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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行业跟踪报告  

推荐（维持）  超级油轮行业专项研究（一）：海上浮舱与原油期
货升贴水的关联，维持观点——超级油轮周期有望
提前至四季度开启 

 

 1.VLCC 用途：不可忽视的海上浮舱。1）当前海上浮舱占比仅 2.8%，远低于
高峰时 10%的占比。 2008 年油价上升期，海上浮舱一度曾经高达 1.1 亿桶，
租用了 55艘 VLCC，占当时总运力近 10%。根据克拉克森数据统计，目前 VLCC 

用于海上储油共计 20 艘（约 630 万载重吨），占比约 2.8%，属于较低水平。
2）正常情况下，触发规模提升在于两点，一是全球原油陆上可用储存空间减
少，二是原油期现价差存在套利空间时，会刺激 VLCC用来海上储油。而 2018

年相比往常会有新增的因素，在于伊朗船队何去何从。 

 2.原油期货一旦出现升水（Contango 结构）将带来海上储油需求增加。1）其
原理在于：如果现货与期货价格之间月间差足够宽，当仓储、损耗与资金成本
小于月差，则可以进行无风险套利。租用 VLCC 油轮进行储存原油现货为很
常见的方式。套利模型：套利金额=远期的月差-仓储成本-财务费用-损耗。2）
我们测算：油价 75 美元/桶，200 万桶，90 天，资金成本 2%，损耗率 0.5%的
情况下，当 VLCC 运价分别为 1 万、2 万、4 万美元时，其单位成本分别为
1.65、1.2 和 2.55 美元/桶，即当三月期原油期货升水超过该水平，则可以进行
套利。  

 3.伊朗船队何去何从，是否重回储油业务是另一观察事件。 5 月 9 号，美国宣
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单方面宣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给予不同行业 90-180

天的过渡时间。初步判断，该事件若持续发酵，将影响伊朗油运业：目前伊朗
油运船主要由 NITC（伊朗国家油运公司）负责，拥有 VLCC 数量 38 艘（载
重吨排名世界第五），在上一轮伊朗被制裁时期（即 2015 年伊核协议签署，
2016 年 NITC 重返全球油运市场前），这些 VLCC 船基本是从事亚洲内的油
运贸易以及承担本国海上浮舱功能，其运力规模占全球市场运力 5%左右。换
而言之，一旦伊朗被“经济制裁”，这些运力或重新退出全球油运市场，则会
带来 5%左右的运力减少。  

 4.维持观点：超级油轮运价连续四周反弹，周期有望提前至 18Q4 开启。此前
报告我们综合研判各事件的演绎，行业基本面的变化，我们认为，超级油轮周
期有望提前至今年四季度开启。  

1）关注 2 个事件：a）关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油运业对行业的影
响，或致 5%运力退出全球油运市场；b）：关注中美加大能源贸易的进程，或
至少带来行业运距的提升，或达 3 倍运距。 

2）观察一个指标：观察原油升水结构是否出现以及对应海上浮舱变化。  

3）基本面积极的变化：供给端拆解提速，老旧船面临逐步退出，需求端 OPEC

或对减产松动。 

4）VLCC-TCE水平涨至 7217 美元，4 周连涨，从 5 月第二周至今反弹 432%

（仍低于 2 万美金左右的盈亏平衡点）  

5）一旦周期开启，招商轮船若完成并购资产交割，弹性巨大。完成与经贸船
务并购资产交割后，假设运价水平每提升 1 万美元/天，运行天数 350 天，招
商轮船船队合计增加人民币约 9 亿元。  

 5.风险提示：目前油运市场仍处于运价低谷期，预计二季度仍然承压。今年以
来 VLCC 市场运价持续低谷，5 月平均运价为 3185 美元/天，创下最近 10 年
单季运价新低。预计二季度业绩仍承压。此外风险在于全球石油需求下降、供
给退出不及预期等。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估值及投资评级 
  

   EPS（元）    PE（倍）     

简称  股价（元） 2018E 2019E 2020E 2018E 2019E 2020E PB 评级  

招商轮船 3.61 0.16 0.25 0.33 22.56 14.44 10.94 1.26 推荐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预测      注：股价为 2018 年 06 月 13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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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LCC 用途：不可忽视的海上浮舱 

（一）当前海上浮舱占比仅 2.8%，远低于高峰时 10%的占比 

超级油轮 VLCC 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用途是海上浮舱：即用于海上大规模储油用途，30 万吨的 VLCC 可以储存约

200 万桶原油。 

正常情况下，触发规模提升在于两点，一是全球原油陆上可用储存空间减少，二是原油期现价差存在套利空间

时，会刺激 VLCC 用来海上储油。 

前者比如发生在油价低的时候，陆地原油库满罐，就会往海上存； 

后者则因为 VLCC 作为海上浮舱，相比于陆上油库具有更大的移动安全优势，便于即时即地进行套利操作，因

此一旦远期价格和现价价差超过海上租船的成本，就会有人把油储存起来，等待价格上涨。 

而 2018 年相比往常会有新增的因素，在于伊朗船队，此前报告我们指出要关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

油运业对行业的影响（或致 5%运力退出全球油运市场）。 

招商轮船年报披露：在 2008 年油价上升期，海上浮舱一度曾经高达 1.1 亿桶，租用了 55 艘 VLCC，占当时总运

力近 10%。 

根据克拉克森数据统计，目前 VLCC 用于海上储油共计 20 艘（约 630 万载重吨），占比约 2.8%，属于较低水

平。 

图表 1  2018 与 2008 年用于海上储油的运力比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克拉克森、华创证券 

（二）原油期货一旦出现升水（Contango 结构）将带来海上储油需求增加 

其原理在于：期货升水结构的特征是现货较期货更为疲软，如果现货与期货价格之间月间差足够宽，则贸易商可以

进行买现货抛期货的行为，即利用现货市场进行储存原油，当仓储、损耗与资金成本小于套利收益，可以利用即期

价格低于远期价格的行为进行无风险套利。租用 VLCC 油轮进行储存原油现货为很常见的方式。最近一次原油市场

升水结构出现在 14-15 年。 

套利模型： 

套利金额=远期的月差-仓储成本-财务费用-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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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成本：租用油轮作为浮舱，期租费用构成了主要的仓储成本支出。 

财务费用：主要是融资利息决定的资金占用成本。 

损耗：仓储货出库，可能存在损耗。海运免赔率是 0.5％，可以用此比例作为参考。 

 

图表 2  2014-2015 年原油市场出现的 Contango 结构 

 
资料来源：Zeits Energy，华创证券 

套利计算： 

参数假设： 

货值：75 美元/桶，200 万桶，合计 1.5 亿美元 

租金成本：VLCC 租金处于盈亏平衡点，2 万美元/天，90 天合计 180 万美元 

财务费用：按照年资金成本 2%算，财务费用 75 万美元（15000*2%/12*3） 

损耗：假设耗损率 0.5%，则耗损金额 75 万美元 

合计成本 330 万美元，合单位成本 1.65 美元/桶。 

即：在 VLCC-TCE2 万美元/天情况下，三个月原油期货价格较现货升水超过 1.65 美元/桶，即存在套利机会。 

同时我们测算 TCE 在 1 万和 4 万美元情况下，升水分别在超过 1.2 和 2.55 美元/桶下，存在套利机会。 

而实际上，单位的储油成本即便在 4 万美元的 TCE 水平下，占油价的比重也不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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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VLCC 储油成本测算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三）伊朗船队何去何从，是否重回储油业务是另一观察事件 

5 月 9 号，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单方面宣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给予不同行业 90-180 天的过渡时间。 

初步判断，该事件若持续发酵，将影响伊朗油运业：目前伊朗油运船主要由 NITC（伊朗国家油运公司）负责，拥有

VLCC 数量 38 艘（载重吨排名世界第五）， 

在上一轮伊朗被制裁时期（即 2015 年伊核协议签署，2016 年 NITC 重返全球油运市场前），这些 VLCC 船基本是

从事亚洲内的油运贸易以及承担本国海上浮舱功能，其运力规模占全球市场运力 5%左右。换而言之，一旦伊朗被“经

济制裁”，这些运力或重新退出全球油运市场，则会带来 5%左右的运力减少。 

图表 4  伊朗船队规模信息 

 VLCC 油运船队 

运力规模（百万载重吨） 1176 1386 

全球运力占比 5.3% 3.6% 

资料来源：克拉克森，华创证券 

根据最新的情况看，航运保险市场已经逐步有所反应。因航运金融环节、包括再保险都与美国金融业相关，而油运

保险，特别是油运污染险尤为重要。 

 

二、维持观点：超级油轮运价连续四周反弹，周期有望提前至 18Q4 开启 

此前报告我们综合研判各事件的演绎，行业基本面的变化，我们认为，超级油轮周期有望提前至今年四季度开启。 

1）关注 2 个事件：a）关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油运业对行业的影响，或致 5%运力退出全球油运市场；

b）：关注中美加大能源贸易的进程，或至少带来行业运距的提升，或达 3 倍运距。 

2）基本面积极的变化：供给端拆解提速，老旧船面临逐步退出，需求端 OPEC 或对减产松动。 

项目 内容 假设1 假设2 假设3

载重（万桶） 200 200 200

油价（美元） 75 75 75

货值（万美元） 15000 15000 15000

TCE（万美元/天） 2 1 4

天数 90 90 90

租金成本（万美元） 180 90 360

利率（年化） 2% 2% 2%

财务费用 75 75 75

耗损率 0.50% 0.50% 0.50%

损耗金额（万美元） 75 75 75

合计成本 万美元 330 240 510

单桶成本 美元 1.65 1.2 2.55

占油价比 2.2% 1.6% 3.4%

仓储成本

货值

财务费用

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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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LCC-TCE 水平涨至 7217 美元，4 周连涨，从 5 月第二周至今反弹 432%（仍低于 2 万美金左右的盈亏平衡点） 

4）一旦周期开启，招商轮船若完成并购资产交割，弹性巨大。完成与经贸船务并购资产交割后，假设运价水平每提

升 1 万美元/天，运行天数 350 天，招商轮船船队合计增加人民币约 9 亿元。 

5）海上浮仓需要依靠 VLCC 油运进行储存，存在套利活动会提升浮仓使用量，首先是影响租赁 VLCC 的租金，供

不应求情境下会导致租金提升；同时，由于海上浮仓比例提升分流运输比例，导致 VLCC 现货市场同样会出现运价

提高。 

图表 5  VLCC-TCE 一周变动 

 

资料来源：Clarksons，华创证券 

 

三、风险提示 

目前油运市场仍处于运价低谷期，预计二季度仍然承压。今年以来 VLCC 市场运价持续低谷，5 月平均运价为 3185

美元/天，创下最近 10 年单季运价新低。预计二季度业绩仍承压。此外风险在于全球石油需求下降、供给退出不及

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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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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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作以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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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履行披露义务。 

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本公司对具体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本报告所载信息不构成对所涉及证券的个人投资建

议，也未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自主作出投

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价

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预期收入可能会波动。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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