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随  行行  周周  报报  22001144 年年 1122 月月 1166 日日总总第第 117700 期期                                                                                                                                          
  

SSAAIILLIINNGG    WWEEEEKKLLYY                                                                                          
                               市  场  瞬  息  万  变      - 1 -      信  息  影  响  决  策                             
                                                                                                             随 行 科 技 

 
 

阿拉伯轮船命名首艘准 LNG 动力集装箱船  

11 月 27 日，阿拉伯轮船公司在韩国现代重工蔚

山造船厂为旗下第一艘准 LNG 动力（“LNG 

Ready”）超大型集装箱船举行了命名仪式。这

是该公司旗下18艘由韩国船厂建造的新造船中

的第一艘。这艘 15000TEU，入级 DNV GL 的准

LNG 动力集装箱船命名为“Sajir”号，是 LNG

动力集装箱船中船型 大， 为环保的船型，

将在完成交付后投入亚欧线运营。该船的能效

设计指标（EEDI）接近 50%，远低于国际海事组

织（IMO）公布的 2025 年规定。阿拉伯轮船表

示，该公司未来将继续接收 10 艘“Sajir”号

的姐妹船，15000TEU（A15）的 LNG 动力集装箱船，以及 6艘 18800TEU（A18）集装箱船，这些船舶预计将在 2016 年中

旬完成交付。该公司表示，下一艘交付的 15000TEU 船将在未来两个月内由现代重工完成交付，而第一艘 18800TEU 船

将在 2015 年 4 月完成交付。据了解，“Sajir”号相比 2 年前阿拉伯轮船所接收的 13500TEU 集装箱船，将有效减少每

表标箱 22%的碳排量。该船采用的新型设计，能够在未来快速低成本地进行 LNG 动力改装。由于“Sajir”号尚未计划

短期内采用 LNG 作为燃料，目前该船尚未配备 LNG 燃料罐。Hinge 对此解释称，由于 LNG 燃料罐将占用 300-500TEU 的

集装箱空间，安装费较高，而截止目前全球 LNG 供应站的数量也不足以支持该船完全采用 LNG 作为燃料，因此现在没

必要，也没有空间为该船装备 LNG 燃料罐。截至今年 11 月，阿拉伯轮船船队中，共有 55 艘集装箱船，其中包括自有

船和租用船，总运力达到 592000TEU。这些集装箱船的运力分别为 1000-13500TEU 不等。 

 

达飞/阿联酋增强亚洲-东非航线服务能力 

为了应对市场的快速成长，提升亚洲-东非航线的覆盖面， CMA-CGM/Emirates 将其合作的一条航线分为两条，一条为

亚洲-坦桑尼亚快航（ATX），另一条为亚洲-肯尼亚快航（AKX）。ATX 挂靠：Singapore, Port Kelang, Colombo, Dar es 

Salaam, Colombo, Singapore。运力为 6*2500/2700TEU，12 月 6 日新加坡首航。AKX 挂靠：Port Kelang, Singapore, 

Colombo, Mombasa, Colombo, Port Kelang。运力为 5*2700TEU，12 月 9 日新加坡首航。 目前的亚洲-东非航线 AFA

挂靠：Singapore, Tanjung Pelepas, Port Kelang, Colombo, Male/Victoria (alt sailings), Dar es Salaam, 

Singapore。运力为 6*2500/2800TEU。 

 

地中海航运在远东-西非航线展示雄心 

地中海航运宣布将在远东-西非航线上配置 8000TEU 级的船。12 月 19 日 8540TEU 的 SEROJA ENAM 将在上海上调整过的

Africa Express，西非仅挂靠 Lomé Container Terminal (LCT)，该码头是西非地区唯一一个可以处理 8000TEU 的码

头，为 MSC 的码头子公司 TIL 和招商局合资码头，按照中期计划，将处理 14000TEU 的船舶。目前其他船公司已有

6000-6500TEU 的船上西非航线替换 4000TEU 的船，而 MSC 的 8000-9000TEU 的船 大。如此行动源于 MSC 要把 Lomé打

造成西非枢纽港。围绕 Lomé支线网络将运送西非其它港口的货物。调整后的 Africa Express 挂靠：Shanghai, Ningbo, 

Nansha,Chiwan, Singapore, Port Louis, Cape Town, Lomé, Ngqura (aka Coega), Singapore, Shanghai。运力为

11*4000TEU。 

 

班班轮轮时时事事直直通通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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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轮公司宣布 12 月 15 日亚欧线涨价计划 

东方海外（OOCL）日前宣布，将从 12 月 15 日起，上调亚洲至北欧、地中海和黑海航线运价 850 美元/TEU；马士基航

运（Maersk Line）也计划从 12 月 15 日起，上调远东至地中海（叙利亚港口除外）航线运价 825 美元/TEU、1650 美元

/FEU 或 40 尺高箱。法国达飞（CMA CGM）、赫伯罗特（Hapag-Lloyd）和商船三井（MOL）也已经宣布，将上调亚洲至北

欧港口航线运价 800 美元/TEU。此外，智利南美轮船（CSAV）计划从 12 月 15 日起，上调远东至南美洲东海岸航线运

价 750 美元/TEU。法国达飞计划上调亚洲至中东湾地区港口和红海的运价，至中东，上调 100 美元/TEU、200 美元/FEU；

至红海，上调 200 美元/TEU。 

 

赫伯罗特与南美轮船完成合并 

德国赫伯罗特（Hapag-Lloyd）与智利南美轮船（CSAV）的集装箱班轮业务的合并已正式完成，按照运力计算，全球第

四大班轮公司。该项合并于今年 4 月份提出，目前所有相关监管部门都已批准，且合并的条件都已满足。赫伯罗特周

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与南美轮船集装箱运输业务的合并，能够该公司带来 3 亿美元的年成本节省。合并后新公司拥

有 200 多艘集装箱船舶，总运力约 100 万 TEU，每年集装箱运输量约 750 万 TEU。 

 

长荣将终止在 CSCL/UASC 合作的亚欧航线上租用舱位 

因 O3 将于 2015 年第二周开始运作。12 月初，长荣将终止在 CSCL/UASC 合作的亚欧航线 AEX1/AEC1 租用舱位。长荣

后一个航次是 12 月 5 日青岛港。该航线挂靠：Qingdao， Shanghai， Ningbo， Yantian， Port Kelang， Felixstowe， 

Rotterdam， Hamburg， Zeebrugge， Rotterdam， Port Kelang， Yantian， Qingdao。 

 

TSA 将在本月涨价 1000 美元/FEU 

由 15 家全球 大的班轮公司租组成的跨太平洋运价稳定协议（TSA）日前宣布，建议从 12 月 15 日起，上调跨太平洋

东行航线所有始发地至所有目的地的运价 1000 美元/FEU。TSA 表示，9 月和 10 月货量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并预计“市

场的动能将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持续”，“近年来，得益于礼品卡和节后促销，假日零售季可能会延长至 1 月”。TSA 负

责人 Brian Conrad 表示，运价已经是 2011 年以来的 低水平。他说：“班轮公司已经稳步减少并合并了航线；现在他

们在持续努力，以跟上超过之前预期的需求增长。”当前，美西港口正受到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拥堵问题的困扰。过去

几周，承运人 2 次宣布征收 1000 美元/FEU 的拥堵附加费，又 2 次取消。Container Trades Statistics 的统计数据显

示，9 月，亚洲至北美航线的箱运量为 140 万 TEU，同比增长 9%；1 至 9 月为 1170 万 TEU，同比增长 2.2%。美国全国

零售商联合会（NRF）对此表示，9 月进口创纪录的增长源自货主蜂拥购入商品，他们担心美西港口劳资谈判久拖不决

会造成港口关闭。 

 

川崎汽船将离开亚洲-黑海航线 

川崎汽船（K Line）近期撤离亚洲-黑海航线 ABX/CBX/SB 1/SBS，该航线由中海集运, 川崎汽船, 太平船务, 万海合作

经营。挂靠：Piraeus, Istanbul-Ambarli, Ilichevsk, Constantza, Port Kelang, Shanghai, Ningbo, Shekou, 

Singapore, Port Kelang, Piraeus。运力为 9*5500TEU。已经暂停两个航次。K Line 后一个航次是 11 月 24 日 WAN HAI 

602 驶离蛇口。川崎汽船将通过 Port Said 或者 Piraeus 连接公共支线船提供 Istanbul 的服务。ABX 是 2007 年 9 月份

由 CSCL, K Line, Yang Ming 及 Zim 合作营运。在关闭其合作的 FBS 后，PIL 及 Wan Hai 于 2009 年 1 月加入该航线。

ZIM 于 2012 年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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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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 美元/TEU，与上周持平。近期欧元区经济持续呈低迷态势，

据研究机构 Markit 公布数据显示，11 月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终值跌至 51.1，创 16 个月新低；

制造业 PMI 终值跌至 50.1，创 17 个月新低。此外，居民就业率、消费者信心等多个指标也表现低迷。

受此拖累，中国对欧洲出口集装箱运输增长动力不足。运力方面，舱位供给继续保持扩张态势，据

Alphaliner 统计，11 月亚欧航线船舶平均周舱位供给量较去年同期上升约 3.7%。由于供需关系改善

程度不大，多数航商将原定于本月初的运价上涨计划推迟至月中执行，本周暂时维持上周的运价，随

着圣诞元旦双节的临近，船公司有可能通过暂停部分班次的方式保证单船的装载率。如果箱量能够在

这两周放大，运价有望恢复到 1200 美元/TEU 上方。 

 

澳新航线： 本周天津出口悉尼港口运价均价 872 美元/TEU。比上周下降 1.138%。由于航程较短，11 月旺季货源继

续提振总体市场运输需求，众航商积极进行运力调控，运价小幅上冲。由于市场观望气氛较浓，实际

涨幅略低于宣涨幅度。近期“圣诞货”逐步出清，运输需求出现降温迹象，虽然航商加大轮流停航力

度，但供需关系几乎未见改善，市场运价稳中有降。随着货量的逐渐萎缩，运价还有下探的可能。 

  

 

 

 

 

运运价价走走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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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大型船舶将获“岸电”服务 

截至目前，滨海供电与天津港合作的“天津

港太平洋东二、东四泊位岸基船舶供电项

目”已在太平洋码头建成，该岸电项目将输

入 10 千伏、50 赫兹的市电，通过变频变压

设备输出为 6.6 千伏、60 赫兹的船用高压

电，这意味着天津港码头已具备了为国际集

装箱船提供岸电的条件。目前，项目设备正

在进行进一步调试，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正式

启动，为天津港码头停泊的 15 万吨以上集

装箱船提供“岸电”，届时每年有望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10810 吨。此外，今年 8月起，

滨海供电与海河海事局签署《共同推动船舶

岸基供电工作合作协议》，全力推动 28 个码

头实施船舶岸基供电，为 3000 吨及以下船

舶提供服务，项目实施以来设备实现安全可靠运行，烟气、油气和噪声污染都不见，环境效果良好。 

 

京津冀检验检疫一体化实施 5 个月企业省下近千万通关成本 

京津冀检验检疫一体化实施 5 个月，京津冀区域内出口货物全面实现直通放行，京津两地率先开展的属地“入境通报”

试点也取得实质性突破。此前 1-2 天才能完成的流程，已经缩短至 1个小时内，通关效率大幅提高。截至 11 月底，累

计为区域内企业节省通关成本近千万元。 

  今年 7 月 1 日，京津冀三地检验检疫局正式实施检验检疫一体化。天津检验检疫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 7 月 1

日起，京津冀区域内全面实行出口通放，区域内出口货物一般不再进行口岸查验。截至 11 月底，北京企业在天津口岸

出口 7109 批次，货值 8.88 亿美元，河北企业在天津口岸出口 19127 批次，货值 9.58 亿美元，天津企业在北京口岸出

口 256 批次，货值 343 万美元，在河北口岸出口 110 批次，货值 544.3 万美元，累计为区域内企业节省通关成本近千

万元。 

  京津冀检验检疫实施一体化通关后，京津两地率先开展属地“入境通报”试点。对进入北京平谷马坊的入境货物，

企业可直接向平谷检验检疫机构报检，并将电子信息发送至天津局，天津局办理货物口岸放行手续后将放行情况通过

系统反馈给北京局，由北京局开展后续检验检疫及监督管理工作。由此前京津两地往返、纸面单据传递改为电子信息

传递、无纸化通关放行，将以往 1-2 天才能完成的流程，缩短到 1 个小时以内。 

  天津检验检疫局方面介绍，京津冀检验检疫实现一体化，三地检验检疫部门审单规则、业务规范、风险防控、信

用管理、统计规则等配套管理规范也进行统一，实现京津冀区域内执法尺度、统计口径等方面的一致性。目前，三地

检验检疫部门已经通报了诚信企业管理措施，交换了 AA、A、D 级企业名单。对任一局评定的企业等级，在三局都适用

相应的管理措施。 

 

聚聚焦焦滨滨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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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基的成功之道 

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施索仁（Soren 

Skou）畅谈数十年战略性变化，引领集装

箱航运业发展 

作者：Peter T. Leach 翻译：国际海事信

息网 张海滢 张丽娟 张运鸿 

    2014 年 8 月，马士基航运发布其上

半年财务报告，称上半年盈利额达到 1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55%。马士基航运是世界

上 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短短一年内变

化如此显著，震惊了各界分析人士。毕竟，

全球需求量增势并不显著，运费率也基本

持平，甚至隐隐有下降趋势。油价下滑、

收入增长、航速降低或为原因？ 

   答案绝非如此！马士基自 2012 年起便稳步呈现盈利状态，所以任何短期措施都不足以成为其盈利的原因。相反，

一些专业人士认为，马士基的成功大部分源于其在运营方式上形成的长期的文化转变及组织变革，这些变化使得马氏

基远远超越许多其他竞争对手，摆脱集装箱承运人亏损的局面。 

    为了实现文化上的巨大转变，马士基集团将其一贯形成的以地区为基础的高度分散的企业管理模式转变为自上而

下等级分明的制度。当今全球集装箱运输业连续多年运力过剩，运费有可能长期处于下滑趋势，因此马士基在战略上

将降低成本放于首要地位。这场数十年前就开始的转变终于在今天收获了丰厚的果实。 

    2012 年 1 月，施索仁接任马士基航运首席执行官一职，他才是这场实现承运人扭亏为盈转变的 重要原因。施索

仁向美国商务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表示：“我们长期致力于合理调配船舶运力，极尽所能降低成本，因为我

们清楚在当前这种大环境下，这是唯一的趋势，我们只能降低成本。在我看来，成本达到 低，我们就成功了。” 

   2014 年，马士基航运第二季度盈利 5.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占全球比重增长 6.6%。全球集装箱贸易额为 59

亿美元，增长 2.9%。 

   马士基的单位成本降低了 4.4%，为每 40 尺集装箱（FEU）2585 美元。 

    尽管马士基预定的 20 艘 Triple E 级 18,000-TEU 集装箱船订单中有 10 艘还未交付，且截至 2015 年年中，所有船

舶将完成交付。马士基仍对船舶运力的调配显得很谨慎，争取做到不浪费分毫。“我们对运力调配保持一如既往的谨慎，”

施索仁说道，“我们比市场调配的运力要小，这样我们的利用率就增大了，这对我们的盈亏底线和成本结构来说无疑是

让人兴奋的。” 

   他还说道，上一次 Triple E 级集装箱船交付之际，马士基已将目光投向更远处，但暂时还不准备预定更多船舶。

“我们的战略是跟着市场走，”施索仁表示，“这意味着所有的 Triple E 级都交付成功之后，我们需要获得新运力。显

而易见，到那时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 

    马士基调配运力中其中 60%来自其集装箱舰队的运力，另外 40%为租用船舶运力。至所有 Triple E 级船舶交付完

成，其自身运力所占比重将增至 65%。 

    尽管并购活动小有波动，Hapag lloyd 与 CSAV 合并以及 Hamburg Sud 对 CCNI 进行收购，但马士基航运公司的转向

很明显，很可能会重新遇到 1999 年和 2004 年在收购 Sea-Land 和 P&O Nedlloyd 时遇到的问题 “我想说此时此刻我

们并不期待收购,“Skou 说道:“我们认为,我们仍然有机会改进我们当前的商业模式。” 

航航运运看看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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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重点项目转换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将重点放到成本和盈利上。马士基航运公司的 CEO 们在过去的十年里

逐步推动这个过程，直到它成为公司的核心文化。“这是长期努力的一部分，现在正是回报的时候，”Lars Jense 说，

他是马士基航运公司的前高管，并且也是位于哥本哈根的 SeaIntel Maritime Analysis 的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 

    他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马士基认为它们在第二季度成功削减了成本归因于降低船用燃油价格，与其他运营商

相比，他们已经减少了大部分成本。”如果你将马士基航运公司和其他大部分运营商比较，你可以看到马士基航运公司

的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的速度比石油价格下降的还要快。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成本节约不仅仅是油价下跌，而是非常显著

的总体成果。在许多同行看来，油价和自身的单位成本之间是一一对应的。”他说。 

    特别是,燃料成本在 2014 年第二季度较 2013 年同期相比平均降低了 7.2%。高硫燃料价格在第二季度较上年同期下

降了 8%，而同期低硫燃料率增长了 5.2%。 

    该运输公司的上半年业绩表明他们的努力已悄然改变公司文化。文化变革在纸上写写很容易。在纸上你可以计划

事情应该怎么做，但是难点在于让人们在实践中去遵循。这需要一个思想的转变。这点就是马士基所完成的。”Jensen

在哥本哈根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说道。 

   “他们必须不断地重新设计整个公司的文化，而不是让很多有主动性的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使公司转变为完全由

有效的做事方法驱动的公司，无论你作为个人是否乐意去做。” 

    Jensen 写过一本书叫“马士基航运的文化冲击”，详尽阐述了它的转变，称“文化变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这一话题在该公司 1999 年收购 Sea-Land Service 后不久第一次被内部讨论，并由那时的联席 CEO Knud Stubkjaer 和

TommyThomsen 在 2004 年马士基收购 P&O Nedlloyd 之后发起。” 

    从 2006 年到 2012 年，在 Eivind Kolding 的领导下公司的思想开始改变，这位首席执行官组织启动了大规模的转

型战略，作为被称为“蒸汽管”战略的一部分。“他们解雇数千人，这完全是闻所未闻的，”詹森说。 

    2012 年初 Skou 接手马士基航运公司时，许多员工希望公司能回到昔日的经营模式。“Skou 被视为是一个具有老式

航运思想的家伙，而 Kolding 被视为擅长算计的家伙，”Jensen 说。“他们认为 Skou 会回到旧的经营方式，但他们发现

恰恰相反。Skou 继续 Eivind Kolding 所启动的计划并加速发展它。” 

    “如果让我来看马士基航运公司为了实现其文化转变所经历的历程，我想说他们比大部分的竞争对手要提早三四

年，”Jensen 说。他说他和许多在文化转变期间离开该公司的前高管聊到此处时，他们都认为马士基做了能够使它在这

种环境下赚钱的必要措施,。 

    Skou 表示，马士基航运公司不能再回到昔日的经营模式，因为全球需求的下降将在近几年挑战集装箱航运行业的

盈利能力。“我们必须认识到增长值已经降了下来，需求量也已经降了下来，我们曾经是一个以年 10%增长的行业，现

在我们在全球的增长 好的情况为 4%至 5%，”他说。“接下来，当然我们在能力的发展上也受到影响。同样，当你订太

多的船会发生什么呢？与 4%到 5%的速度增长相比，当年增长为 10%时你会更容易摆脱一个绝境。” 

    面对增长率下降，Skou 说船公司所面临的唯一选择是削减成本。“如果你研究一下运费在过去的 5 年、10 年或 15

年里的发展方式，你会发现是绝对值下降的趋势，”他说。 

    他的结论？“我认为在削减成本方面，坦率地说，我们必须继续在马士基航运公司以及整个行业缩减成本。”他认

为该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形成效率，并以低利率的形式传递给他们的客户。“我认为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不再需要消减

成本了，”Skou 说。 

    马士基航运公司计划采用的成本削减战略之一是船只共享协议—2M，希望明年实现与地中海航运有限公司之间的

互补。 

    “我得说“如果”实现了互补，但由于我们还要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审批，我不想预先讨论这件事，”Skou 说。 

     施索仁重申马士基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安仕年（Nils Andersen）的观点，他说道，2M 不是在中国注册的公司，

因而不需要中国政府的审批。 

    此前，马士基集团同地中海航运有限公司（MSC）、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CGM）一起组建的 P3 航运联盟，拥有

共同的操作中。作为合资公司，P3 联盟必须获得中国批准，但中国政府认为其在亚欧航线贸易的市场份额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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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索仁表示，2M 只是合作协议，并没有操作中心，其结构就像现有的 G6 联盟。他还说道，“如果 2M 仅仅是‘船舶

共享协议’，则只需向中国交通部报备，而不必经过审批环节，只是备案性质。” 

    丹麦海事咨询公司 SeaIntel 通过对承运人联盟船舶运力和效率的分析表明，一旦 2M 联盟计划投入运营，其单位

成本为两者中 低。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监管机构否决 P3 联盟的决定反倒引起了亚欧航线上其他“船舶共享协议”之

间更加激烈的竞争。今年 9 月，达飞海运（CMA CGM）、中海集团（CS）同阿拉伯轮船（UASC）签署了“Ocean Three”

船舶共享协议。 

    Jensen 表示，“若 CMA CGM 加入 P3 联盟，并且 P3 联盟得以投入运营，必会为中海集团和 UASC 带来巨大的挑战。”

但是，CMA CGM 宣布将协同中海集团、UASC 共同成立 OS 联盟，成为亚欧航线上继 2M 之后单位航运成本第二低的船舶

共享协议，G6 联盟和 CKYHE 联盟位列其后。 

    “可能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并未对 2M 的成立加以阻挠，因为，中海集团可能突然成为 强大的联盟的一员。” Jesen

说道。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些小的承运人不可能像马士基这般大规模削减成本，但施索仁认为已经有些公司做到了。“确

实，想削减成本，公司规模很重要。但我一定要指出的是已经有不少你们所认为的规模较小的承运人却表现的相当好。”

他举例说道，万海航运和东方海外已经实现同马士基集团相当水平的盈利。 

    “因此，这不仅仅是公司规模的问题。 ”他说道。 

    施索仁认为马士基集团还可更大程度削减成本。“船舶越来越大，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单位成本在降低。”他说，“我

们同时还在做其他方面的努力，尤其是降低燃料的使用量。没错，我们将利用一切机会继续降低我们的成本。” 

 

APL revises intra Asia service 

APL is to replace its Korea-China-SE Asia 'KCS' weekly service by a new Taiwan-China-SE Asia sloop (CS1). 

The 'CS1' will call at Kaohsiung,Xiamen, Hong Kong, Chiwan, Port Kelang (N), Singapore, Jakarta,Singapore, 

Kaohsiung. It will turn in three weeks with three ships of 4,300 teu shifted from the 'KCS'.Busan, so far 

covered with the 'KCS', will continue to be connected to Port Kelang and Jakarta by transhipment on the 

'CS1'. Of note, the 'CS1' will continue to include a two-way Singapore-Jakarta-Singapore string acting as 

an Indonesia feeder loop, as does the current 'KCS'.In addition, APL is also to offer a new weekly service 

connecting Qingdao,Shanghai, Ho Chi Minh City (Cat Lai) and Laem Chabang through slots on the MOL-RCL's 

China-Vietnam-Thailand joint service (CVT/RBC 4), that it will brand 'CS2'. 

 

The CAUTIN (9,300 teu) is delivered 

Hapag-Lloyd is to take in charge the CAUTIN, second of seven ships of 9,300 teu ships ordered by CSAV at 

Samsung in April 2013. Hapag-Lloyd has taken over the CSAV fleet including its newbuildings follow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of the CSAV container business within Hapag-Lloyd, effective 2 December (see our 

last issue). CSAVowned assets were transferred to CSAV Company Container GmbH, a German company wholly 

controlled by Hapag-Lloyd.These seven ships are wide beam neo-panamaxes fitted with 1,400reefer plugs and 

capable of a 22 knot commercial speed. They will 

replace chartered tonnage. The CAUTIN was christened in October together with the COPIAPO, first ship in 

the series.The CAUTIN is expected to join next week the multicarrier Far East-ECSA Loop 2 service (SEAS 

2/ASAX 2/ASAS 2/NGX 2), operated by Hamburg Sud, Maersk, CMA CGM, CSAV, CCNI, CSCL, Hanjin and Hapag-Lloyd. 

 

CMA CGM and CSCL team up with UASC and Hanjin on India-Med-US service 

CMA CGM and CSCL are to offer an additional India-Med-US service by becoming partners and vessel 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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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joint India-Med-US(MINA/IMU) service of Hanjin and UASC, effective January 2015.Operated with 11 

ships, the service is currently under upsizing: Since October, the loop’s fleet of 4,000 teu ships is 

successively replaced by 6,500-6,900 teu units. As new vessel providers, CMA CGM will bring in two ships, 

while CSCL will contribute one ship to the service.At the same time, UASC will reduce its fleet from nine 

ships to seven,whereas Hanjin will pull out one of the two ships it currently deploys on the loop.There 

are also provisions to bring in slot takers at a later stage: Hamburg Sud (slotting on UASC), Yang Ming 

(expansion of current slots on UASC), Hapag-Lloyd (slotting on CMA CGM) and ANL (affiliate of CMA CGM).The 

rotation of the service will be altered at this occasion. Calls at Mundra, Livorno and Miami will be added, 

while Port Said will be removed.Tangier will replace Algeciras as the Western Med hub.The new pattern will 

take effect with the call of AL RAWDAH at Mundra on 11 January. Slot takers K Line and, on the Med-US string, 

COSCO and Yang Ming, will be also concerned by the change.The proposed new rotation stands as follows : 

Khor Fakkan, Jebel Ali,Port Qasim, Nhava Sheva, Mundra, Jeddah, Livorno, La Spezia,Genoa, Fos, Barcelona, 

Valencia, Tangier, New York, Norfolk, Savannah,Miami, Tangier, Valencia, Genoa, Port Said (SCCT), Jeddah, 

Khor Fakk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