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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旺季已至，汇率调涨利好航空 

■市场表现及行业数据 

本周 SW 交运指数+0.45%，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0.57 个百分点。

交运行业子板块中，表现最好的板块为机场板块(+6.6%)，其次为航空

板块(+2.2%)及物流板块(+0.8%)。 

本周领涨个股前五位分别为保税科技(+14.5%)、怡亚通(+11.2%)、上

海机场(+10.8%)、恒基达鑫(+10.2%)、普路通(+9.6%)。 

■本周行业动态及研究思考 

继续重点推荐物流板块国企改革核心标的：华贸物流；重点推荐供需

改善叠加旺季行情的散运板块；重点推荐大幅受益于人民币升值的航

空板块；重点推荐 8 月生产数据继续高速增长的大秦铁路；继续推荐

符合降本增效政策导向的供应链管理行业；建议关注基本面稳健，安

全边际显著的公路板块。  

■华贸物流：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将间接持有的公司 4.6 亿

股（占公司总股本 46.1%）无偿划转至中国诚通持有，划转完成后，

中国旅游集团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中国诚通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国资委作为实控人未发生变化。中国诚通是国资委首批央企建立和完

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以及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企业，

主营物流和贸易，公司划归中国诚通后有望成为中国诚通物流板块的

资本运作平台。华贸物流具备轻资产运营及激励机制到位的核心竞争

力，股权划转后公司市场化薪酬不变、市场化运作方式不变、市场化

用人机制不变，不但能够保证公司业务运营稳健，还能为公司带来新

的机遇，我们认为公司有望成为物流板块国企改革最受益标的。 

■航运板块：本周 BDI 指数一路上行，站上 1300 点，伴随供需改善及

四季度旺季到来，预计有助于散货运输企业业绩提升，重点推荐中远

海特；集运市场上马士基、东方海外等多家航企均实现扭亏或大幅增

利，供需改善逻辑逐步印证，运价上涨且大概率可保持，建议关注中

远海控。 

相关指数方面，散货市场，BDI 运价指数报收 1332 点，周环比大涨

12.6%，四项分指数 BCI、BPI、BSI、BHSI 均实现上涨，分别较上周

五上涨 22.2%、14.8%、3.7%、3.7%。同期，集运市场指数出现下跌，

CCFI 本周报收 834 点，周环比下跌 0.7%；SCFI 报收 774 点，周环

比下跌 3.5%。油轮运输指数趋势向下，9 月 7 日，BDTI 报收 701 点，

较上周五升 19 点(+2.8%)，BCTI 报收 609 点，较上周五跌 128 点

(-17.4%)。 

■航空板块：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升值，在油价相对平稳、国

际游需求回暖、供需逐步改善的前提下，汇率走势极大利好航空公司

业绩。其中，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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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2.91 亿元、2.65 亿元、3.22 亿。重点推荐三大航，建议关注春

秋航空。 

■铁路板块：大秦铁路公布 8 月经营数据，公司核心经营资产大秦线完

成货物运输量 3843 万吨，同比增加 32.20%；日均运量 124 万吨，日

均开行重车85.6列；2017年1-8月，大秦线累计完成货物运输量28480

万吨，同比增长 34.33%。继中报业绩超预期后，8 月数据体现公司经

营保持良好势头。下半年运量驱动因素未改，宏观经济向好将继续对

煤炭消费形成支撑，加之迎峰度夏和冬季采暖等用煤旺季来临，预计

公司煤运量可继续保持高增速，同时公司煤炭运价恢复至基准价，叠

加上年同期同比基数较低等因素共同影响，下半年业绩高速增长大概

率可延续，给予重点推荐。另一方面，铁路混改预期仍在，建议关注

业绩改善且混改预期较高的铁龙物流、广深铁路。 

■物流板块：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物流二十七条”，从七个方面提出了

27 项具体措施，切实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提升物流业发展水平。这是

国务院办公厅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物流行业同一专题第二次发文，充

分表明物流业产业地位的显著提升。除了利好传统物流企业，提高快

递企业快件流转速度及降低运输成本，预计还将推动企业物流管理理

念转换，利好符合政策导向的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重点推荐普路通、

宁波东力；建议关注东方嘉盛。 

■公路板块：根据交通部 2017 年第七次例行发布会称，上半年公路货

运量同比增长 9.9%，高速公路货车流量同比增长 17.7%、货运量增长

13.1%；计划组织山西、浙江、湖南等省开展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

费试点。公路板块基本面稳健，但政策压力仍在，建议关注板块蓝筹

山东高速、宁沪高速、粤高速 A、深高速。 

 

■推荐关注组合 

所属板块 推荐标的 一句话逻辑 

航空机场 

 

重点推荐 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 供需两旺+人民币升值 

 建议关注 春秋航空 业绩改善+人民币升值 

航运港口 重点推荐  中远海特 基本面改善+旺季来临 

 建议关注 中远海控 供需改善+后周期 

铁路公路 重点推荐 大秦铁路 量价齐升+高增速 

 建议关注 铁龙物流、广深铁路 国改预期提升+基本面改善 

 
建议关注 山东高速、宁沪高速、粤高速 A、

深高速 

基本面稳健+安全边际显著 

公交物流 重点推荐 华贸物流 业绩稳健+国改预期 

 重点推荐 普路通、宁波东力 符合降本增效政策导向 

 建议关注 东方嘉盛 符合降本增效政策导向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低迷，航运回暖不及预期，公路车流增速不及预期，国企改

革进程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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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市场表现 

 

本周上证综指报收于3365.24点，周涨幅-0.06%；深证成指报收10970.77点，周涨幅+0.83%；

沪深 300 报收 3825.99 点，周涨幅-0.12%；创业板指报收 1885.27 点，周涨幅-0.12%；申

万交运指数报收 3004.74 点，周涨幅+0.45%，表现强于大盘。 

 

图 1：交运板块表现 (2017.09.08 回溯一年)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申万一级行业本周表现 (2017.09.04-09.08)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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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运行业子板块中，表现最好的板块为机场板块(+6.6%)，其次为航空板块(+2.2%)及物流板

块(+0.8%)。 

本周领涨个股前五位分别为保税科技(+14.5%)、怡亚通(+11.2%)、上海机场(+10.8%)、恒基

达鑫(+10.2%)、普路通(+9.6%)。 

 

图 3：交运子行业本周表现 (2017.09.04-09.08)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1：交运行业领涨领跌个股 

排名    个股 股价 日涨幅 周涨幅 月涨幅 年涨幅  排名 个股 股价 日涨幅 周涨幅 月涨幅 年涨幅 

 周领涨        周领跌      

1 保税科技  4.65   0.2   14.5   14.8   -25.8   1  厦门港务 14.62   -1.5   -9.4   -11.3   43.1  

2 怡亚通  8.96   -1.1   11.2   11.2   -16.7   2  厦门空港 25.62   0.9   -4.9   -5.6   18.0  

3 上海机场 42.39   3.9   10.8   8.6   61.7   3  象屿股份 10.68   0.4   -4.7   -5.2   -6.2  

4 恒基达鑫 10.03   4.3   10.2   8.1   19.4   4  皖江物流  4.40   -1.1   -4.3   -2.0   -23.5  

5 普路通 18.80   3.7   9.6   6.9   -7.6   5  铁龙物流 13.89   2.2   -4.0   -3.5   73.1  

 月领涨        月领跌      

1  保税科技  4.65   0.2   14.5   14.8   -25.8   1  厦门港务 14.62   -1.5   -9.4   -11.3   43.1  

2  怡亚通  8.96   -1.1   11.2   11.2   -16.7   2  建发股份 12.12   -0.4   -3.9   -5.6   16.8  

3  音飞储存 14.06   -1.5   9.5   8.7   -21.7   3  厦门空港 25.62   0.9   -4.9   -5.6   18.0  

4  德新交运 48.81   2.3   5.4   8.6   484.4   4  象屿股份  0.68   0.4   -4.7   -5.2   -6.2  

5  上海机场 42.39   3.9   10.8   8.6   61.7   5  广州港  7.12   0.1   -2.2   -3.7   116.3  

 年领涨        年领跌      

1  德新交运 48.81   2.3   5.4   8.6   484.4   1  天顺股份 37.81   -1.6   2.2   1.9   -40.7  

2  广州港  7.12   0.1   -2.2   -3.7   116.3   2  海汽集团 12.21   -     -2.6   -3.1   -34.7  

3  华北高速  9.09   -1.8   0.8   0.4   87.4   3  富临运业 10.14   -1.2   1.5   2.3   -32.4  

4  珠海港 11.09   0.7   0.5   -0.7   76.9   4  强生控股  7.79   0.1   -0.8   -0.1   -28.8  

5  铁龙物流 13.89   2.2   -4.0   -3.5   73.1   5  长久物流 31.54   2.1   3.3   3.1   -27.6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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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数据跟踪 

 

2.1. 宏观数据 

9 月 8 日，布伦特原油收于 53.78 美元/桶，周环比增幅+1.95%；WTI 原油收于 47.48 美元/

桶，周环比增幅+0.40%。 

 

9 月 8 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报收 6.5032，较上周五上涨 877bps；9 月 8 日，12 个月美

元兑人民币 NDF 报 6.6021，较上周五上涨 705bps。  

 

 

图 4：最新原油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5：最新汇率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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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业数据 

 

航空 

 

2017 年 9 月，进口航空煤油到岸完税价格 4084 元/吨，国内航空煤油出厂价(含税)达到 4054

元/吨，较去年同期 3422 元/吨及 3392 元/吨的价格，同比上涨 19.35%和 19.52%，较 2017

年 8 月环比上升 5.28%、5.33%。 

 

图 6：航空燃油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本周(2017.09.04-09.10)航空市场总体景气度继续下滑，暑假结束后，行业整体景气度进入

下行通道，预计 9 月景气度将继续处于低位，随后将迎来国庆黄金周的景气高点。 

 

图 7：总体航空景气度水平 2014-2017(Week37)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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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量价指数周环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9：客座率指数走势  图 10：客座率指数周同比、周环比 

 

 

 

资料来源：Wind，中航信，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中航信，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航运 

散货市场，BDI 运价指数报收 1332 点，周环比大涨 12.6%，四项分指数 BCI、BPI、BSI、

BHSI 均实现上涨，分别较上周五上涨 22.2%、14.8%、3.7%、3.7%。同期，集运市场指数

出现下跌，CCFI 本周报收 834 点，周环比下跌 0.7%；SCFI 报收 774 点，周环比下跌 3.5%。

油轮运输指数趋势向下，9 月 7 日，BDTI 报收 701 点，较上周五升 19 点(+2.8%)，BCTI

报收 609 点，较上周五跌 128 点(-17.4%)。 

 

图 11：干散货运价指数-BDI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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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干散货运价指数-分指数 BCI  图 13：干散货运价指数-分指数 BPI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4：干散货运价指数-分指数 BSI  图 15：干散货运价指数-分指数 BHSI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6：中国/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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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原油运输指数(BDTI)  图 18：成品油运输指数(BCTI)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物流/快递 

 

图 19：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分业务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0：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分地区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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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32 亿件，同比增长 28.4%；业务收入完成 391.7

亿元，同比增长 25.8%；1-7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205.2 亿件，同比增长

30.3%；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572.9 亿元，同比增长 27%；1-7 月，快递与包裹服务品牌集中

度指数 CR8 为 77.8，与上半年基本持平。 

 

图 21：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及收入-分业务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2：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及收入-分地区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3：规模以上快递业务客单价-分业务  图 24：规模以上快递业务客单价-分地区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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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期工作 

3.1. 调研会议 

表 2：近期调研及上市公司交流 

月份 所属板块 交流公司 

2017 年 08 月 航空机场 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中国国航 

 航运港口 中远海能、宁波港 

 公路铁路 中原高速、大秦铁路 

 公交物流 音飞储存 

2017 年 07 月 公路铁路 宁沪高速、山东高速 

 公交物流 华贸物流、普路通 

2017 年 06 月 航空机场 东方航空、深圳机场 

  公交物流 欧浦智网、飞马国际、腾邦国际 

2017 年 05 月 航运港口 中远海发 

 公路铁路 铁龙物流、中原高速 

 物流快递 普路通、易见股份 

2017 年 04 月 航空机场 春秋航空、东方航空、中国国航、吉祥航空 

 航运港口 外运发展、招商轮船 

 公路铁路 楚天高速 

 公交物流 青岛物流研讨会、2017 中国城市运力峰会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2. 动态报告 

表 3：近期主要行业动态报告 

月份 所属板块 覆盖公司 报告标题 

2017 年 08 月 公交物流  快递月评(2017.07)：量价增速差继续收窄,纸箱涨价推进“绿色快递” 

2017 年 07 月 航空机场 三大航 三大航 06 月生产数据点评：同比增速有所放缓，旺季量价双涨可期 

 公交物流  快递 06 月速评：二季度发力拉升上半年总体增速，快递实名收寄信息系统加速推进 

2017 年 05 月 航空机场 三大航 三大航 04 月生产数据点评：客座率票价双涨，产投效能提升 

 公交物流  快递月评(2017.04)：16 年行业统计数据公布，结合 4 月数据揭示快递业发展新常态 

2017 年 04 月 航空机场 三大航 三大航 03 月生产数据点评：国际市场短期承压，航线网络亟待优化 

   机场收费改革点评：提价范围不及预期，厦门空港或成最受益标的 

   安信航空周报(03.27 - 4.02)：油涨汇贬，航空票价提升 

 航运港口  安信航运日报(04.17)：中国一季度成全球最大原油买家 

   安信航运日报(04.11)：IMO 准备制定航运业未来五年战略框架 

   安信航运日报(04.07)：扬子江船业一季度获 13 艘新船订单 

   安信航运日报(04.05)：海航竞购全球最大船舶融资银行 

 公交物流  快递 3 月数据点评：业务量增速放缓趋势明显，单价跌幅继续收窄 

2017 年 03 月 航空机场 三大航 三大航 02 月生产数据点评：国内市场平稳发展，国际市场受到挤压 

  航运港口   安信航运日报(3.24)：天津港集团与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合作 

      安信航运日报(3.23)：SM 集团寻求收购海外航运公司 

      安信航运日报(3.22)：油船成为今年新造船市场最活跃船型 

      安信航运日报(3.21)：马士基、MSC 和 HMM 开启战略合作 

      安信航运日报(3.20)：日本第一中央汽船连亏 5 年后，预计 2016 盈利(1) 

  公交物流   快递 2 月数据点评：业务量增速符合市场预期 

      快递上市公司 2016 年业绩简评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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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近期主要公司动态报告 

月份 所属板块 覆盖公司 报告标题 

2017 年 08 月 航空机场 中国国航 客运市场供需两旺，汇兑损益由负转正 

  厦门空港 生产数据符合预期，金砖峰会窗口期来临 

  白云机场 枢纽建设顺利推进，有望构筑非常规产能周期 

  海航控股 天航首次并表，国际航线运力几近翻番 

  春秋航空 航线结构优化调整，成本管控精细增效 

 航运港口 营口港 成本优势助力货源开发，港口整合值得关注 

  锦州港 区位及政策优势兼备，主业稳健副业活跃 

  厦门港务 贸易规模快速扩大，利息折旧拖累业绩 

  北部湾港 “散改集”目标直指千万标箱，坚定推进资产臵换提升运营效能 

 公路铁路 皖通高速 主营业务表现突出，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海南高速 多领域布局，向“大健康大旅游”转型 

  大秦铁路 中报业绩超预期，量价齐升可持续 

  龙江交通 主业稳定，多元化经营深化发展 

  宜昌交运 转型之路：发展旅游产业，培育现代物流 

  深高速 巩固主业优势，多元协调发展 

  赣粤高速 主业稳健副业提速，资本运作步步为营 

 公交物流 新宁物流 高新业务增利，并购助力产业链布局 

  皖江物流 推进“能源+物流”转型，经营表现突出 

  建发股份 大宗商品回暖，供应链核心板块量价齐增 

  圆通快递 短期增速放缓，收购先达加快国际化布局 

  申通快递 加快网络布局，进军冷链物流 

  音飞储存 践行“重塑”战略初见成效，股权投资深化产业布局 

2017 年 07 月 航运港口 中远海控 业绩筑底供需向好，并购重组协同增效 

2017 年 06 月 公交物流 厦门国贸 三大业务协同共生，适度多元激发整体效能 

  华鹏飞 依托移动信息化，加码大物流生态圈 

  江西长运 四化分流影响客运主业，三业并举静候破茧成蝶 

  今天国际 在手订单确保业绩无忧，业务扩张打开成长空间 

  怡亚通 五大集群衍生十大平台，供应链生态圈稳步推进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3. 深度报告 

表 5：近期深度报告 

月份 报告类型 所属板块 推荐标的 报告标题 

2017 年 08 月 行业深度 公交物流 华贸物流 笃学诚通变迁，畅想国改动向 

 公司深度 公交物流 宁波东力 奇袭供应链管理匡扶主业，年富十年磨一剑初试霜刃 

 公司深度 航运港口 秦港股份 依托煤炭布局矿石，募投打造综合大港 

 公司深度 公路铁路 山东高速 济青高铁开通对公路分流影响几何?（山东高速扩展研究） 

2017 年 07 月 公司深度 公路铁路 山东高速 业绩优良收益稳定，低估值蓝筹酝酿复苏 

2017 年 06 月 公司深度 公路铁路 大秦铁路 费率调整凸显价格优势，运量回流扫除业绩阴霾 

2017 年 03 月 公司深度 公交物流 普路通 供应链领域领先者，三级驱动力助推公司发展 

2017 年 02 月 行业深度 航运港口 中远海特 干散货供需现剪刀差,周期底部迎风起 

  公司深度 公交物流 音飞储存 主业稳健，“机器人+货架”成未来看点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低迷，航运回暖不及预期，公路车流增速不及预期，国企改革进程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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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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