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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Table_BaseData] 股票家数 123 

行业总市值（亿元） 29,009.90 

流通市值（亿元） 26,761.51 

行业市盈率 TTM 12.0 

沪深 300市盈率 TTM 12.1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  1. 交运行业 2022Q2基金持仓分析：航空

物流热度依旧，交运配比环比续增  

(2022-08-01) 

2. 交运行业周报（7.18-7.24）：6月快递

业量价齐升，国产大飞机试飞成功  

(2022-07-25) 

3. 快递行业 6月份数据点评：头部加盟制

快递 ASP同比大幅提升  

(2022-07-20) 

4. 航空行业年报与一季报总结：经营压力

持续，布局行业低点  (2022-05-06) 

5. 快递行业 2021及 2022Q1财报小结： 

疫情冲击可控，盈利弹性可期  

(2022-05-06) 

 
  

[Table_Summary]  市场表现：本周 SW 交运指数-2.1%，跑输大盘(沪深 300)1.8个百分点。其中

航空-3.0%，机场+1.6%，航运-3.4%，港口-3.3%，公路-4.3%，铁路-1.8%，

公交-2.2%，物流+3.5%。板块涨幅前五个股：上海机场+9.8%、兴通股份+7.1%、

新宁物流+6.8%、申通地铁+6.2%、中谷物流+6.2%；涨幅后五个股：广汇物

流-9.8%、三羊马-8.1%、浙商中拓-7.9%、连云港-7.7%、中远海特-7.5%。 

 行业主要指数变化：航空方面，6月全行业各项指标均上涨，民航客/货运量月

环比上升 82.3%/81.4%；国航 /东航 /南航 /春秋 /吉祥客座率较上月增加

7.4pp/4.0pp/6.2pp/9.6pp/8pp；五大航 ASK环比上升 53.2%/ 91.1%/ 55.5%/ 

61.0%/164.3%；五大航 RPK环比上升 73.3%/103.6%/71.4%/60.0%/198.4%。

航运方面，BDI运价指数报收 1560点，下降 335点；油运指数出现分化，BDTI

报收 1448 点，较上周跌 18 点(-1.2%)，BCTI 报收 1404 点，较上周升 41 点

(+3.0%)；集运市场指数有所下滑，CCFI本周报收 3163点，较上周下跌 1.3%，

SCFI 报收 3740 点，较上周下跌 3.8%。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报收于 1040

点，相比于上周几乎持平，相比于去年同期上涨 40.4 点，同比增加 4.0%。 

 行业动态：1）中国商飞宣布 C919完成取证试飞，交付运营进入倒计时；2）

民航局优化调整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3）五部门印发通知为水运行业

扩大有效投资“保驾护航”；4）国家邮政局 7 月快递市场持续稳中有进，能

力水平稳步提升。 

 主要观点：8月 2日以来，义乌突发新一轮本土疫情。截至 8月 7日 9时，已

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 263例。从感染者发现方式看，前两天发现的感染者以社

会面筛查为主，近两天新增感染者基本上为隔离管控人员，疫情形势逐渐向好。

截至目前，义乌港正常提供订舱、堆场提还箱、施封查验等服务，公路集卡通

道基本通畅。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监管催化下的快递估值重构仍将持续，

行业从比拼肌肉（资本）竞争下的估值体系→比拼经营竞争下的估值体系。行

业依旧在总部利润修复的发展阶段，价格战缓和的节奏并未被需求端疫情影响

打断，长期缓步涨价的轨道持续消化通胀成本/人力成本/制度成本（五险一金）。

行业本身规模效益带来的成本持续降低，龙头具备长期利润空间。推荐标的：

韵达股份（002120）、圆通速递（600233）、中通快递（2057.HK）。 

化工物流：受安全监管趋严及疫情等“黑天鹅”事件影响，小散乱企业的竞争

优势将逐步消失，而具备稳定供应链能力的头部企业将充分受益，行业集中度

有望逐步提高。推荐标的：密尔克卫（603713）。1H2022 公司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 60-66%至 2.95-3.05亿元；二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约为 1.6-1.7亿元，

同比增长 52-61%。作为以上海为基地的化工物流企业，公司在疫情期间生产

不停摆，服务不间断，积极保增长扩收入，彰显龙头气质。在内生深化化工品

电商化业务以及外延兼并拓展物流业务的策略下，公司业务有望持续高增长。 

 风险提示：1）宏观经济增速大幅下滑；2）全球疫情反复风险；3）汇率大幅

贬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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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表现 

本周上证综指报收于 3227.0点，周涨幅-0.8%；深证成指报收 12269.2点，周涨幅+0.02%；

沪深 300 报收 4156.9 点，周涨幅-0.3%；创业板指报收 2683.6 点，周涨幅+0.5%；申万交

运指数报收 2262.4 点，周涨幅-2.1%，表现弱于大盘。 

图 1：交运板块表现（回溯一年）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2：申万一级行业本周表现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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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运行业子板块中，表现最好的板块为物流板块(+3.5%)，其次为机场板块(+1.6%)。 

本周领涨个股前五位分别为上海机场(+9.8%)、兴通股份(+7.1%)、新宁物流(+6.8%)、

申通地铁(+6.2%)、中谷物流(+6.2%)。 

图 3：交运子行业本周表现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表 1：交运行业领涨领跌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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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领涨  周领跌  

1 上海机场  56.62 -0.6 9.8 9.8 1 广汇物流  9.68 -8.0 -9.8 -9.8 

2 兴通股份  31.06 -2.6 7.1 7.1 2 三羊马  41.36 1.1 -8.1 -8.1 

3 新宁物流  5.52 -2.5 6.8 6.8 3 浙商中拓  10.77 -0.7 -7.9 -7.9 

4 申通地铁  9.96 10.1 6.2 6.2 4 连云港  3.97 0.5 -7.7 -7.7 

5 中谷物流  18.46 0.9 6.2 6.2 5 中远海特  4.64 -0.9 -7.5 -7.5 

月领涨  月领跌  

1 上海机场  56.62 -0.6 9.8 9.8 1 广汇物流  9.68 -8.0 -9.8 -9.8 

2 兴通股份  31.06 -2.6 7.1 7.1 2 三羊马  41.36 1.1 -8.1 -8.1 

3 新宁物流  5.52 -2.5 6.8 6.8 3 浙商中拓  10.77 -0.7 -7.9 -7.9 

4 申通地铁  9.96 10.1 6.2 6.2 4 连云港  3.97 0.5 -7.7 -7.7 

5 中谷物流  18.46 0.9 6.2 6.2 5 中远海特  4.64 -0.9 -7.5 -7.5 

年领涨  年领跌  

1 广汇物流  9.68 -8.0 -9.8 -9.8 1 三羊马  41.36 1.1 -8.1 -8.1 

2 中远海能  12.00 -2.1 -5.3 -5.3 2 ST 万林  2.47 - 1.2 1.2 

3 永泰运  61.22 3.0 -1.1 -1.1 3 华贸物流  8.40 1.0 -6.0 -6.0 

4 招商南油  3.48 2.7 -3.3 -3.3 4 传化智联  5.47 0.2 -4.4 -4.4 

5 招商轮船  6.57 0.3 -5.1 -5.1 5 海程邦达  17.12 1.1 -4.7 -4.7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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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跟踪 

2.1 宏观数据 

8 月 5 日，布伦特原油收于 94.1 美元/桶，周环比下降 8.9%；WTI原油收于 89.0 美元/

桶，周环比下降 6.8%。 

8 月 7 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报收 6.7405，较上周下跌 32bps。 

图 4：期货结算价：原油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5：中间价：美元兑人民币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2.2 航空数据 

截至 6 月 30 日，我国民航客运量为 2200 万人，月环比上升 82.3%；民航旅客周转量

为 344 亿人/公里，月环比上升 81.4%；民航货运量为 55 万吨，月环比上升 12.1%；民航货

物周转量为 22.7 亿吨/公里，月环比上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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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民航客运量：当月值  图 7：民航旅客周转量：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8：民航货邮运输量：当月值  图 9：民航货邮周转量：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截至 6月 30日，中国国航客座率为 63.1%，较上月上涨 7.4pp；东方航空客座率为 64.8%，

较上月上涨 4.0pp；南方航空客座率为 67.0%，较上月上涨 6.2pp；春秋航空客座率为 78.7%，

较上月上涨 9.6pp；吉祥航空客座率为 69.7%，较上月上涨 8.0pp。 

图 10：中国国航：客座率：当月值  图 11：东方航空：客座率：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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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南方航空：客座率：当月值  图 13：春秋航空：客座率：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14：吉祥航空：客座率：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截至 6 月 30 日，中国国航可利用客公里为 7763 百万座/公里，月环比上升 53.2%；东

方航空可利用客公里为 7041 百万座/公里，月环比上升 91.1%；南方航空可利用客公里为

14522 百万座/公里，月环比上升 55.5%；春秋航空可利用客公里为 2385 百万座/公里，月环

比上升 61.0%；吉祥航空可利用客公里为 1325 百万座/公里，月环比上升 164.3%。 

图 15：中国国航：可利用客公里(ASK)：当月值  图 16：东方航空：可利用客公里(ASK)：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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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南方航空：可利用客公里(ASK)：当月值  图 18：春秋航空：可利用客公里(ASK)：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19：吉祥航空：可利用客公里(ASK)：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截至 6 月 30 日，中国国航收费客公里为 4896 百万座/公里，月环比上升 73.3%；东方

航空收费客公里为 4561 百万座/公里，月环比上升 103.6%；南方航空收费客公里为 9736

百万座/公里，月环比上升 71.4%；吉祥航空收费客公里为 924 百万座/公里，月环比上升

198.4%；截至 5 月 31 日，春秋航空收费客公里为 1023 百万座/公里，月环比上升 60.0%。 

图 20：中国国航：收费客公里(RPK)：当月值  图 21：东方航空：收费客公里(RPK)：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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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南方航空：收费客公里(RPK)：当月值  图 23：春秋航空：收费客公里(RPK)：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24：吉祥航空：收费客公里(RPK)：当月值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2.3 航运数据 

散运方面，BDI 运价指数下降，8 月 7 日跌 335 点报收 1560 点。分指数中，BCI 环比

下跌 32.2%，BPI环比下跌 4.1%，BSI环比下跌 13.7%。 

图 25：干散货运价指数-BDI  图 26：干散货运价指数-分指数 BCI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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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干散货运价指数-分指数 BPI  图 28：干散货运价指数-分指数 BSI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油轮运输指数出现分化，7 月 31 日，BDTI 报收 1448 点，较上周下跌 18 点(-1.2%)，

BCTI报收 1404 点，较上周上升 41 点(+3.0%)。 

图 29：原油运输指数(BDTI)  图 30：成品油运输指数(BCTI)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集运市场指数有所下滑，CCFI本周报收 3163 点，较上周下跌 0.8%；SCFI报收 3740

点，较上周下跌 3.8%。 

图 31：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  图 32：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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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航线看，本周集运运价指数跌多涨少，其中日本航线环比下跌 3.1%，跌幅最大，而

澳新航线环比提升 2.0%，涨幅最大。 

图 33：CCFI：韩国航线  图 34：CCFI：日本航线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35：CCFI：东南亚航线  图 36：CCFI：澳新航线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37：CCFI：地中海航线  图 38：CCFI：欧洲航线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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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CCFI：东西非航线  图 40：CCFI：美西航线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41：CCFI：美东航线  图 42：CCFI：南非航线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43：CCFI：南美航线  图 44：CCFI：波红航线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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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流数据 

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截至 8 月 5 日，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报收于 1040 点，相比

于上周几乎持平，相比于去年同期上涨 40.4 点，同比增加 4.0%。 

图 45：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  图 46：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整车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图 47：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零担重货  图 48：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零担轻货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西南证券整理 

3 行业资讯 

3.1 中国商飞宣布 C919 完成取证试飞，交付运营进入倒计时 

8 月 1 日，中国商飞官微宣布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取证试飞。试飞是一款新研客机型

号取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 年 5 月，将交付给首家客户东航的首架 C919 大飞机在

浦东机场首飞。C919 六架试飞机完成全部试飞任务，标志着 C919 取证工作正式进入收官

阶段，开始全力向取证冲锋。 

新闻来源：http://www.comac.cc/xwzx/gsxw/202205/14/t20220514_7341859.shtml 

3.2 民航局优化调整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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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于 8月 7日起对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的熔断措施为：

对确诊旅客人数达到 5 例的航空公司单一入境航班，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

数 4%时，暂停运行 1 周；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 8%时，暂停运行 2 周。

熔断的航班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航线。  

新闻来源：http://www.news.cn/2022-08/07/c_1128896026.htm 

3.3 五部门印发通知为水运行业扩大有效投资“保驾护航”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进一步规范和强化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从政策

导向上对水运项目建设有积极引导和保障作用，水运建设需求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对优化提

升全国水运设施网络、强化港口航道基础设施支撑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能开尽开，

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切实扩大有效投资等意义重大。 

新闻来源：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zhghs/202208/t20220802_3662125.html 

3.4国家邮政局：7月快递市场持续稳中有进，能力水平稳步提升 

经测算，2022年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275.5，受传统业务淡季影响，环比下降 4.8%。

在行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其中服务质量指数与发展趋势指数分别为 336.6 和 68.8，

环比分别提升 0.5%和 5%。发展规模指数和发展能力指数分别为 356.9 和 202，同比分别上

升 3.8%和 1.3%。整体来看，快递市场持续稳中有进，能力水平稳步提升。 

新闻来源：https://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208-4934680.htm 

4 公司动态 

表 2：2022 年交运行业中报预计披露时间 

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8 

11  22  33  44  55  66  77  

8 9 10 11 12 13 14 

 
兴通股份  国泰航空  

 五洲交通  
中原高速  

 

  中创物流   

15 16 17 18 19 20 21 

 

赣粤高速  

中谷物流  

厦门港务  

怡亚通  

原尚股份  

中通快递  

盐田港  

厦门象屿  

招商南油  

长航凤凰  

东方嘉盛  

北部湾港   

 恒基达鑫   

 安通控股   

 吉林高速   

 长久物流   

22 23 24 25 26 27 28 

飞马国际  

东莞控股  

永泰运  

传化智联  

中信海直  

西部创业  

海南高速  

山西路桥  

盛航股份  

中铁特货  

深圳机场  

三羊马  

富临运业  

粤高速 A 

现代投资  

华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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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龙洲股份  

飞力达  

物产中大  

保税科技  

华贸物流  

嘉诚国际  

嘉友国际  

浙商中拓  

上海雅仕  

畅联股份  

南京港  

海峡股份  

天顺股份  

中储股份  

海程邦达  

海晨股份  

瑞茂通  

圆通速递  

中远海特  

江西长运  

天津港  

厦门国贸  

连云港  

四川成渝  

龙江交通  

中国外运  

辽港股份  

德邦股份  

渤海轮渡  

重庆路桥  

锦州港  

重庆港  

宁沪高速  

深高速  

锦江在线  

申通地铁  

唐山港  

吉祥航空  

 

 

 

 

 

 

 

 

 

 

 

 

 

 

29 30 31 （续 31 日）     

招商公路  

普路通  

宏川智慧  

皖通高速  

珠海港  

炬申股份  

华夏航空  

新宁物流  

上港集团  

楚天高速  

宁波海运  

厦门空港  

大秦铁路  

宁波港  

东航物流  

秦港股份  

ST 万林  

恒通股份  

湖南投资  

招商港口  

韵达股份  

顺丰控股  

申通快递  

白云机场  

上海机场  

日照港  

中远海能  

南方航空  

福建高速  

中国东航  

长江投资  

铁龙物流  

ST 海航  

山东高速  

大众交通  

春秋航空  

中国国航  

广州港  

青岛港  

广深铁路  

京沪高铁  

中远海发  

招商轮船  

中远海控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5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增速大幅下滑； 

2）全球疫情反复风险； 

3）汇率大幅贬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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