAF)，调整后费用为：USD600/TEU。3、赫伯罗特航

运宣布，自 2014 年 11 月 3 日起，由远东、东亚(excluding Japan)出口至北欧和地中海航线的所有货物运价上调 GRI，

具体如下：USD750/TEU 。4、马士基航运宣布，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由远东出口至南美东岸航线调整燃油附加费

班班轮轮时时事事直直通通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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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F(Standard Bunker Adjustment Factor)，具体如下： USD 835/1670 per 20’/40’ dry ；USD 1130/2260 per 20’

/40’ reefer 

 

大船集团第 2 艘 9250TEU 集装箱船交付 

10 月 10 日，大船集团为世界第三大班轮公司法国达飞集团建造的 9250TEU 集装箱 2号船“达飞·易北河”号命名交工。

经海试检验，“达飞·易北河”号各项性能指标良好，航海周期创该系列 短时间纪录。截至目前，大船集团已成功交

付了 2 艘 9250TEU 集装箱船，其设计和建造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大船集团副总经理陈永义参加命名交工仪式。9250TEU

集装箱船船长达 300 米，满载排水量超过 11 万吨，可装载 9289 个标准集装箱。该船配备新型压载水处理装置、快速

油回收系统等，提前满足 2025 年国际海事组织的排放标准，并采用经济航速设计和高效舵、新型主机等多种节能措施。 

 

集运市场：有无装卸设备导致的租金差距在扩大 

Reederei Nord 与 Eastern Mediterranean Maritime (EastMed)近日分别租出 1 艘 1700 标箱，不带装卸设备的新船（即

将从船厂交付），所获租金较类似大小的船高出近 1/3。Nord 租出的是 Nordcheetah 轮，租金为 1.16 万美元/天，为同

类 高。据经纪商透露，这艘由 Topaz 设计的集装箱船是被 TS lines 签下，租期为 6 到 9 个月。它将在 11 月份由浙

江欧华船厂交付使用。就价位来看，它比 TS 租入的另一艘 TS Japan 轮（1708 标箱，造于 2007 年）要高出近 3000 美

元/天。后者出自今治造船(Imabari)，租期为 12 个月，但日租金只有 8700 美元。与此同时，Thanassis Martinos 掌

舵的 EastMed 据悉已将旗下的 St John 轮（造于 2014 年）租给法国达飞轮船（CMA CGM），为期 6 个月，租金在每天 1.085

万美元左右。广州文冲船厂将于下月交付该船。 

 

迪拜环球港务前九月吞吐量增长 9% 

迪拜环球港务（DP World）前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达 4480 万 TEU，与去年同期的 4070 万 TEU 相比，同比增长 9%。增

长主要是由于亚太和印度次大陆地区，上述区域吞吐量在前三季度中达到了 2090 万 TEU，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10%。

与此同时，新投入运营的伦敦门户港（London Gateway）使得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前三季度的吞吐量从 1860 万 TEU

增长到 1670 万 TEU，同比增长 10%。迪拜环球港务（DPworld）主席 Sultan Ahmed Bin Sulayem 称，他们的旗舰港口

吉拜阿里港（Jebel Ali）也取得了第三季度单季度吞吐量 400 万 TEU 的新纪录。吉拜阿里港几乎是满负荷运作，并且

3 号码头现在已经投入运营，又增加了 200 万的吞吐能力。但是，尽管在巴西 的 Embraport 港即将投入运营，美洲和

澳洲地区的吞吐量却下降了 1.4%。 “在对 2014 年运营港口吞吐里的预测中，吞吐量只预计会增长 5%左右，而这九个

月稳健的表现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去超越市场”。 

 

亚洲至地中海线可能成为新联盟的第一个战场 

Alphaliner 称，拟组建的 2M 联盟和 Ocean Three（O3）协议的承运人将增加亚洲至地中海航线的运力，这可能催生联

盟间的第一场大战。当上述联盟投入运营时，该航线的周运力将增加约 1.4 万 TEU。Alphaliner 认为，这可能引发另

一场价格战，使目前在该航线维持的“脆弱的停战”重新动荡。该机构称，远东至地中海航线暂时的需求恢复将不足

以吸收如此大规模的运力增幅。2M 将在亚洲和地中海间经营 5 条航线，O3 将经营 4 条。这 2 家联盟的成员目前在亚洲

至地中海间经营 7条航线。2014 年 1至 7月，亚洲至地中海线的货量同比增长了 7%，而 G6联盟 2013 年 9月取消了“Loop 

9”线，CKYH 联盟 2014 年 4 月取消了“MD3”线。Alphaliner 还介绍，2M 和 O3 新增的运力将分散在东、西地中海，亚

德里亚海和黑海地区增加的 多。新增运力中的大部分将来自将取消的、马士基航运（Maersk Line）和法国达飞（CMA 

CGM）合作经营的航线，2M 和 O3 为维持各自的航线覆盖，将被迫提供重复的航线。Alphaliner 还表示，马士基航运和

法国达飞的合作伙伴将获益 多，因为他们能显著增加对地中海市场的航线覆盖，航次数也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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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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 美元/TEU，比上周增长 8.42%。由于货量没有出现明显萎缩，

运价有一定的支撑，大部分船公司运价定价趋同在 1300-1600 美元/TEU 区间,修复到 10 月前运价运行

区间的上轨。欧盟委员会宣布全线下调欧元区今明两年 GDP 增长预期，将欧元区 2014 年 GDP 增速预

期从 1.2%下调至 0.8%；2015 年预期从 1.7%下调至 1.1%。由于运力过剩的根本性矛盾没有解决，大船

运力投放的压力是运价上行的难以突破的客观条件。随着大船运力在欧洲航线投放和运营，单船的航

运维护成本、空仓成本会迫使船公司做出选择：是继续收缩运力保护运价上涨的成果，还是主动降价

吸引货量弥补航次艘次续存的日常巨额成本。短期分析，运价继续冲高的动能不足，在货量维持稳定

的条件下，运价逐渐下行的可能性更大。 

 

 

南美东航线：本周天津出口桑托斯港口运价均价 1245 美元/TEU，比上周减少 6.04%。受巴西等当地主要经济体增速

下滑影响，近期货量总体表现平淡，10 月下旬市场运输需求出现回升，加上航商临时的运力控制措施，

多数航商乘势在航线上提涨运价，良好的装载情况令航商对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本周金融市场对 2014

年巴西经济增长预期由上周的 0.27％下调至 0.24％，对明年的增长预期则维持上周的 1％。现在阿根

廷尚未走出债务僵局。南美东线经济复苏出现反复和一定的不确定性。东线运价不能随西线运价上涨

的带动向上运行，本周出现回落。今年大部分时间南美东线运价的弱势运行态势未能有效扭转，第四

季度预期的经济呈现疲软，当前条件不能支持运价强势运行，未来一段时间的运价修复需要等待区域

经济出现强有力的反弹信号出现。 

  

 

 

 

 

 

运运价价走走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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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实现检验检疫一体化 

新华社 10 月 30 日消息，记者

29 日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京津冀三

地将实施检验检疫一体化新模

式，方案实施后，企业将缩短

通关时间，节约相关成本。 

  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

局长段文仲说，《京津冀检验检

疫一体化实施方案》已报国家

质检总局备案，新模式把“出

口直放”和“进口直通”作为

突破。“出口直放”就是出口货

物只需属地一次验放，口岸不

再查验，直接装船登机；“进口

直通”就是进口货物可以直接

到达目的地施检。 

  据介绍，实行新模式，出口货物平均每批可缩短物流时间 1 天以上，进口货物平均每批可缩短港口滞留时间 1 至 2

天。出口直放免除了出口货物在口岸开箱查验，按每标箱 低标准计算，每天可节省装箱费、掏箱费、转站费、压车

费上千元，如果是冷链运输，还可节省打冷费等。 

  据介绍，《实施方案》将实施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申报无纸化、通关单无纸

化、出口直放，试点进口直通；第二阶段，从 2015 年 1 月 1日起全面实施进口直通；第三阶段，在建立以地方政府为

主导的公共信息平台基础上，实现单一窗口。 

  段文仲说，截至目前，河北境内的 149 家出口企业已经在京津口岸正式实施出口直放。河北以出口直放模式出口

货物 3507 批，货值达 2.14 亿美元，其中北京口岸 423 批，货值 1931.75 万美元，天津口岸 1397 批，货值 7656.99 万

美元，企业在口岸无需进行“口岸查验”和“口岸换单”两个环节，切实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通关时间，节约了

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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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批复可以拭目以待。”白明说。 

聚聚焦焦滨滨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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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催生竞争新格局 

    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多的集装箱船，以及将保持长期低速增长的班轮市场，催生四大联盟体的诞生：2M、G6、CKYHE

和 O3。 

 

 

  8 年前的 8 月份，马士基航运名为“艾玛·马士基”号的 1.55 万 TEU 型船在丹麦奥登塞船厂亮相，成为当时全球

大的集装箱船。 

  1 年前的 7 月份，马士基航运名为“马士基·迈克－凯尼·穆勒”号的 1.8 万 TEU 型船投入亚欧航线运行，成为目

前全球 大的集装箱船。 

  今年 11 月，中海集运名为“中海环球”号的 1.9 万 TEU 型船将投入运营，届时将成为全球 大的集装箱船。 

  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多的集装箱船以及保持长期低速增长的班轮市场将成为班轮市场的新常态。如何应对、生存、

发展？班轮公司不断追问以寻求答案。 

  于是乎 10 年间，班轮公会消亡，联营体重新兴盛。从不结盟的马士基航运从 P3 网络辗转到 2M，市场领头羊都在

结盟，发出的信号很明显。于是，G6 的合作航线进一步覆盖到太平洋航线；长荣海运加入 CKYH 变成 CKYHE；达飞轮船

携手中海集运、阿拉伯航运变为 O3。 

  竞争新格局已经出现。 

  四大联盟初显峥嵘 

  9 月 10 日，中海集运发布公告称，将与达飞轮船、阿拉伯航运在亚欧航线（包含西北欧、地中海航线）、太平洋航

线（包含美东、美西航线）进行联盟经营，联盟名为“Ocean Three”（O3）。 

  海通证券分析员姜明分析认为，O3 三方基本投入所有可用于美欧两大主干航线的大型集装箱船，预计运营后，联

盟成员将有能力在亚欧航线、太平洋航线分别提供 8 班/周和 7 班/周的服务。长期来看，O3 的组建避免了中海集运及

其他两家班轮公司在班轮联盟时代下“落单挨打”的局面，其合作紧密度亦远高于中海集运现有的航线合作形式，三

方有望通过整合航线资源，提升效率和盈利能力。 

  至此，班轮市场格局初定：马士基航运和地中海航运组建 2M；美总轮船、赫伯罗特、现代商船、商船三井、日本

邮船和东方海外组建 G6；中远集运、川崎汽船、韩进海运、阳明海运和长荣海运组建 CKYHE；达飞轮船、中海集运和

阿拉伯航运组建 O3。四大联盟初显峥嵘。 

  四大联盟囊括全球 17 家班轮公司，未加入联盟的班轮公司仅剩两家：以星航运和汉堡南美。 

航航运运看看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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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徐剑华对《航运交易公报》记者表示，对于以星航运和汉堡南美而言，如果不考虑收购兼并，

未来只有两条出路：寻求合作加入联盟或者转

型成为区域性承运人。“既然没有能力做全球承

运人，那就到 适合自己的位置上，照样也能

生存得很好。”但是，以星航运和汉堡南美即使

考虑加入联盟，也需要看人眼色。“2M 和 O3 的

成员都拥有 1.8 万 TEU 型船，也就是说拥有同

等规模的大船才有可能进入这两大联盟。因此，

以星航运和汉堡南美加入G6或者CKYHE的可能

性更大一点。” 

  对于四大联盟的竞争力，徐剑华认为“差

距蛮大”。总体而言，如果从 3 条主干航线投入

的运力来看，2M 强，O3 弱。“但我们评价

联盟竞争力的大小，不仅要从总运力规模、平

均运力大小来看，还要从联盟的紧密程度、时间等因素考虑。” 

  徐剑华表示，从联盟的紧密程度来看，2M 为紧密，联盟双方签订 10 年的联营合约，覆盖全球 3 条主干航线，时

间长、首尾相接，毫无疑问 强。G6 在航线覆盖上也希望做到与 2M 一样，覆盖 3 条主干航线，如果相关监管机构审批

通过，其竞争力应该会进一步增强。CKYHE 算是较为松散的联盟，联盟成员提前半年就可以申请退出，约束力不强。此

外，航线覆盖面较少，仅在亚欧航线和亚洲至美东 2 条航线上合作。尽管从单家企业而言，决策和经营较自由，但从

另一方面来说，会削弱联盟体的竞争力。O3 的初步合作年限是 2.5 年，之后若三方没有意见自动续约，要退出联盟也

须提前半年申请，相较 CKYHE 较为紧密。但是其合作航线并未包含大西洋航线，航线覆盖上劣于 2M 和 G6。 

  班轮市场的联盟经营会否加速寡头聚集？对此，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室副主任张文广对《航

运交易公报》记者表示：“未必，市场变幻无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关键看经营能力能否跟上。未来的航运市场

肯定多元化格局并存，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赫伯罗特：造与不造 

  在谈及四大联盟竞争力大小时，徐剑华表示：“大船实际上也是竞争力的一个方面。我认为 1.8 万 TEU 及以上型船

才能称之为大船。如按此定义，目前只有 5 家班轮公司拥有大船：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运、中海集运、阿拉伯航运、

达飞轮船（1.77 万 TEU 型，勉强达标）。” 

  徐剑华分析，有大船的班轮公司与没有大船的班轮公司心态是不一样的。“有大船的班轮公司不愿意与其他班轮公

司分享大船的规模经济效益，除非对方本身也有大船；没有大船的班轮公司希望分享大船效益。为什么业内笃定达飞

轮船会选择与中海集运、阿拉伯航运合作，实际很清楚，三方都拥有大船。” 

  对于班轮市场目前四大联盟的发展趋势，徐剑华表示：“如果接下来有班轮公司宣布订造 1.8 万 TEU 及以上型船，

也就意味着联盟对订造大船的意见不统一，所以才会单独订造。也意味这家班轮公司可能会‘跳槽’，联盟间有重新组

合的可能。” 

  徐剑华认为，目前四大联盟中 不稳定的因素来自赫伯罗特。这家德国班轮公司从其兼并南美轮船的过程来看，“非

常迫不及待要扩大规模”。市场还有很多传闻表示，赫伯罗特希望重新牵手汉堡南美，甚至还寻求收购一家亚洲班轮公

司。“赫伯罗特兼并南美轮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上市，这是很明确的。那么，完成上市后，它要寻求进一步发展，就有

可能订造 1.8 万 TEU 及以上型船。一旦订造大船，赫伯罗特就有可能重新谋求联盟对象，现有联盟格局就会有变化。” 

  造与不造如何抉择？张文广认为，每家班轮公司都是市场主体，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去决策，这本就是市场经济的

法则。“依法经营，适者生存。就像电商与实体店的竞争，谁的成本更低，服务更好，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徐剑华认为，目前班轮市场还有一两年的缓冲期，到 2016 年，所有班轮公司都将面临两大挑战：现所有在建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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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TEU 及以上型船都将投放市场，这是第一大挑战；第二大挑战是巴拿马运河拓宽通行，没有大船的班轮公司将会承

受很大压力。 

  影响波及相关产业 

  实际上，伴随着大批量万箱船成为班轮市场的新常态，其他相关产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对于巴拿马型船的投资商和船东而言，目前已经成为煎熬期，未来何去何从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亚欧航线上的

集装箱船已经完成升级换代，目前主流船型在 1.3 万 TEU 以上，而部分 8000~1 万 TEU 型船将会被投放至太平洋航线上；

巴拿马运河拓宽工程完工后，部分 1.3 万 TEU 型船甚至会被投至太平洋航线。因此，目前巴拿马型船租金逐渐走低，

当租金跌至难以恢复的状态后，这些投资商和船东恐怕难以维持运营。 

  越来越大的集装箱船将使班轮公司对挂靠港口的选择更有针对性。徐剑华表示：“目前马士基航运的 1.8 万 TEU 型

船，前后共有 23 列集装箱，全球只有 5 个港口有足够高的桥吊和足够长的壁长进行装卸作业。”除桥吊等基础设施外，

班轮公司为发挥 大的规模效益，在为大船选择挂靠港口时，更看重港口的腹地集装箱生成量、地理位置及综合物流

服务体系建设等因素。因此，未来全球港口发展将会呈现明显分化状态，有全球性枢纽港，有区域性枢纽港，更多的

港口将成为喂给港。 

  对于造船业而言，在这轮超大型箱船订单蓬发之际，韩国造船企业占得先机，中国造船企业也在迎头赶上。9 月初，

上海外高桥造船举行其建造的第一艘 1.8 万 TEU 型船的下坞仪式，这是目前中国在建的 大集装箱船。对于能够顺应

市场需求、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研发实力和产品建造质量、加快对核心技术掌握、着力研发满足环保节能绿

色船舶的造船企业而言，在获得订单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竞争力。 

  此外，在超大型箱船的建造热潮中出现越来越多中国金融机构的身影，交通银行、民生租赁等不断参与 1.6 万 TEU

及以上型箱船的融资。巨大的资金优势，结合目前船价触底的有利时机，中国金融机构凭借订造超大船的“东风”开

始介入国际航运融资领域，确立竞争优势。为降低风险，中国金融机构目前选择的融资对象多为全球顶级班轮公司。 

 

MSC to consolidate Far East-West Africa volumes in new Lomé hub 

MSC is to consolidate its Far East-West Africa volumes in a single West Africa hub in the port of Lomé (Togo) 

on its 'Africa Express' service,with a network of local feeders to serve the other West African ports. MSC 

will therewith become the first carrier to implement a single hub solution in West Africa.Lomé was added 

to the current rotation of the 'Africa Express' as recently as October. The loop presently also calls at 

Lagos (Tincan Island),San Pedro and Abidjan.The amended service will call at Shanghai, Ningbo, Nansha, 

Chiwan,Singapore, Port Louis, Cape Town, Lomé, Ngqura (aka Coega), Singapore,Shanghai. The removal of the 

other West Africa ports will allow MSC to bring down the rotation of the duration from 11 to ten weeks,while 

upgrading the total capacity, with ten ships of 6,000-6,500 teu replacing the current 11 ships of 4,000 

teu.The new rotation will be implemented with the sailing of the CATHRINE RICKMERS from Shanghai on 14 November. 

The first 6,000 teu-class ship assigned to the service is the 6,479 teu DS NATIONAL,that MSC has recently 

hartered.The change will mean a blow for San Pedro in Ivory Coast which was MSC’s hub port in the region 

so far. Lagos and Abidjan will be served by transhipment via Lomé, from where a comprehensive network of 

weekly feeder shuttles will be organized along the West African coast. Of note, a Cape Town call, to be 

inserted in the southbound direction, will improve connectivity with South Africa.The revised West Africa 

feeder etwork will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shuttles centered on the new MSC hub of Lome: 

► One shuttle servingLagos-Tincan 

► One shuttle serving Cotonou 

► One shuttle serving Tema and Abidjan 

► One shuttle serving Libre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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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shuttle serving Douala 

► One shuttle serving Freetown and Monrovia 

► One shuttle serving Takoradi 

MSC’s ‘Africa Express’ was only launched in April this year, replacing the carrier’s previous ranshipment 

service via Valencia. 

 

COSCO to participate on the four 'Ocean Three' Far East-North Europe loops 

COSCO Container Lines will add two further Far East-North Europe services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through 

slots on two CMA CGM loops that are to be brought into the 'Ocean Three' portfolio, the 'FAL1' and 'FAL 

3'.These two services are among four Far East-North Europe services to be offered within the 'Ocean Three' 

portfolio through slot exchange agreements involving CMA CGM, CSCL and UASC,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coming 

weeks.COSCO will also participate as slot taker to the two other 'Ocean Three' loops in continuation of 

existing arrangements on two current loops offered by CSCL and UASC that are to be brought into the 'Ocean 

Three' scheme. The COSCO involvement on the four Far East-North Europe services offered within the 'Ocean 

Three' portfolio could be linked to a broad framework cooperation agreement concluded in February between 

COSCO and CSCL, although operational details are not publicized. Of note, The 'FAL 1' and 'FAL 3' wayport 

at Tangier in the westbound direction and at Malta and in Middle East in the eastbound direction,but COSCO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these wayport calls. The COSCO slots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ports : 

 

FAL1 - Southampton, Hamburg, Rotterdam, Zeebrugge, Le Havre ...Port Kelang, Ningbo, Shanghai, Xiamen, Hong 

Kong ... Yantian, Port Kelang ... Southampton - Rotation in 11 weeks; 

 

FAL3 - Le Havre ... Hamburg, Rotterdam, Zeebrugge, Southampton,Le Havre ... Port Kelang, Xingang, Dalian, 

Busan, Qingdao, Shanghai,Yantian, Port Kelang, Le Havre - Rotation in 12 wee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