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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 行业周报 

 

  

市场回顾：本周沪深300上涨0.17%，交通运输行业指数下降1.33%。

细分行业中，航空板块下降1.63%，铁路板块下降1.89%，物流板块

上升0.43%，高速板块下降1.21%，港口板块下降0.84%，机场板块

下降4%，航运板块下降2,75%，公交板块下降0.51%。本周涨幅居前

的为，畅联股份（60.98%），圆通速递（12.62%），新宁物流（9.17%）

跌幅居前的为铁龙物流（-12.26%），秦港股份（-8.88%）。 

干散货航运：BDI指数本周上涨8.45%达1502点，我们年初以来对干

散货航运复苏的观点得到完美印证。今年9-11月份 FFA市场隐含的

远期BDI数值分别为1385点，1471点，1404点，铁矿石港口库存连

续9周下降。受十一假期影响，矿山在假期前出货量维持在高位，

供应相对过剩是近期BDI涨，铁矿石价格跌的主要原因。供暖季限

产会对钢厂开工率造成一定影响，但螺纹钢铁矿石价差进一步增

大，钢厂为了提高产出加大海外高品位铁矿石进口量一定程度可以

抵消限产的不利影响。从历史数据上看，BDI指数多在十一节前冲

高，十一期间回落。BDI突破1500点，航运板块情绪亢奋，板块活

跃度有望大幅提高。除干散货相关标的中远海特，中外运航运，太

平洋航运外，下周整个航运板块或均有交易性机会。 

外贸集运：本周SCFI指数下降4.99%至735.91点，其中美西航线下

降6.43%，美东航线下降7.23%，欧线下降4.55%。旺季基本结束，

需求及运价略低于预期。人民币升值，环保核查等因素导致的装载

率小幅下降是近期运价下调的直接原因。扣除汇率因素，欧美经济

复苏，集运需求改善带动周期复苏的长逻辑仍然成立。达飞宣布订

造9艘22000TEU后，地中海航运也确认了11条22000TEU的集装箱船

订单，我们认为除了地中海和达飞外，马士基、中远海控、赫伯罗

特均在忙于收购整合，并有较强的盈利诉求，进一步订造万箱集装

箱船的可能性不大。市场担忧新一轮军备竞赛或开启，叠加淡季即

将来临，中远海控A/H股均有一定程度下跌。虽然BDI与重组后的中

远海控没有直接相关性，下周受BDI超1500点影响，中远海控或受

益于航运板块估值中枢抬升。 

内贸集运：本周TDI指数环比上升5.76%，同比上升9.25%至687.93

点。内贸旺季即将来临，运价有望继续回升。 

油运市场：油轮淡季基本结束，本周克拉克森VLCC平均收益上涨67%

至8418美金/天，苏伊士型下降19%至10155美金/天，阿芙拉型下降

7%至15658美金/天。 

本周组合：中远海特40%，宁波海运30%，广深铁路30% 

风险提示：经济增速低于预期，班轮公司开启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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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基本资料  占比% 
 

股票家数 100 2.97% 

重点公司家数 - - 

行业市值 24271.12 亿元  3.87% 

流通市值 16230.05 亿元  3.68% 

行业平均市盈率 24.05 / 

市场平均市盈率 20.65 / 
 
行业指数走势图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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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远期 BDI 预测  

  

好望角

型  

巴拿马

型 

超灵便

型 

灵便

型 

隐含

BDI 

变化(较上

月) 

End August 隐含

BDI 

End July 隐含

BDI 

1 月         907  / 907  907 

2 月         759  / 759  759  

3 月         1141  / 1141  1141  

4 月         1222  / 1222  1222  

5 月         978  / 978  978  

6 月         860  / 860  860  

7 月         906  / 906  906  

8 月         1142  / 1142 1142 

9 月 20025 11525 10850 8400 1385  159  1226 1057 

10 月 20900 12400 11750 8900 1471  180  1291 / 

11 月 18650 12350 11775 8700 1404  / / / 

1 季度         936  0  936  936  

2 季度         1020  0  1020  1020  

3 季度         1144  229  915  974  

4 季度 18600 12025 11550 8700 1387  260  1127  1123  

全年均值         1122  108  1014  1017  

1 季度

(18) 10725 9425 9275 7500 1007  100  907  851 

2 季度

(18) 12400 10225 9850 7925 1102  / / /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交运行业重大事件点评 
1 计算机行业周报:移动支付再发力,微信扫码乘公交 

事件：合肥实现微信扫码乘公交,简便高效体验好。9 月 13 日,合肥公交集团 11 路、166 路两条营运线路公

交车首批安装了二维乘车码扫码终端,支持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方式付费,这标志着合肥成为腾讯乘车码进

驻华东的第一城。腾讯 CEO 马化腾亲自参加了现场体验。腾讯乘车码使用相当简便,腾讯合肥通乘车码实现

了脱网验证,机器响应速度在 0.3 秒内。 

腾讯阿里线下支付争夺战白热化。2016 年,支付宝在中国实现了 1.7 万亿美元的支付额,而在 2012 年,

这一数字仅为 700 亿美元。微信支付去年支付总额位 1.2 万亿美元,远远高于 2012 年的 116 亿美元。从 2010

年到 2015年,数字支付在中国零售支付中的比例,从 3.5%猛增到了 17%,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占据数字支付 63%

的份额。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线下支付争夺更加深入和白热化,双方的投资收购、合作、补贴、地推活动频频。

此时如果谁能在各地的公交改革中,拿下更多移动支付的入口,就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移动支付来说,各地的

公交系统涉及人数庞大,使用频率高,是人民出行的刚需,又是小额移动支付,市场巨大。 

http://114.80.154.45/EquitySalesWeb/SmartReader/?type=1&id=415864884&fav=1&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5.2.2.53965
http://114.80.154.45/EquitySalesWeb/SmartReader/?type=1&id=415864884&fav=1&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5.2.2.53965
http://114.80.154.45/EquitySalesWeb/SmartReader/?type=1&id=415864884&fav=1&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5.2.2.5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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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首辆银隆镁合金公交车下线 12 米公交车车身仅重 0.9吨 

9 月 15 日，由中科合创（北京）科技成果评价中心组织，银隆新能源与福建坤孚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

“12 米镁合金公交车身骨架设计研发”项目科技成果评价会在珠海召开。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献栋、

中国化工学会新材料专业委员会研究员金石、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镁业分会教授常毅传等 11 位业内专家

一致认定，项目成果具有创新性，对车辆轻量化技术的进步具有引领作用。 

此次镁合金材料深加工及应用的自主技术研发，标志着银隆新能源解决了镁合金应用制约难题，打造国际领

先的 12 米镁合金公交车车身技术，代表着世界绿色汽车工业新型材料的进步与跨越式发展。 

3 无人驾驶公交将登陆深圳，10月底实验两条无人驾驶线 

9 月 18 日，深圳市交委在民乐地铁公交接驳站，举行“2017 年公交出行宣传周及无车日活动启动仪式。

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刘庆生出席活动，并在仪式结束后体验乘坐早高峰公交车。 

巴士集团董事长余钢在出席活动时透露，将不断强化公交出行安全以及探索公交智能化。将在每辆公交车上

都配备破窗器，要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监控驾驶员行为和疲劳程度，为市民安全到站保驾护航。将不断完善智

能调度系统，方便用手机进行公交出行线路规划和车辆实时查询；并将与国家智能运输中心、华为公司等合

作，共同研发无人驾驶技术，“今年 10 月底将在南科大等地实验两条无人驾驶线。” 

4 首钢第二代公交车立体车库研发成功 

近日，首钢公交车立体停车库第二代产品（PPY-TGGJ 型 5 层平面移动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完成国家起重

运输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特种设备型式试验，试验报告显示，首钢公交车立体停车库第二代产品各项试

验结果符合规定，综合判定型式试验合格，取得特种设备型式试验合格证。 

据了解，首钢公交车立体停车库第二代产品是适应市场需求，专门为停放公交车研发设计而成。二代产

品主要创新点在于，存取车采用托辊横移模式，采用类似带式输送机的运作原理，通过托辊滚动实现车辆输

送，这也是公交车立体停车库第一次采用托辊横移的运输方式，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创新存取车方式。相比一

代产品采用的梳齿交换存取车模式，研发难度增加了一倍以上，不仅提高了存取车效率，同时大幅降低了运

输噪声。二代产品在整体结构方面进行优化，由一代产品建筑冶金钢结构，优化为工艺钢结构，设备整体得

到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在存停车辆数相同的情况下，车库整体高度降低了三分之一，实现更加轻量化，更节

约占地面积和美观效果 

5 珠海港新添两条“北粮南运”大通道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增至 16 条 

近日，装有 90 个标准箱的粮食集装箱列车从高栏港站驶出，分别驶向湖南东阳渡站和郴州南站，标志着“锦

州-高栏-东阳渡”、“锦州-高栏-郴州南”多式联运新通道正式开通，珠海港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增至 16 条。 

据介绍，“锦州-高栏-东阳渡”、“锦州-高栏-郴州南”通道由高栏港务、港捷联运携手安通控股联合打造。

在北方对粮食进行装箱后，从辽宁锦州港经安通控股大船运抵高栏港，再经铁路中转至东阳渡、郴州的客户

手中。 

这两条多式联运通道的开通，进一步丰富了珠海港“北粮南运”多式联运物流通道，扩大其内陆货源腹地，

增强了对东北地区、湘南地区的业务辐射能力，将使珠海港在“北粮南运”中的节点作用更加凸显。 

珠海港集团负责人表示，高栏港务、港捷联运将继续稳定优化已开通的通道，丰富以珠海港为核心支点的多

式联运物流网络，不断提升珠海港的物流辐射力，逐步形成珠海港“点线面”高效协同的核心物流通道。 

6 第三届中国物流金融创新高峰论坛今日在深圳隆重召开 

2017 年 9月 22 日，由万联网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物流金融创新高峰论坛在深圳隆重召开。为了理顺物流金融

行业发展新思路，搭建一个交流学习物流金融的平台，讨论如何将物流金融服务落地，并最终惠及到中小企

业。本次论坛得到了上海大学现代物流研究中心、五道口供应链研究院、前海产业智库、深圳市跨境电子商

务协会、融易学金融学院、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的大力支持。物流金融生态圈精英人士有超过 300 位到

场参加，各位大咖汇聚一堂，共同把脉物流金融新动态，探讨物流金融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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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动物流车将迎爆发式增长 五龙电动车打入美国 

近日，我国正在制定传统燃油车退出时间表的消息让新能源汽车颇为火热。受此消息影响，二级市场新能源

汽车板块表现较为突出，新能源汽车成为了新的投资机会。有分析师表示，目前新能源汽车正处于风口期，

把握政策驱动和产业发展趋势，各细分行业龙头将成为关注焦点，而物流车将成为新能源汽车结构中最具弹

性的车型。 

9 月 12 日，五龙电动车（00729）旗下子公司长江汽车首批出口美国电动物流车由宁波港码头正式起运，而

随着首批车辆的起运，长江汽车后续出口订单将陆续抵达美国。此前，五龙电动车于 9 月 8 日发布公告称，

美国 Chanje 公司（五龙电动车之非全资附属公司）向长江汽车订购 90 辆电动车，每辆电动车售价 10 万美

元。有业内专家认为，电动物流车 2017 年内将迎来市场爆发期，有望实现 10 万辆以上的产销量，同比增速

将超过 100%。 

8 原尚股份 9月 18 日上市 A 股物流板块再添新丁 

从事第三方物流的原尚股份（603813）于今日登陆 A 股市场，开盘上涨 44%至 14.64 元/股。公司已于 9月 6

日完成申购，以 10.17 元/股的价格发行 2207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8827 万股。 

招股书介绍，原尚股份成立于 2005 年，是华南地区较具影响力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主要为汽车整机厂及其

供应商提供零部件干线运输、配送、仓储、品质检验、流通加工以及包装等全方位、一体化的综合物流服务。

公司在广州、上海、武汉、重庆等 11 座城市设立了 14 家分子公司，物流网络覆盖全国 140 余家零部  件供

应商，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认证的“AAAA 级”物流企业。 

原尚股份董事长余军近日在公司 IPO 网上投资者交流会上表示，我国汽车零部件物流市场需求随国内汽车行

业的发展而平稳增加；从地域分布来看，中西部地区已成为我国汽车零部件物流行业新的增长点；从实施主

体来看，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市场份额将显著提升。 

9 顺丰控股:80 亿定增落地,向全能物流进军 

顺丰控股公告其定增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完成。本次发行采用询价方式定价,最终确定发行价 35.19 元/股,为

当前市场价的 7折左右,发行数量共计 2.27亿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44.11亿股,合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80 亿元。本次参与发行的投资人为 8 家机构投资者。顺丰借壳鼎泰新材上市时,分为重大资产臵换并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两项,事项于去年 12 月 12 日获得证监会批复,资产臵换与购买与今年 1 月完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标志着顺丰上市时的操作全部落地。 

10 交通部：“十一”黄金周公路交通量涨幅将超 10%  

事件：9 月 21 日，交通部透露，交通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今年“十

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公路网交通量仍将保持高位平稳运行，涨幅将在 10%以上；道路旅客运输量预计 5.6

亿人次，日均 7020 万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水路客运量 1590 万人次，日平均人数近 200 万人次，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约 5.4%。 

11 中企签约孟加拉国铁路项目，金额约 8亿美元 

事件：中国企业 16 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与孟铁道部签署多哈扎里至科克斯巴扎尔铁路项目总承包合同。

该项目合同总金额约 8 亿美元，铁路总长 101 公里，拟于 2020 年年底完工通车。项目两个标段分别被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获得。据介绍，这一铁路项目是孟加拉国十大优先发展项目

之一，也是泛亚铁路网在孟境内的关键路线，可经缅甸延伸至昆明，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建成后不仅将大力改善孟加拉国交通状况，加快旅游业发展，还将促进孟加拉国与缅甸的铁路连接，提

高地区互联互通水平，对孟加拉国乃至南亚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12 安徽出台 PPP 支持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铁路领域 

事件：安徽近日出台《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若干政策》，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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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PPP)项目建设，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政策》明确，列入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国家批准的专项规

划和区域规划的各类铁路项目，除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均向社会资本开放。 

 

公司重大事件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

包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航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十名特定投资者。本 次 

非 公 开 发 行 A 股 股 票 的 总 规 模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950,000.00 万元（含 950,000.00 万元）。

其中，南航集团将以 其持有的珠海摩天宇 50.00%股权与部分现金参与认购，拟认购 比例不低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发行规模的 31.00%， 其余投资者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

将采取面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有效期内择机发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

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69,930.00 万港元（含 369,930.00 万港元）。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运输生产情况简报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运输生产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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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航运港口 

 

http://114.80.154.45/EquitySalesWeb/SmartReader/?type=1&id=416080376&fav=1&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5.2.3.54210
http://114.80.154.45/EquitySalesWeb/SmartReader/?type=1&id=416080376&fav=1&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5.2.3.5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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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交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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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看淡：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