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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观 潮

武汉航运中心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周评 运输需求保持旺盛 运价指数略有上涨

本周，武汉航运中心出口集装箱运价

指数（WSCFI）为 1160.07 点，较上期上涨

1.03%。

本周整体运价继续上扬，部分航线涨

跌可控，多数班轮公司未调整即期订舱价

格，市场走势平稳。其中，美西、美东航

线 装 载 率 上 升 ，运 价 较 上 期 分 别 上 涨

4.14%和 2.08%；地中海、澳新航线运输需

求旺盛，运价分别上涨 2.89%和 1.35%。少

数班轮公司通过下调订舱价格获取更多

货源，其中南美西航线运价较上期下降

2.78%。

预计中下旬大部分航线会迎来春节

前的一波市场小高潮。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三峡下泄流量增加 部分航线运价下调
本周，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CCSFI）为 1000.80 点，较上

期下跌 2.81%，煤炭运输市场行情仍处于下行趋势。本周大部分地区雨

雪天气推动居民用电量增长，各大电厂存煤量持续减少，煤炭运输需求

迅速增加，煤炭运量较上周增长 26.9%。但长江湖南、安徽段运量不足，

部分航段运量较上周有所下降。长江煤炭运价本周呈现下增上抑趋

势，其中岳阳以下航段运价缓慢上行，但中上游航段因三峡下泄流量增

加，运价略微下调。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2019 年除了关注港口生产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继续推进、国内外经贸形势的不
确定性、港口资源整合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航运强国引领下沿海港口朝着“勇创世
界一流港口”方向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
国”，对港口发展也相继发出“一流的设施、
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建
设好、管理好、发展好”和“勇创世界一流港
口”的重要指示，要求港口进一步提升服务
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方向为“巩固、增强、
提升、畅通”。在交通运输领域，即补短板、
降成本，优环境、强服务，抓创新、增动能，
提效率、促融合。沿海港口在加强航道、集
疏运等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进一步规范、降低港口收费的同时，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港口服务水平，进一步
挖潜新技术在港口行业的应用，有效提升
港口生产效率和水平，促进海铁联运等多
用运输方式融合发展。

另外，2019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进一步加大，国际政
策协调难度加大，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中美贸易摩擦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摩擦影响进一步发酵，由此可能带
来港口运输产生较大波动，沿海港口需要做好相应的应
对措施。另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六稳”政策进一
步发力，继续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港口基础设施建
设应受到关注。

2019 年运输结构调整将继续大力推进，煤炭、矿石
等大宗物资运输对港口集疏运体系的要求不断提升，势
必推动港口结构调整，既包含港口内部生产方式、货类
的调整，又包含区域内港口功能的调整，将对现有港口
格局产生较大影响，沿海港口应高度关注，积极采取措
施应对。

目前港口整合趋势日益明显，逐步形成了全省整
合、央企介入、港航联动的新局面，“一省一港”的格局
初步形成，招商、中远等央企、航运企业背景主体更多
参与到港口整合中，长三角港航一体化逐步推进，未来
区域港口一体化发展趋势，大区域港口整合动力、困难
以及实施的必要性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自由贸易港政策继续实施，“1+3+7+1”自贸区格局形
成。随着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发展，自贸区甚至自贸港政
策将会对港口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上海自贸区将
进一步扩建，或将有更高水平的开放政策值得期待。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逐步推进。2018年 12月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交通运输部印发《贯彻
落实<关于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目的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整合精简执法
队伍，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地方港航管理部门
应予以高度重视，加强对于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关注，避免
在改革过渡期出现安全监管领域分工不明确、监管空缺、
工作脱节等现象，确保水运
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作 者 单 位 ：交 通 运 输
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国内外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

2019沿海港口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 贾大山 徐迪

2018 年以来世界经贸格局深刻调
整。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
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
易体制受到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
级，世界贸易受到影响，IMF 预计全年
商品和服务贸易将增长 4.2%、放缓 1.0
个百分点。我国沿海港口吞吐量预计

将达到 94.4 亿吨，基本实现预期增长。
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

景下，2019 年沿海港口生产主要指标仍
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但增速较 2018 年
略有减缓。另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继续推进、国内外经贸形势的不确定
性、港口资源整合等问题值得关注。

货物吞吐量基本实现预期增长
集装箱实现较快增长

2018年沿海港口吞吐量预计将达到
94.4 亿吨，同比增长 4.2%。由于外部环
境不确定性加大，中美贸易摩擦进程和
影响超过预期，沿海港口生产增速有所
放缓，全年增速仅快于 2015年和 2016年。

港口煤炭运输较快增长，下水格局
大幅调整。2018年煤炭供给侧改革使先
进产能不断释放，全国原煤产量达到
32.1亿吨，同比增长 5.4%。在此背景下，
2018年沿海港口煤炭及其制品生产将达
到 16.4 亿吨，同比增长 6.5% 左右，继
2017年重新夺回沿海港口第一货类的位
置之后，继续巩固规模优势。唐山港、秦
皇岛港、黄骅港和天津港四大港口占北
方港口煤炭下水量的份额达到 92%左
右。在国内结构调整政策推动下，唐山
港实现 50%超高速增长，超过秦皇岛港
和黄骅港成为北方煤炭下水第一大港
口，所占份额大幅上升至 30%。

2018 年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的引领下，钢
铁市场供需形势好转，价格高位运行，
钢铁行业扭转了多年来微利甚至亏损
的局面。但 2018 年钢铁行业良好的形
势并未传导到铁矿石需求上。受到三
大因素影响，1—11月份，国内铁矿石产
量、进口量均出现下滑。预计全年沿海
港口外贸铁矿石进口量降至约 10.1 亿

吨，同比下降 3.0%。在内贸转运增多以
及其他金属矿石较快增长的带动下，沿
海港口金属矿石吞吐量达到 15 亿吨左
右，同比微幅增长 0.5%。

2018 年国际油价总体攀升，均价同
比增长 32%，10月初一度达到 74.9美元/
桶，但随即出现暴跌，三个月跌幅超过
40%。国内产量未受到高油价作用的提
振，同比下降 1.6%。在加工需求旺盛、
国内产量下滑、贸易商投机行为等因素
带动下，我国原油进口保持 9%左右的快
速增长，带动沿海港口外贸原油进港量
实现 9%左右的增长，达到 4.1亿吨。

2018 年中国天然气需求继续保持
强劲增长势头，预计全年天然气消费量
同比增长 17.0%。需求继续带动天然气
进口快速增长，沿海港口外贸液化气、
天然气进口同比增长 21%。

预计 2018 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 2.5 亿 TEU，同比增长 5.2%，略低于原
预期的 2.52 亿 TEU。从航线结构看，国
际线受外需环境影响较大，同比增长
3.3%，增速不及预期，特别是美国航线
前 5 个月实现预期强劲增长，受贸易摩
擦第一回合影响，增速降为零，受第二
回合影响，9 月份后出现负增长。而内
支内贸线实现了 7.3%较快增长，略高于
预期水平。

近几年，港口吞吐能力适应性保持在
适度超前状态，一度触及超前水平，供求
关系和新港区开发使竞争加剧，部分码头
公司债务问题开始显现，市场调节作用也
发挥作用，建设投资连续 6年负增长，供
求关系趋向改善，资源整合不断推进。
2018 年沿海港口建设投资预计不足 500
亿元、新增沿海万吨级以上泊位 45个，投

资降幅接近 20%，吞吐能力适应性进一步
降至 1.22，依然处于适度超前区间。

2018 年港口吞吐量增速趋缓，但企
业盈利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前三季度除
厦门港、重庆港九、天津港外，其他港口
上市公司净利润均实现增长。整个港
口板块合计净利润增长达到 8.2%，同期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9.1%。

港口建设投资继续下滑
上市公司盈利保持增长

2018 年交通运输部继续规范港口
服务性收费，会同国家发改委印发了
《进一步放开港口收费等有关事项的通
知》，进一步完善港口价格形成机制，进
一步规范拖轮使用和收费管理。上海、
天津等 7家港口主动调减港口作业包干
费，进一步减轻外贸、航运企业成本。
天津等沿海城市先后出台口岸“阳光价
格清单”制度，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改
善营商环境。

2018 年沿海各省港口资源整合继
续推进，辽宁港口集团、渤海湾港口集
团、安徽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等相继

成立，基本形成了“一省一港”格局，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议价能力、有效避
免区域内竞争、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运 输 结 构 调 整 在 2018 年 加 快 推
进。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进运
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要求推动集疏港铁路建设，推进
大宗货物集疏港运输向铁路和水路转
移。 2017—2018 年津冀、山东、长三角
区域港口煤炭集港公路运输大幅下降，
逐步转为铁路或水路运输，2018 年沿海
7 个主要集装箱铁水联运港口铁水联运
量同比增长 25%。

港口吞吐量一直是经贸形势晴雨
表，2019 年沿海港口生产依然面临诸多
不确定性的影响，基于对世界经贸形势
以及我国经贸发展趋势的判断，并结合
港口自身发展趋势，综合判断 2019 年沿
海港口吞吐量达到 97.7 亿吨，同比增长
约 3.5%，增速较 2018有所减缓。

大宗散货进口有所减缓。煤炭下水
稳定增长、进口将基本持平。2019 年固
定资产投资将趋稳回升，全社会用电量
将保持在 5%—6%的增长，而新增火电
装机保持较快增长，宏观经济对于煤炭
需求仍保持健康状态。国家大力推进

“运输结构调整”，2018—2020 年国家铁
路每年将新增煤炭运量 1.5 亿吨左右，其
中“西煤东运”的主干线唐呼线、瓦日线
等是增量的重点方向，总体有利于北方
港口煤炭下水量的增长。国家积极推动
煤电企业签订长期协议合同并加强执行
力度，进口煤炭将受到合理控制。预计
煤炭进口将趋于平稳，港口煤炭进口量
将与 2018 年基本持平。综合分析，2019
年沿海港口煤炭吞吐量同比增长 4.6%。

2019 年我国铁矿石进口将小幅下
滑。首先，2019 年我国粗钢生产消费仍
处于峰值平台期，甚至可能出现小幅下
滑，不利于铁矿石进口需求的增加。其
次，港口铁矿石库存仍处高位，进口补库
动力不足。国际铁矿石市场总体将趋向
宽松，价格上涨空间不大，贸易商投机存
货动力有限，港口库存大幅增长的概率
不高。第三，废钢替代因素增加。 2017
年以来我国废钢在整个炼钢流程的应用
不断增加，未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对于
铁矿石的需求将有一定替代影响。第
四，矿石品位提升。由于我国环保要求
不断提升，对于高品质矿的需求不断增
长，进口矿石品位可能将继续有所提
升。综合分析，预计 2019 年沿海港口铁
矿石进口同比下降 1.5%，金属矿石吞吐
量同比小幅增长 0.3%，主要依靠其他金
属矿石增长带动。

尽管商务部下发 2019 年原油非国有
贸易进口允许量为 2.02 亿吨，较 2018 年
大幅增长 6000万吨，同比增长 42%，但国
内石油（特别是成品油）需求不旺，国内

原油有望稳产或小幅增长，均对原油进
口带来一定抑制。2019 年成品油出口依
然保持旺盛，同比增加 9%，是拉动原油进
口和原油加工量增长的重要因素。2019
年我国天然气需求仍将保持良好增长势
头，“煤改气”是重要推动力。综合分析，
2019 年沿海港口石油及制品吞吐量同比
增长 4.2%。沿海港口原油进口同比增长
3.6%、液化气天然气进口同比增长 20%。

集装箱方面，2019 年世界经济下行
风险增大，增长速度可能越过本轮增长
周期的顶点，出现小幅回落。而受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存在较强
不确定性等消极因素影响，国际贸易增
速将有所下滑。2019 年我国经济增速将
有所放缓，但“六稳”政策不断发力，将有
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国内消费需求基本
稳定，投资企稳回升。结合对世界及我
国经贸形势分析，预计 2019 年全国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2.6 亿 TEU，同比增长
4.0%，其中国际线增长 2.5%，美国航线不
确定性较大，“一带一路”国家航线将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内支内贸线增长约
5.6%。

从外部环境看，2019 年全球经贸发
展不确定性增强，下行风险加大，我国经
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港口吞吐量将继
续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增速进一步放缓，
码头大规模建设动力不足，而沿海港口
建设投资连续 6 年放缓，但总体能力适
应性仍处于适度超前区间。2019 年港口
主要投资在于完善集疏运通道、提升服
务功能、应对结构调整。

2019 年沿海港口资源整合大幅推
进，基本形成“一省一港”格局，市场集
中度大幅提升，进一步提升了与全球船
公司的议价能力，而改善营商环境、降
成本要求将继续影响港口收费。综合
判断，港口装卸收入、利润将较 2018 年
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港口盈利水平还
取决于业务结构、服务水平以及资本运
作能力等。总体上港口行业盈利状况
将趋于改善。在盈利的带动下 CPSI 将
略强于大盘走势，同时由于盈利能力差
异、资本结构调整各港口企业股价走势
将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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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量维持稳步增长
大宗散货进口有所减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
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

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集装箱码头。

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堆场。 本文图片由本报资料
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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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水运量分化明显
运价指数持续走低

本周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综合运价指数（CARFI）为

1118.67 点，较上期下降 4.94%。

本周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量整体下降 4.67%。上水航线运

量减少 17.19%，除少量航段运量有所增长，多数航段运量均有

较大幅度的下滑；下水航线运量增加 8.33%，各航段均呈上涨趋

势。本周的运量变化明显造成运价波动，其中部分上水航段运

价上涨 14.06%，部分下水航段运价下跌 6.02%-9.89%。

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部分航线上下水资源不匹配现象突

出，影响了船舶营运效率。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