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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 年，我与非洲进出口总额 210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其中，我对非出口 928.1 亿美元，增长 8.8%，仅次于亚洲为增长第二快大洲；自非进口 1174.3 亿美元，增长 3.7%；逆差 246.2 亿
美元，下降 11.9%。2013 年我与各大洲进出口增速分别为：大洋洲 12.2%，亚洲 8.8%，北美洲 7.4%，欧洲 6.9%，非洲 5.9%，拉丁美洲
0.1%；出口增速分别为：亚洲 12.7%，非洲 8.8%，北美洲 4.7%，欧洲 2.4%，大洋洲-0.6%，拉丁美洲-0.7%；进口增速分别为：大洋洲
18.4%，北美洲 13.9%，欧洲 13.1%，亚洲 5%，非洲 3.7%，拉丁美洲 1%。

1、江西省出口高速增长，东盟成江西最大贸易伙伴

2013 年，东盟超过欧盟和美国，牢牢占据江西省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地位，双边贸

易额 62.9 亿美元，增长 60.4%，其中出口 57.7 亿美元，增长 68.3%，在江西省出口总额中占比 20.48%。2013 年，江西省出口机电产品 105.7 亿美
元，增长 12.9%，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为 37.5%，同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增长 28.4%；光伏产业熬过寒冬，太阳能电池出
口 6.4 亿美元，增长 26.7%。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继续保持出口优势，纺织服装、家具、鞋、灯具等前 10 大产品出口达 118.5 亿美元，增长 20.3%，
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42.1%。除了东盟市场外，江西省对印度、阿联酋、南非等市场出口均实现 20%以上增长。江西省大力构筑区域发展新格局，也有力

2、中欧投资协定首轮谈判成功举行

1 月 21 至 23 日，欧盟—中国投资协定首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21

地促进了各地外贸发展。2013 年，南昌、九江、吉安、赣州进出口总值全部超过 30 亿美元，南昌、九江、吉安出口增速均超过全省平均增速。同

日表示，第一轮谈判中，中欧双方将就谈判的安排、谈判可能涉及的议题等内容展开充分磋商。尽管不涉及实质内容，但谈判结果将为快

时，向莆铁路和沪昆高铁的建设和开通，也进一步带动上饶、宜春、抚州等地区快速发展，进出口分别增长 17.6%、20%和 19.5%。据悉，2013 年，江

速进入实质性谈判打下基础。欧盟贸易委员的发言人约翰·克兰西表示：“目前的中欧双边投资水平远远低于人们对于这个星球上两个最

西省累计出口 281.7 亿美元，增长 12.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4.3 个百分点。

重要的经济体的预期。尽管中欧每天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量远高于 10 亿欧元，但是欧盟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却只占其总量的 2.1%。
而谈判的主要目的就是逐步提高中国对欧盟投资者的市场准入度”。据了解，启动投资协定谈判是在 2012 年 2 月中欧***会晤上达成的共
识。去年十月，欧盟成员国授予了欧盟委员会谈判的权限，并于 11 月 21 日第 16 届中欧***会晤时宣布启动谈判。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
来源地，并已成为欧盟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欧盟现在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中国和欧洲每天的贸易额超过 10 亿欧元。欧盟从中国的
进口主要是工业和消费品，双边的服务贸易只占货物贸易总额的十分之一。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中服务只占 20%。双方的投资表现出巨大的
尚未开发的潜力，特别是考虑到两大经济体各自的规模。中国仅占欧洲境外投资的 2%至 3%。虽然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在增长，但是基数较
低。全面的欧盟—中国投资协定旨在开发这个潜力，使双方受益。

2、福州港拟发展陆地港拓展腹地

日前，福州市政府研究通过《关于拓展福州港口经济腹地推进陆地港发展的意见》，提出力争 2~3 年内，

在省内和江西、湖南等地各形成 2~3 个与福州港口对接紧密的陆地港，服务周边及内陆地区经济发展。 加快陆铁通道建设

福州市引导有条件的企

业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省内和省外布点投资、建设与福州港相对接的陆地港。同时，福州市还将通过加快铁路、陆路通道建设及加强口岸
通关和港口运输协调，促进陆地港发展。 八项政策助推陆地港发展

就加快福州港口的陆地港发展，我市制定 8 项优惠政策、补贴措施。 (1)陆

地港投资和建设补贴。市财政将设立福州港口腹地陆地港专项投资基金，鼓励大型企业在省内、省外投资建设为福州港提供对接服务的陆地港，市财
政按照陆地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0%标准，给予企业投资的每个陆地港最多不超过 500 万元的补贴支持。(2)陆地港投产营运补贴。凡经过陆地港通
关并从福州港进出的外贸集装箱，给予省内（福州市域以外）陆地港运营企业每标箱 200 元、省外陆地港运营企业每标箱 300 元的补贴。(3)集装箱海

3、美国 2013 年超越中国再度成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 2013 年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从金额来看，美国时隔

铁联运补贴。陆地港至福州港往返的海铁联运集装箱，铁路运距在 400 公里内的每标箱补助 250 元，400 公里以上 1000 公里以内的每标箱补助 400

四年超越中国，再度成为日本的最大出口对象国。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再加上日元汇率走低推升了以日元结算的出口价格，促使日本对美

元，1000 公里以上的每标箱补助 600 元。(4)高速公路优惠政策。省内集装箱车在我省高速公路承运陆地港与海港之间、陆地港与厂家之间进出口货

出口额猛增至 12.931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76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6%。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形势不佳的 2009 年，中国首次

物按“递远递减”优惠计费，省外集装箱车进出货物至陆地港按 2 类车标准降低征收通行费。(5)企业金融支持。引导陆地港投资企业加强与银行、信

超越美国，成为了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此后直至 2012 年，中国一直居于首位。日本 2013 年的对华出口额增至 12.6287 万亿日元，比上

用担保等金融机构的对接，争取通过信用担保等途径提高企业的贷款额度，优先支持和帮助有条件的企业申请国家政策性贷款。 (6)福州港务集团对

年增加 9.7%，时隔两年转增。这主要得益于用作塑料瓶原料等的有机化合物出口形势颇佳。不过，由于汽车和发动机等动力机械旺销，日

陆地港货物的优惠措施。福州港务集团优先安排陆地港货物装卸，并给予装卸费率优惠支持。(7)“一事一议”特殊政策扶持。对陆地港建设有特殊要

本对美出口额反超对华出口额。日本财务省表示，2013 年下半年的对美出口额中，用美元结算的占 86.9%；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对亚洲出

求且预期贡献较大的投资企业，根据企业申请，由市政府专题研究，“一事一议”，给予特殊政策扶持。(8)陆地港用地优惠政策。在福州市域范围内

口中，用美元结算的仅占 53.6%，用日元结算的占 42.7%。由于 2013 年日元汇率平均下跌约 22%，因此换算成日元后，对美出口金额大

设置的陆地港建设符合福州市物流布局规划的，优先提供建设用地，并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

增。SMBC 日兴证券高级经济师宮前耕也指出：“如果页岩革命促使企业生产基地从亚洲向美国转移，那么日本的建筑机械等对美出口有可
能进一步增加。”

1、航运靠“链”赢天下

目前，P3 联盟几乎成了低迷的航运市场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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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国内贸易，中海集运是东西主干航线上唯一一家集装箱货量增长超过运力增长速度的班轮公司。该公司的 Car/Cap 率指标是 1.10。情况最糟
糕的是现代商船，Car/Cap 率指标已下降到 0.59，显示韩国班轮公司的货量增长没能完全跟上公司的运力扩张速度。控制力

本世纪初，通常认为

引人关注同时也是最饱受争议的“榜眼”。从市场众多主体的角度看，即使 P3 联

亚洲班轮公司将在运力上超越他们的欧洲同行。然而，目前，25 强中，7 家欧洲公司的运力超过了 15 家北亚和东南亚班轮公司掌控的 660 万 TEU 运

盟最终获批，但业界的担忧、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依然将持续甚或发酵。来自

力 21%。也就是说，25 强班轮公司中有超过半数（52%）的运力属于欧洲班轮公司，远东班轮公司只掌握 43%。立足中东的两家公司 HDS Lines、阿拉

相关方的忧虑、诉求，主要可归以下几点：一是 P3 联盟以前所未有的运力、航

伯轮船以及南美的南美轮船加起来只占 4%。 与一般人认为的不同，大多数班轮公司要么是上市企业，要么隶属于上市企业。属于以上两种的班轮公

线、服务网络组合形成“巨无霸”规模，将明显挤压与抢走市场份额，并主导市

司在 25 强中占了 16 家。他们的运力占到了 25 强总运力的 61%。2008-2012 年，全球 20 强班轮公司享受正收益的年份仅有两年（2008 年、2010
年），20 强班轮公司 5 年内每标箱平均亏损为 16 美元。虽然营业毛利（经营利润占收入比例）仅在灾难般的 2009 年录得负数。但是哪个行业能接

场运价走向。二是在形成强势的地位下，P3 联盟以可能的市场垄断，改变货代、

受持续如此的低毛利呢？航运业顶端的日子也不好过。 20 强班轮公司为（按英文首字母为序）：美总轮船、中海集运、达飞、中远集运、南美轮

燃油供应商与其单独进行运费、燃油价格谈判的格局，并“挤出”小型集装箱货

船、长荣海运、汉堡南美、韩进海运、赫伯罗特、现代商船、川崎汽船、马士基航运、商船三井、地中海航运、日本邮船、东方海外、太平船务、阿

运公司。三是 P3 联盟没有雇佣和劳工标准方面的保护措施，其整体力量将对包括

拉伯轮船、阳明航运、以星轮船。
港口的物流运输行业构成重大威胁，即规模效益不再通过供应链传递到承包商、 .
客户和工人。然而，马士基航运在回应质疑中坚称，P3 联盟三方在销售、定价、

外，该部分还包括公司 2012 年全年和 2013 年前 9 个月的财务情

营销以及差异化服务方面将继续保持独立，不涉及收入摊配和利润共享。纵观去

况。报告还提供了在 2008-2012 年 5 年内一直位列前 20 强班轮公司

内河港口中，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依次是宁波-舟山港、上海港、天津港、广州港、苏州港、青岛港、唐山港、大连港、营口港、日照港。

年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启动利益相关方的公共咨询调查前与华盛顿峰会

的主要业绩和财务指标。波动原因

秦皇岛港、深圳港、烟台港分别列第 11、12 和 13 位。2014 港口座次角逐激烈

后，其作为监管者的态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公共咨询反馈结果显示，有

轮公司经历了极端波动的 5 年：1.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倒闭导致

报告认为以下三桩事导致班

3、2013 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前 10 名排行榜出炉

2013 年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前 10 名排行榜近日出炉。据排名数据，2013 年，我国沿海和

2013 年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十强排名顺序较 2012 年虽然变化不

大，但不少港口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已成近身肉搏之势，2014 年排名或面临较大变化。据中港网数据显示，2013 年，分列第四至第七位的广州

超过半数的贸易商和货主支持 P3 联盟的成立与运营。从来自监管审批进展的信息 全球经济灾难 2. 2008 年 10 月欧盟废止班轮公会 3. 2009 年 10 月

港、苏州港、青岛港和唐山港，货物吞吐量基本处在 4.5 亿吨左右的水平。广州港仅比苏州港多出 82 万吨，但增速却为苏州港一半；而苏州港又仅

看，P3 联盟的获批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班轮承运人来说，真正

上海航交所发布 SCFI 指数

比青岛港多出约 430 万吨，增速却又低于青岛港 1.3 个百分点；唐山港虽然只有 4.462 亿吨，但增速是一骑绝尘的 22.4%，货物吞吐量即便与排名第

需要面对的是具有航母般集群实力的挑战。有数据显示，未来 3 年内，P3 联盟将

10%，但 2011 年 11%的增速使市场迅速得到了修复。其时，集装箱

集聚 125 艘万箱船舶，其中 20 艘 1.8 万箱超大型运力将投放到亚欧航线，并以

贸易的特点其实是持续的运价波动。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 SCFI 指数

虽然 2009 年全球集装箱贸易下降了

45%的市场份额笑傲榜首，形成难以撼动的统治力，而在跨太平洋航线的份额也将 的发布。SCFI 指数公布范围广，引来了市场热议，为市场创建了全
上升到 22%。在航运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已然是平的，所谓一“链”

新的透明度，进而对运价水平的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很快，SCFI 指

（全球供应链）赢天下，从船与船竞争转型到链与链的竞争，因此笔者认为，P3

数就成为那些希望运价可每周调整的货主和发货人们的基准。此

联盟绝非班轮巨头的“空中楼阁”。首先，金融危机以来深陷运力严重过剩、运

后，这个基于现货运价的指数发展成为合同运价的主要指标。这一

价长时间处于低谷的惨淡，无时不刻敲打着班轮经营者的神经，而由此倒逼班轮

效果因经济周期的缩短而影响更加显著。答案

削减成本，通过

四的广州港相比，也仅约 900 万吨的差距。增速令竞争对手望而生畏的唐山港，攻城拔寨，2014 年直接从 2013 年的第七名夺取第四名的位置，也并
非遥不可及。如果按照 2013 年的增长态势，广州港、苏州港、青岛港和唐山港的排位将在 2014 年出现较大变化。除此之外，2014 年，日照港将向
营口港发起争夺第九名的挑战。中港网数据显示，2013 年两港差距虽然还有 1000 万吨之遥，但日照港增速高出营口港约 3.7 个百分点，且日照港后
劲十足，尤其是原油吞吐量的贡献显著，2013 年该货种吞吐量高出营口港 1900 万吨，增速达到 77%。

行业指数

业向运营低成本和资产高效率转型，马士基航运率先打造的 3E 级船舶，开辟“天 订造更大尺寸、耗油更少和效率更高的船舶已成为 25 强班轮公司的
天班”以及投身联盟合作，正是这种追求的结果。其次，传统的以船与船竞争为

中大部分公司的答案。马士基航运 2006 年下水的 15600TEUE 级船为

特征的“单打独斗”显然已难以从链与链的海运物流竞争中胜出。过去，马士基

他们树立了榜样，如今其他公司纷纷效法。欧洲-远东航线成为接收

航运素以“一股独大”执班轮业牛耳，但当 G6 与 CKYH 两大联盟内运行的航线收

超大型集装箱的理想航线，以便发挥这些船最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益明显大于“单打独斗”时，马士基航运一改故态，选择联盟合作，这里面有两

25 强班轮公司中有 17 家在欧洲-远东航线上提供服务，此外，2013

层意义：一是可通过合作来化解实力仅次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优势，二是打算在更

年唯一两家没有订造 ULCS 的公司也开始行动。川崎汽船订造了 5 艘

大的运营架构内消化 20 艘 3E 级运力容量，最大化发挥顶级船舶的优势。因此笔

14000TEU 船，阳明海运则订造了 15 艘相似尺寸的船。截止 2013 年

者认为，P3 联盟代表了大联盟的创新，由此打开了以低成本、高效率为主导的商

年底，25 强班轮公司中的 18 家拥有所有的 ULCS 船，共 196 艘，合

业模式变革的窗口。在当下正在展开的全球航运秩序重建与格局调整中，创新无

计运力 255 万 TEU，且手持订单中有 95%为他们所有，共 130 艘，合

疑才是真正的最优对策。

计 184 万 TEU。船去哪儿？

这个问题其实是问是否有足够的货来

装满所有这些船。通常，这些船可使用 25 年，且当它们被订造的时
2、Dynamar 发布全球 25 强船公司报告

日前，荷兰分析机构 Dynamar 发

布了一份名为《全球年度 25 强集装箱班轮运输经营者》的出版物，从历史、性
质、特点、发展、战略、关系和业绩等方面为读者提供了独家的见解。报告开篇
就从运力、承运量、集装箱数量和子公司等维度简要介绍了 25 强班轮公司。此

候，对航线来说其实是尺寸过大。不过，Car/Cap 率显示自 2005 年
以来相关班轮公司的集装箱船运力增长速度快于集装箱货量的增
长。目前，前者超过后者约 20%。潮水般涌入市场的超大型集装箱
船对此贡献良多。

受益于国内贸易 中海集运是东西主

航线上唯

1 月 27 日数据： BDI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1217（-14.78%）
BPI (波罗的海巴拿马型指数)：1413（-8.96%）
1 月 24 日数据： CCFI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1148.73

BSI (波罗的海超灵便型船运价指数)：1098（-4.85%））
BCI (波罗的海海岬型指数)：1673（-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