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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11 月厦门海沧自贸园区进口酒增长迅速

厦门海沧口岸是全国重要的进口酒集散地，今年前 11 月，海沧自贸园区进口酒总值达

2.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73%。其中，啤酒进口量已连续两年居全国前列。随着进口酒贸易的快速增长，海沧检验检疫局积极发挥标签服务平

PSS：旺季附加费
台作用，进一步优化完善进口酒“快检模式”。一是在进口酒到港前开展政策宣贯、标准解读和标签咨询服务，提升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能力；
二是严格执行国家进口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要求，加强进口酒卫生、品质、添加剂等项目的检测送检；三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远程视频监

经贸信息
1、美元加息有利外贸出口

控和现场监督抽查相结合，注重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从年初以来，每个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都会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全球外汇市场、股市和债市、大宗商
2 泉州检验检疫局力促集装箱回归泉州港入境通关

泉州检验检疫局对入境集装箱采取分级管理和动态监管，积极推行关检“三个一”、

品市场也因此剧烈波动。如今，美联储加息的“靴子”终于落地，对中国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人民币适当贬值拉动外贸出口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教授在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不见得就是坏事。“起码有利于我国的外贸出

“一站式”查验模式向“三互”模式升级，开展入境集装箱“一单两报”无纸化试点，充分运用“互联网+集装箱场站应用视频监控系统”，进

口。”美联储加息意味着美元进一步升值。自今年 8 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处于贬值趋势，同样的美元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这有

一步优化进口货物监管流程，缩短检验周期，提高通关效率，促进集装箱回归泉州港入境通关，提升泉州港口综合竞争力。1-11 月，泉州检验检

利于扩大海外需求，因为全球外贸大部分还是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美元加息表明美国的经济情况在持续好转，美国的需求会扩大，也会刺激

疫局共检疫查验入境集装箱 5.4 万标箱，同比增长 21.1%；其中入境空箱约 1.7 万标箱，增长 92%。

我国的出口。最新公布的 11 月外贸数据显示，当月我国外贸出口 1.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9%，大大高于预期的-1.0%，人民币适当贬值对外贸

3、厦门海关首次验放经中欧班列出口台湾机械设备

12 月 10 日，一批来自台湾台中港的全自动春卷加工机搭乘中欧（厦门）班列，驶

出口的拉动还是比较明显的。“人民币贬值对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有利。这些企业原来生存困难，如纺织服装以及机电产品等的出
口。”郎丽华说。当然，进口的成本则会提高，包括铁矿石、原油等的进口。宁波前程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轻工家居用品的进出口业

向 12000 多公里以外的波兰。这是该班列首次搭载台湾机械类产品，标志着中欧班列承运的台湾航线货物从原来的电子产品拓展至机械设备。中

务，公司董事长李晨告诉记者，公司的出口业务中，欧洲市场占了 70%，美国市场占 10%左右。李晨认为，人民币贬值对提升出口有帮助，但更

欧（厦门）班列作为全国首个直达自贸区的欧洲班列，将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无缝对接。据厦蓉欧（厦门）快铁班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关键的是中国制造还是要降低运营成本，这样才能提高竞争力。海宁一家主营涤纶工业长丝、轮胎帘子布的企业，目前产品出口占了销售额的

理邢屹介绍，应台湾市场需求，将中欧（厦门）班列拓展至台湾地区早已纳入公司规划之中，企业也在积极寻找厦门与台湾港口之间的流通货

四分之三以上，其中欧美市场占了大部分，近几年营利均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人民币贬值对外贸订单的增长肯定是有好处的，但人民币对

源。“继今年 4 月份首票来自台湾的货物搭载厦蓉欧班列顺利发运之后，我们积极揽接货源。感谢海沧海关一直以来的贴心服务和大力支持，让

欧元实际上有所升值。另外，虽然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但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贬值更厉害，同样出口欧美市场，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美联储的加息通道已经打开 进口产品不妨找替代品

我们在市场推广时更有信心！”邢屹副总经理同时介绍，该公司将加大输欧台货的发运密度与频次。

不利的影响是，随着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资本外流将加剧，将加大人民

币贬值预期。“外资对中国的投资将减少，热钱将加速回流美国，国内资本也会外流。”郎丽华表示。不过，郎丽华认为，市场实际上对美联

4、福建、浙江检验检疫局建立出口电机示范区区域合作机制

12 月 12-14 日，质检总局 2016 年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工作暨示范

储此次加息早有预期，因此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去年 12 月份美联储近 10 年来第一次加息后，市场本来预计今年会加息两到三次，但最终

企业创建工作总结部署会在泉州召开。会议期间，福建检验检疫局下属的宁德检验检疫局与浙江检验检疫局下属的湖州检验检疫局共同签署了

到年底才迎来这一次加息。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徐敏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对市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市场之前已充分预期。市场更关

《关于建立出口电机示范区区域合作机制共同促进质量技术提升合作协议》，标志着出口电机示范区区域合作正式建立。福建、浙江检验检疫局

注的是未来美联储的加息路径。从美联储目前的表态看，2017 年可能加息 3 次，当然最终不一定会有 3 次。“但可以确认的是，美联储的加息

建立的电机示范区特点鲜明，具有广阔的经验借鉴、资源共享空间。协议涵盖了技术合作、质量提升、品牌建设、行业交流、信息资源共享、检

通道已经打开。接下来一段时间，若美元强、人民币走弱，对出口企业是有利的，但不利于进口。如果国内有进口产品的替代产品，可通过减
测认证等 6 方面 12 项内容，双方将探索在示范区框架内在质量品牌提升、技术性贸易措施能力提升、NQI 能力提升等方面开展的区域合作。通过
少进口降低成本；如果没有替代产品，支出必然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国内经济还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对国
内经济的复苏是有点不利的。同样，徐敏认为，对美国来说，如果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强势美元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因为可以
吸引更多的资金回流美国，刺激本国经济。但如果目前的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是靠外需也就是出口拉动的，美元升值显然对美国的外贸出口不
利。

双方的深度合作，将为两地的电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效的质量供给新动能，共同推动两地电机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区域特色产业外贸发展。

1、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竞争加剧，趋势分化

航运动态

自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以

完成。中远海运集团总经理万敏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披露，明年主要着手于一些体制机制的重组工作，难度也不小。
12 月 21 日，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在天津宣告成立。这家新公司是整合自原中远物流、中海物流、中海船务三家公司的资

来，受国民经济强势增长的推动，中国的集装箱出口也实现快速增长。然而近年来，中国集
装箱出口的整体增速有所放缓，由此也使得中国大陆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趋势减弱。即
便如此，中国大型港口和小型港口之间的发展趋势却不尽相同。中国有若干港口位列全球最
繁忙集装箱港口。2015 年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总计达 2.1 亿 TEU，占到全球总量的 32%。
然而近年来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速却有所减缓。2011 至 2014 年期间，中国港口集装
箱吞吐量年均增长 8.5%，而 2015 年增速却放缓至了 4.5%。这反映了中国外贸出口增速的下
行趋势。2016 年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速进一步减弱，前十个月里仅同比增长了 3.7%。
尽管如此，中国大型港口和小型港口之间的发展趋势却存在差别。中国前三大集装箱港口
（上海、深圳和宁波）在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的吞吐量实现了年均 5.0%的同比增长，而
2015 年这一增速却放缓至了 3.9%。今年伴随着外贸的持续不振，这三大港口的集装箱吞吐
量在 1-10 月期间仅上升了 0.5%。其中深圳港所受冲击最大，2016 年前十个月里集装箱吞吐
量已经同比下滑 0.6%，远低于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年均 1.5%的同比增幅。造成这种下行
趋势的主要原因是珠三角区域内愈发激烈的港口竞争和制造业逐渐向内陆城市转移。总体而
言，前三大港口在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中所占比重已有所下滑，从 2009 年的 44%下降至
2015 年的 39%。而中国二线港口（排名 4-10 名）的集装箱吞吐量在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
实现了 9.8%的年均增长，增速领先于前三大港口。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造型企业选址
多元化以及快速发展的集装箱船大型化趋势。班轮公司将新交付的大型集装箱船舶挂靠在发
展更成熟的一线港口，而原先挂靠的较小型集装箱船则改至二线港口，从而推动了这些港口
的集装箱吞吐量。例如受助于秦皇岛港至广州南沙港集装箱直航航线的开通，广州港的集装
箱吞吐量有所增长；而成本上的考虑也使得一些班轮公司已经将航线挂靠港从原本的深圳港
改为广州南沙港或者该区域内其他港口。与此同时，中国三线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仍保持稳
步扩张，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年均同比增长 13%，而 2015 年同比增速仍保持在 9.3%。
2009 年中国仅有 10 个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200 万 TEU，而 2015 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
了 18 个。基建发展和港口间竞争加剧推动了三线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过去许多内陆
省份的货物会经由大型沿海港口出口，而现在一些班轮公司已经开设了直达内河港口的运输
航线。由此看来，近几年来中国集装箱吞吐量中前三大港口的主导地位正在受到动摇，而三
线港口的增长则最为迅速。虽然亚洲区域内集装箱贸易（包括中国内贸）看起来有望再次扩
张，但中国大型港口和小型港口之间的趋势分化却仍将继续。

后位居第五位，日本三家公司合并成“J 公司”位居第六，长荣海运位居第七；第八
名往后就属于第二梯队，第二梯队基本占全球集装箱市场份额的 1%左右；最后占全
球集装箱份额不足 1%的公司就只能划入第三梯队。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联盟和整合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徐剑华表示，整合是指有两家或三家公司合并成一家，公司的
数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而联盟则是公司的数量并没有减少，不能说一个联盟就是
一个公司。现在的联盟是第二代联盟。第一代联盟只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船舶共
享。第二代联盟的特点在基本维持了第一代联盟特点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另外三个特
征，分别是信息共享，营运中心、共同采购。“共享经济”时代的产物

究竟是何

原因驱动着航运企业如此步调一致地进行着整合结盟？业内专家认为，国内外航运
企业纷纷选择整合联盟，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航运业的长期低迷使航运企
业举步维艰，不联盟就意味着生存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不得不“抱团取暖”。二
是为了缩减单位成本。对于联盟的航运企业而言，联盟后有利于航运企业在相互合
作中通过共同投船、资本联合、舱位互换、码头堆场互用、船舶共享等形式进一步
压缩成本，产生规模效益。三是航运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以及“羊群效应”的推波助
澜。然而，不论是整合还是联盟都像一把双刃剑，对航运企业、航运市场、国际贸
易，对政府而言均是利弊同在。正如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董事长许立荣日前在 2016 中
远海运年会上所说，航运企业要告别在市场低谷时才抱团取暖的短期行为，转为更
加深入地应用“共享经济”模式。在“共享经济”的模式影响下，以协议合作、联
盟或者股权合作等方式来推动行业走出低谷的行为还将继续。联盟时代的差异化竞
争

当前，受“联盟化”的影响，航运企业对联盟趋之若鹜，有的甚至把联盟当成

救命绝招，仿佛一加入联盟，未来便一片坦途。事实上，在航运联盟的大趋势下，
不加入联盟的企业难免会在航运市场竞争中承受更大压力，但加入联盟并不意味着
诸事大吉。航运联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究竟会起到什么效果，是加倍
赢还是加倍输，最终还是得看身为“牌手”的航运企业自己的作为。由此可见，联
盟时代如何突出自身优势，实现差异化竞争是航运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诚然，

源，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程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平台”。据了解,物流在中远海运集团中定位于核心业务板块，因此集团
对重组后的中远海运物流寄以厚望。随着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的成立，中远海运集团的航运、金融和物流三大核心业务板块
的重组基本完成，“明年主要着手于一些体制机制的重组工作”。中远海运集团总经理万敏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披
露，目前中远海运集团的十三五规划正在制定阶段，预计 2017 年 1 月将提交董事会审议。物流野心初现

据韩骏介绍，新成

立的中远海运物流集成了原中远物流、中海物流、中海船务的优势资源，在全球运营超过 300 个仓库和堆场，拥有和控制各类
运营车辆 4000 余辆，沿“一路一带”开通多条连接中国和欧亚的国际班列，布局综合货运、仓储物流、船舶代理、工程物
流、项目物流。在整合了三家公司资源后，中远海运物流还拥有“中远海运物流”、“中国外代”、“中远海运船务”三大品
牌，在中国境内 30 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 17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500 多个销售和服务网点，
形成了遍及中国、辐射全球的服务网络系统。“在整个集团业务板块定位中，物流板块被寄予重望，试图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程
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平台。”韩骏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作为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的重组，物流最后一个完成，但其未来
发展的空间巨大。记者了解到，在挂牌之前，中远海运集团位于全球各国的服务网点正在抓紧时间进行业务重组，物流成了各
分部网点重组的重点所在。“现在航运不挣钱，物流却挺挣钱的。”中远海运印度公司总经理陈少林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透露，印度公司的资产、人员重组已经基本完成，根据新集团的定位，该公司正着手挖掘印度物流的潜力。据其透露，印度物
流的发展潜力巨大，中远海运在当地运营多年，政商关系密切信誉又好，因此物流订单持续攀升，加之印度物流的特殊环境，
利润状况比集装箱等航运业务要好。因此陈少林向集团提出加大印度投资，布局南亚的航运、港口和物流资源。正如陈少林在
印度所开拓的物流新增长点，中远海运集团希望在全球各地都有类似的资源整合后产生的新增长点和效益点，令其运输的货物
能够真正从海上延伸至内陆深处，提供全过程的物流服务。有意思的是，中远海运物流公司的定位，似乎撞上了半年前刚刚重
组了中外运长航物流资源的招商物流集团。2016 年 3 月份，招商局集团正式并购了中外运长航集团，双方重组的意图是打造
“海、陆、空” 供应链体系一体化的综合物流企业。这一定位与中远海运集团的定位高度重合。面对与招商物流定位区别的
追问，“我们还是不同的”，许立荣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远海运物流的两大优势在于全球服务网络，以及国际港
口与航线为基础的全程供应链物流服务。明年啃机制重组硬骨头

许立荣曾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过，重组后的中远海

运集团的定位是打造以航运、综合物流及相关金融服务为支柱、多产业集群、全球领先的综合性物流供应链服务集团，并在此
基础上确定了航运、物流、航运金融、装备制造、航运服务、社会化产业以及基于“互联网+相关业务”的“6+1”产业集群架
构。据记者了解，围绕“6+1”产业布局，中远海运集团过去这一年都在推进各业务板块深化改革工作，按计划先后完成了集
装箱、码头、油气、散货等业务板块的合并重组，并搭建了航运金融产业集群，推进了海外网络业务整合。

联盟可以提高舱位、码头堆场等航运相关资源的利用率，帮助企业控制成本，提升
6、航运指数：
航运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但这些又都是要依托航运企业自身具备良好发展基础
和实力才能实现。市场竞争中拼的是航运企业内功，企业发展的好，加入联盟是锦

2、航运联盟时代的差异化竞争愈演愈烈

进入 2016 年，航运企业强强联手的好 上添花，企业发展本来就存在缺陷，即使联盟也难以回天。对航企而言，不论是整

戏更是不断上演。种种迹象表明，航运业正在进行着一系列足以改变格局的合纵连横。整合 合还是联盟，只有修炼好“内功”，把好市场脉搏，在控制经营成本、提升服务质
联盟唱响年度最强音

如今全球集运排名前 20 的集运公司中实现“联盟化”的公司已达 量、强化科学管理等方面做足工夫，实现差异化竞争，航运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

到 17 家，全球航运联盟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今，随着业界整合联盟的加剧导致集装箱 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占有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划分集装箱公司的排名划分也从原来的前 20 名转变成了
三大梯队的划分。上海海事大学徐剑华教授表示，第一梯队是市场份额占到全球 3%以上的
大型公司，马士基、地中海、达飞、中远海运分别位居前四位，赫伯罗特收购阿拉伯轮船以

3、中远海运三大核心业务重组基本完成 转入体制重组

随着中远海运物流

12 月 23 日 数据： BDI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961（-4.19%）
BPI (波罗的海巴拿马型指数)：852（-36%）

有限公司的成立，中远海运集团的航运、金融和物流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的重组基本
9 月 14 日 数据：

\
BSI (波罗的海超灵便型船运价指数)：903（-7.38%）
BCI (波罗的海海岬型指数)：1169（18.48%）

CCFI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711.55（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