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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大集装箱船“中海环球”轮入级 DNV GL 

 “中海环球”轮是 2013 年中海集运

在韩国现代船厂订造的5艘19100TEU

型集装箱船舶中的首制船。这些全球

大的集装箱船都入级 DNV GL。“我

们 DNV GL 很荣幸能参与这一世界上

大的集装箱船项目。‘中海环球’

轮不仅是全球 大的集装箱船，她同

时也是世界上能效 高的船舶之一。

“中海环球”轮全长 400 米、宽近 60

米，船体大小超过 4 个标准足球场。她将服务于亚欧贸易航线。“中海环球”轮装有一个 77200 马力的电子控制主引擎，

可以根据船舶当前速度和海洋环境自动调节燃油消耗以提高能效。因此，这艘 19100TEU 的集装箱船每 TEU 消耗的燃料

比目前在运营的 10000TEU 的集装箱船要少 20%。“中海环球”轮及其在建的系列船采用了 RSCS（航线特定的集装箱装

载）船级符号。这款由 DNV GL 开发的 RSCS 船级符号能更有效地提高货物装载量。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具有 RSCS

船级符号的营运船能实现更灵活、更大量的货物装载。为了提升“中海环球”轮及其系列船的环保绩效，这些船舶将

全部具有 EP-D（环保护照设计）船级符号，表明她们已经做好准备并符合环保规范。EP-D 船级符号符合所有相关的

MARPOL 法规和其它 IMO 环保公约，同时证明船舶符合即将生效的规定，如压载水管理、船舶拆解、舱底水分离和制冷

剂回收。 

 

价格费收：酣战南美 

时值南美航线出货旺季，市场表现强劲，本周各主要港口运价保持在 2000-3000 美元/TEU 的新高，较上周有 100-500

美元的上涨。欧线依然令人头疼。全球 大的集装箱船“中海环球”轮已经沿欧线出发，尽管班轮公司增加运力，加

强联盟合作，但仍然装载不满。青岛港、上海港货代均表示已经做好要涨价的准备，又一轮涨价潮即将来临,提价效果

不容乐观。值得关注的是，自天津有望成为北方第一个自贸区后，西安也将成为国家首个批复的内陆港，获得港口代

码，正式纳入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写入“一带一路”规划。加上长江经济带通关一体化即将面向全国推广。货代

业的变革正在到来。 

 

全球班轮准班率排名马士基航运和汉堡南美领先 

英国专业海运咨询机构德鲁里（Drewry）近日发布的“集装箱班轮公司准班率”调查数据显示，2014 年 8-10 月世界集

运货轮准班率排名中，马士基航运（Maersk Line）和汉堡南美（Hamburg Sud）分别以 80.4% 和 78.5%位列第一名和

第二名。第三名为中远，准班率 69.9%。长荣、川崎汽船、韩进海运和阳明海运排名紧随其后。8-10 月三个月内全球

集装箱船平均准班率逐步提高。 新数据显示，10 月亚欧航线，跨太平洋航线，跨大西洋航线整体准班率提升至 64%，

9 月份为 63%，8 月份为 55%。整体到准班率为 60.6%，较前三个月下降 0.5%。实际到港时间较预计到港时间晚 1.1 天。

8-10 月亚欧航线准班率 低仅为 58%，跨太平洋航线的准班率为 62%，跨大西洋航线的准班率为 77%。近期燃油价格下

降可能会推动集运准班率提高。燃油成本降低不会立即改变集装箱船的航行速度，但是至少如果落后于计划到港时间，

集运公司会愿意提速。 

 

班班轮轮时时事事直直通通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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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基拟削减跨太平洋航线运力 

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航运日前宣布，计划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关闭 TP5 航线服务，以削减盈利较弱的航线运力。这一

计划包括暂停 2015 年 1 月 1 日原本将生效的台湾-西南太平洋地区直航服务。而在今年采用 TP5 向中国北部和韩国市

场运输货物的客户，将获得新的东西航线网络替代解决方案。马士基航运就此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该公司对于跨太平

行航线服务承诺即将动摇。该公司称，在过去的 10 年里，由于 90%的时间跨太平行航线运营均无利可图，这对该航线

的长期贸易造成影响，使得该航线的运营环境变得具有挑战性。作为其结果，该公司决定削减该航线上的运力，以获

得经济效应。而马士基航运称，跨太平行航线长期以来承受的盈利下行压力意味着该地区的服务水平将面临严重风险。

因此为解决马士基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盈利问题，该公司将通过跨太平洋稳定协议组织（TSA）确保该公司所提供的服

务已成功覆盖客户需求，所有主要航线将继续提供替代选择方案。 

 

马士基与 APL 互换美国旗航线舱位 

马士基与 APL 已经达成关于互换 3 条美国旗的太平洋航线舱位，不过，这个安排还需批准。在马士基关闭其有美国旗

的 TP-5 之后，将通过 APL 美国旗的航线  CC3 继续提供服务。马士基还可能在 APL 挂美国旗船只的航线中东-美东航

线  AZX 上租用舱位，APL 将租用马士基的  MEC1 航线上的舱位。CC3 的运力为 6*5100TEU，挂靠：Qingdao, Shanghai, 

Busan, Yokohama, Los Angeles, Oakland, Dutch Harbor*, Yokohama, Busan, Naha*, Qingdao。AZX 的运力为

11*5000-7500TEU，Laem Chabang, Singapore, Colombo, (Suez), Damietta, Cagliari, Halifax, New York, Savannah, 

Norfolk, Cagliari, Damietta, (Suez), Jebel Ali, Singapore, Laem Chabang。MECL 1 运力为 9*6400TEU，挂靠：

Nhava Sheva, Salalah, Algeciras, New York, Charleston, Savannah, Norfolk, New York, Algeciras, Jebel Ali, 

Port Qasim, Pipavav, Nhava Sheva。 

 

长荣海运调整亚洲东非联营航线 

长荣海运日前宣布，从 12 月起调整亚洲-东非联营航线的靠泊港口，与达飞（CMA CGM）、阿联酋航运（Emirates Shipping 

Line）进行舱位互换合作，提供货主更有效率的航运服务。调整后，长荣的亚洲-东非航线（简称 AEF 航线）靠港巴生

港、丹戎帕拉帕斯、新加坡、可伦坡、蒙巴萨。由五艘 2500-2800TEU 集装箱船担任航行任务，其中长荣投船三艘，12

月 6 日自新加坡首航。东非接驳航线（简称 ASEA 航线）停靠港口包括新加坡–丹戎帕拉帕斯–巴生港–可伦坡–达耶

萨拉姆，12 月 9 日自新加坡首航，由六艘 2500-2800TEU 船担任航行任务，其中达飞投船四艘、阿联酋两艘。两组航线

除提供区域性运送服务外，更可经由新加坡、丹戎帕拉帕斯与科伦坡转运，连接长荣的全球服务网路。 

 

依托 2M 联盟马士基在东西干线上增挂 9 个港口 

日前，2M 联盟披露了将于 1 月中旬投入运营的、新的班期的细节信息。对马士基航运（Maersk Line）而言，其东西方

向航线网络的挂靠港口组合将从目前的 815 个增至 1132 个，挂靠的港口数将从 69 个增至 78 个。将首次接靠马士基航

运船舶的港口有：德国的亚德港威廉哈芬（Wilhelmsaven）、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King Abdullah）、葡萄牙的锡尼

什（Sines）、美国的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巴哈马的自由港、还将有对英国南安普顿和法国勒阿弗尔的直挂服务，同

时，将恢复对希腊比雷埃夫斯的挂靠。马士基航运表示，通过 2M 船舶共享协议，明年在东西干线上的航线数将从目前

的 18 条增至 23 条，其中，亚欧线从每周 9 条增至 11 条，包括 6 条至北欧的航线和 5 条至地中海的航线；在大西洋，

航线数将从 3 条翻番至 6条；亚洲和北美间的航线仍为 6 条。在上述航线部署的平均船型为 12000TEU 型，高于市场平

均水平的 10700TEU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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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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 美元/TEU，比上周上涨 44.42%。欧洲市场总体货量开始企

稳，加上不少货主为规避月中涨价而选择提前出货。近期货量大增。同时，经过此前连续的运价下跌，

运价水平已至相对低位，市场对于月中的涨价计划基本形成共识，多数航商如期并满额执行运价上涨

计划，推动本周平均订舱价格大幅上升。这次涨价的持续性需要考察货量的支撑力度。如果当前货量

能够维持两周以上时间，运价均价维持在 1200 美元/TEU 上方的可能性较大。理论上如果货量迅速减

少，而船公司的运力紧缩计划未能及时跟上，运价的回落速度将会加快。然而近期传统能源价格的快

速下跌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居民消费成本，短期内对相关消费品货量的补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货量的

补充速度和频率决定了未来两周的运价走势。 

 

 

红海航线： 本周天津出口吉达港口运价均价 1608 美元/TEU。比上周上涨 5.38%。市场总体运输需求仍然不佳。虽

然不少航商于周初宣布执行涨价计划，但货量供给未能提供有力支撑。航商不得不逐渐收缩涨幅，致

涨价计划执行力度折扣较大，实际市场平均运价涨幅远低于 150 至 200 美元/TEU 的预宣涨幅。前两个

月的累积货量出尽，而停航班次基本恢复，现在运力供大于求。运输需求由旺转淡，加上运力未见收

缩，供大于求的状况显现，市场运价回落的可能性较大。 

  

 

 

 

 

运运价价走走向向  



随随  行行  周周  报报   22001144 年年 1122 月月 2233 日日总总第第 117711 期期                                                                                                                                        
  

SSAAIILLIINNGG    WWEEEEKKLLYY                                                                                
                               市  场  瞬  息  万  变      - 4 -      信  息  影  响  决  策                             
                                                                                                             随 行 科 技 

 

 

东疆进口商品直营中心开张 

今后，新区市民购买进口

商品将更方便。近日东疆

首家多品类进口商品直

营中心正式开业。这也是

东疆在获批国家级进口

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以

后，促进进口贸易发展的

重要举措。由于采取了进

口商品直销的模式，减少

了层层中转环节，市民可

以在这里买到上千种更

为实惠的进口商品，同时

这里销售的每件商品都

张贴了进口“身份证”，

消费者买得更加放心。 

   

买进口商品更方便更便宜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东疆设立了多个进口商品直营中心，采取“企业主办、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进

行经营，主要经营从东疆保税港区或天津其他口岸进口的商品，不过前期主要以进口红酒为主。 

  “由于直营中心的供货平台都是国外一级代理商，因此减少了代理商层层中转的环节，产品价格要实惠很多，也

深受消费者青睐。”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新开业的多品类进口商品直营中心，在红酒的基础上，

涵盖了乳品、乳品、冻品、保健食品、调味品、粮油、酒水、饮料等近千种商品，价格也比超市、市场中销售的同类

型产品，便宜二三成。 

  “比如说消费者比较关注的澳大利亚进口精品牛肉西冷，直营中心售价为 52.5 元/斤，而普通超市价格在 75 元/

斤左右；牛碎肉直营中心为 20.5 元/斤，而超市一般零售价格为 30 元/斤。”该直营中心负责人张彦华表示，在先期做

好这些品类基础上，今后也将陆续销售护肤品、儿童奶粉等产品，为市民带来更多选择。 

  进口商品已贴“身份证” 

  在直营中心现场，记者也看到，每件产品上都张贴了一个二维码标识。消费者用手机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登录

其在“东疆国际商品服务网”内的专属页面，查看到各项相关信息。 

  “比如像这款葡萄籽油，扫码后可以立即显示出它的品种、出产地、图片、卫生证书等信息。”据东疆保税港区管

委会负责人表示，消费者在购买了这种二维码可追溯的进口商品后，如遇质量问题，可进行投诉，东疆管委会、检验

检疫等部门也将联合进行核查。 

 

聚聚焦焦滨滨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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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 加入大船争夺战 

 商船三井正在为订造的 6 艘 1.8

万~2 万 TEU 型船筛选合作伙伴，

意味着 G6 开启订造超大型集装箱

船的序幕。 

  12 月初，中海集运旗下首艘

1.91 万 TEU 型船“中海环球”号

即将首航欧洲，这也将成为目前班

轮市场的 大船舶。从 1 万 TEU

到 1.9 万 TEU，大型集装箱船以惊

人的速度出现在市场。显然，大船

已经改变班轮市场的竞争格局。 

  G6 的选择 

  纵观目前班轮市场的四大联

营体：2M、G6、CKYHE 和 O3，

只有 2M 和 O3 拥有 1.8 万 TEU 及

以上型船，G6 和 CKYHE 目前拥

有的 大集装箱船均为 1.4万TEU

左右。 

  10 月份，市场传出消息称，

东方海外和商船三井将成为 G6 中引领超大型集装箱船订造“潮流”的先行者。知情人士透露，东方海外将订造 8 艘

1.8 万 TEU 型船，商船三井将订造 4 艘 2 万 TEU 型船。接下来 G6 中的总统轮船、现代商船、日本邮船以及赫伯罗特

也将追随这股潮流，将于明年再订造 12 艘超大型集装箱船。 

  11 月份，市场再次传来消息称，商船三井已经开始为订造超大型集装箱船筛选合作方。订造数量由之前的 4 艘变

成 3+3 艘，规模介于 1.8 万 TEU~2 万 TEU，交付期为 2017 年 3—9 月。据悉有数家全球知名船东以及 5 家亚洲造船企

业被纳入 后一轮竞标，入选船东分别为德国、日本和美国企业，它们将分别与 4 家韩国以及 1 家日本造船企业联手。

相关标书的截止时间为 11 月中旬，整个招标工作预计可在年底完成。 

  据《贸易风》报道，本轮筛选中胜出的企业包括由 Peter Dohle Schiffahrts、Reederei Nord and Bernhard Schulte、橡

树资本与瑞克麦斯集团结成的纯德资组合，在美国上市的集装箱船巨头塞斯潘集团，希腊企业 Costamare 以及国际船舶

融资公司，与它们合作造船的企业分别是韩国三星重工、现代重工、大宇造船以及韩进重工。 后一对是纯日资组合

——今治造船和正荣汽船。 

  商船三井发出的上述标书势将开启 G6 订造超大型集装箱船的序幕。接下来，市场将静候东方海外的新船信息。 

  2011 年年底成立的 G6 在航线合作上不断扩大：2012 年 3 月，率先在亚洲至欧洲和地中海航线上展开合作；去年

5 月，合作范围扩大到亚洲至美东航线；今年二季度，启动在亚洲至美西航线以及跨大西洋航线上的合作。 

  如今，G6 已经形成一个拥有约 240 艘船舶、连接 66 个亚洲、美洲和欧洲港口的东西航线网络。但显然，光有航

线合作不足以体现竞争优势，订造超大型集装箱船的决定体现了 G6 对于成本效益的渴望。 

  成本逼迫效应 

航航运运看看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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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当下 1.8 万 TEU 及以上型船备受青睐？简单来说，大型集装箱船带来的 大好处是每一个航次的集装箱运量

高，挂靠的港口次数减少，从而提高船东的经济效益。同时，业界普遍认同大型集装箱船是环保营运的模式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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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大船之所以受到市场追捧，因为成本优势是竞争的不二

法则。” 

  当下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折射到航运市场上，未来将以低增长或者恢复性增长为主。人们可从近几年

的经营业绩来看，班轮公司多以亏损为主，但是马士基航运由于成本控制得当，大多获得盈利，马士基航运将成功控

制成本的因素之一归功于使用超大型集装箱船。伴随着马士基航运 1.8 万 TEU 型船陆续投入运营带来的显著成本效益，

班轮市场对订造大型集装箱船的热情不断高涨。 

  拥有 1.8 万 TEU 及以上型船似乎成了联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徐剑华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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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对方也有大船；没有大船的班轮公司希望分享大船效益。

为什么达飞轮船会选择与中海集运、阿拉伯航运组成联盟，实际上很清楚，三方都拥有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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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就是市场经济法

则。“就像电商与实体店的竞争，谁的成本更低，服务更好，谁就能夺得更多市场份额。” 

  徐剑华认为，目前班轮市场还有一两年的缓冲期，所有班轮公司将面临两道关口的挑战：到 2016 年所有 1.8 万 TEU

及以上型船将全部投放市场，这是一道关口；巴拿马运河 2016 年通航后，没有大型集装箱船的班轮公司将会承受很大

压力，这是第二道关口。 

 

50 多艘超大型集装箱船即将密集交付 

德鲁里预计，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亚洲-北欧贸易航线

至少 54 艘 10000TEU+集装箱船交

付，这将对明年的集运行业产生巨

大影响。超大型集装箱船在降低单

位成本的同时，也会改变市场运力

供需和运价，并波及其他贸易航线，

打破联盟之间的竞争平衡。 

  德鲁里认为，未来超过 50 艘超

大型集装箱船交付，将是对联盟的

一个双重打击。降低单位成本是积

极的，但是亚洲-北欧贸易量很难支

撑额外的运力，60 余艘集装箱船转移至其他贸易航线，增加其他贸易航线的风险。 

  随着这些超大型集装箱船交付，到明年末集装箱船运力增长了 12.8%，但是预期中的集装箱运输量没有显著增长。 

  各个联盟之间超大型集装箱船交付量完全不同，G6 联盟在 2015 年前没有任何超大型集装箱船交付，迫于与马士基

航运、地中海航运、中海集运(股票)以及 UASC 之间的竞争压力，他们必须投资 18000 TEU 集装箱船。目前 2M 联盟平

均每艘集装箱船运力规模更是达到惊人的 11900 TEU，马士基航运航线周循环为 3 艘万箱船，到 2015 年年底，随着 15

艘超大型集装箱船交付，平均运力规模将上升到 14300 TEU。尽管 CKYHE 和 G6 联盟加强部署，但其平均运力规模为

12200TEU，到 2015 年底，将上升至 14000TEU。G6 联盟在 2016 年及以后交付的超大型集装箱船相对较少，与马士基航

运和地中海航运进行降低单位成本的竞争压力较大，为了与同行抗衡，预计他们将会在明年完成对等的订单量。 

  2M 联盟 14000 TEU+的集装箱船每周五圈，CKYHE（4）、Ocean Three（4）、G6 联盟（3），其中一些使用略小于

13,000-13,500TEU 的集装箱船服务。要想填补这些额外的差距压力是巨大的，因为这涉及巨大的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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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北欧贸易航线集运大型化的影响已经波及到南-北贸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部署在亚太-USWC 的运力越来

越多。在短短的时间内，将近 40 艘原本部署在亚洲-北欧贸易航线的 10000TEU 集装箱船加入亚太-USWC 航线，美国一

些港口由于疲于应付如此规模大船，已经被排挤出局。 

德鲁里预计约 61 艘 8000TEU 至 11000TEU 将在未来 15 个月进行交付，这些集装箱船大部分部署在亚太-USWC、亚

太-地中海、拉丁美洲和亚洲到中东地区运营，每艘平均规模为 9300TEU，将对拉丁美洲等其他贸易航线产生显著的影

响。 

 

Simatech adds Far East-Western India service 

Dubai-based Simatech has added a further Far East-India loop by joining as ship provider the Far East-Western 

India subcontinent joint service offered by K Line, Wan Hai, PIL and S.C. India (IndFex). Simatech brings 

the chartered 4,252 teu OSAKA TOWER to the five-ship service.The IndFex serves Shanghai, Ningbo, Hong Kong, 

Singapore, Port Kelang,Nhava Sheva, Colombo, Singapore, Shanghai.It turns in five weeks with five ships 

of 4,200 teu, with each of the five partners providing one ship. 

 

Easing of US embargo against Cuba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liner operators 

The restor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uba,announced last week, could set the stage 

for the lifting of a 52-year old US economic embargo against Cuba, the discontinuation of which remains 

subject to US Congressional approval. The normalisation of relations will initially allow US companies to 

export to Cuba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construction supplies and materials 

for small businesses, as well as the lifting of some US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fewer restrictions on 

remittances into Cuba, which should give a boost to the island economy.The easing of the embargo coul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liner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area. A first symbolic step towards the reopening 

of US-Cuba seaborne links was taken in July 2012 with the launch of a first direct US-Cuba service with 

the ANA CECILIA, a 50-meter roro vessel built in 1972.Further easing will benefit the companies that 

specialize in the USCaribbean trade, in particular the US-based niche carriers such as Crowley Liner Services, 

Seaboard Marine, King Ocean Services and Tropical Shipping. Currently, only Crowley provides a direct Cuba-US 

connection through wayporting in Cuba on a weekly basis with its Florida-Guatemala-Honduras service, which 

otherwise offers three weekly sailings with three 970 teu vessels.The mainstream global carriers are also 

expected to include the Island in their US-Caribbean itineraries, while Cuban shipping company Melfi Marine 

could start new services to the US. Cuba is currently connected through direct liner services to Europe 

(notably offered by Melfi Marine and Nirint Lines) and to Central America (notably those of Melfi Marine 

and Crowley). Cuba is also connected to Canada (via Halifax in the Nova Scotia Province) with Nirint Lines’ 

Europe-NCSACuba container and breakbulk service as well as with Melfi’s Med-Canada-Cuba-Mexico container 

service.Cuba is connect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regular feeder services using ships of 1,000-3,000 

teu. These feeders connect to transshipment hubs such as Freeport (Bahamas), Kingston or Cristobal through 

services offered respectively by MSC, CMA CGM, Zim,Maersk Line (slots on Zim) and Melfi (Cariser), while 

Hamburg Süd provides connections via Altamira. Should the embargo be fully lifted at a later stage, Cuba 

itself could develop a major hub due to its proximity to the US market. PSA International, an affiliate 

of Singapore's PSA, has already inaugurated in January this year a new container terminal at Mariel, located 

in the western outskirts of Havana, that will gradually become Cuba’s shipping gateway to the worl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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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nse of the historic facilities in Hava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