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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公布二零零七年全年业绩
业绩要点
●

公司在 2007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39 亿元，较 2006 年增加 47.3%。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91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152%。

● 于 2007 年 6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筹集资金人民币 151.3 亿元。
●

成功完成收购中远下属的全球最大干散货船队公司股权项目，成为一家集
集装箱航运、干散货航运、物流、码头和集装箱租赁等多种业务于一体的
综合航运公司。
注：2006 年数据已重列

财务概要(根据国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已重列）

93,879,963
19,085,357

63,736,923
7,573,383

47.3%
152.0%

2.05 元

0.90 元

127.8%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变动
%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全球领先的综合航运和物流服务供应商中
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或「集团」 香港联合交易所股份编码：
1919；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编号：601919）今日公布其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十二个月的全年业绩。
回顾期内，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3,879,963,007.80 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4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9,085,356,602.71 元，较去年
同期上升 152.0%。董事会建议派发末期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0.18 元，派息比例
为当年可用于派息利润的 31.2%。
2007 年是中国远洋发展过程中辉煌的一年。在 2005 年成功登陆 H 股后，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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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7 年 6 月 26 日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A 股上市”）。本次公开发
售获得超额认购 106 倍，筹集资金人民币 151.3 亿元，成为中国国内资本市场最
受欢迎的公开发售之一。
作为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远集团”）的上市旗舰和资本平台，中
国远洋 2007 年 12 月 29 日成功完成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向中远集团收购其下
属的全球最大干散货船队公司股权项目。项目完成后，本集团的经营范围和业务
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拓展，航运主业的价值链进一步延伸，成为一家集集装箱航
运、干散货航运、物流、码头和集装箱租赁等多种业务于一体的综合航运公司。

业务单元经营情况
集装箱航运及相关业务
2007 年，本集团所属集装箱航运及相关业务货运量达 5,708,550 标准箱，较上
年同期增加约 11.7％。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0,959,214,861.64 元，较上年同
期上升 17.3％。
分航线货运量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个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变动
标准箱
标准箱
%
1,505,991 1,303,027
15.6%
1,362,440 1,208,507
12.7%
1,484,310 1,500,873
-1.1%
249,177
256,513
-2.9%
1,106,632
842,418
31.4%
5,708,550 5,111,338
11.7%

跨太平洋
亚欧（包括地中海）
亚洲区内（包括澳洲）
其它国际（包括跨大西洋）
中国
合计
分航线营业收入

跨太平洋
亚欧（包括地中海）
亚洲区内（包括澳洲）
其它国际（包括跨大西洋）
中国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个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变动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
14,255,999 13,373,828
6.6%
14,098,754 9,743,126
44.7%
6,193,206 5,958,387
3.9%
2,163,104 2,507,890
-13.7%
2,529,035 1,575,506
60.5%

小计

39,240,098 33,158,737

出租船舶
相关业务收入

253,645
1,465,472

总计

297,346
1,452,818
－－－－－－－

40,959,215 34,90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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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14.7%
-4.0%
17.3%

针对航运市场形势的变化，本集团在运力资源投放及航线布局上，果断决策，采
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在亚欧航线增长迅速的情况下，实施了华南/美西南航线
7,500TEU 船舶与欧洲航线 5,500TEU 船舶的对调，加大亚欧航线运力的投入，缩
减跨太平洋航线的运力。
本集团锁定全球新兴市场和经济热点地区，及时优化航线配置。如地中海线拆分
为地中海西、地中海东两线；南非、南美两线独立运营，并开辟中美洲支线，以
加强中南美洲市场；大幅增加中国/澳大利亚航线运力；整合红海航线等。针对
中国内贸航线需求的快速增长，调派 3 艘 2,700TEU、4 艘 4,200TEU 型船舶，及
时扩充内贸航线运力。上述措施有效增强了这些市场的服务能力。
针对运力规模的进一步提升，以“释放营销潜能、扩大货源供给规模、提升单箱
贡献”为工作重点，积极采取措施保证航线舱位利用率，并推进运价提升。
在国际油价高企，货物中转费和箱管费不断上涨的势头下，本集团继续深化精益
管理，以强化经营质量监控和细化成本管理为重点，严控各项成本。针对北美内
陆中转费率急剧飙升和港口集、疏运瓶颈，在同业中率先成功开辟了加拿大鲁伯
特王子港中转路径，北美内陆中转货物成本下降幅度较大。
在控制燃油成本方面，坚持套期保值理念，规避市场风险；积极推进跨太平洋航
线燃油附加费从基本海运费中剥离和其它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收取工作，并实施加
船减速计划，通过在远东/欧洲航线实行“8 艘改 9 艘”、跨太平洋航线“5 艘改
6 艘”，达到降低燃油消耗、节能减排的双重目标。目前这一模式也在行业中得
到逐渐推广，一定程度地抑制了运力的增长，有助于行业供求平衡关系的改善。

干散货航运业务
2007 年本集团散货运输业务保持强劲增长，完成货运量 26,473 万吨，同比增长
15.1%，货运周转量约 1.4 万亿吨海里，同比增长 18.3%。其中，煤炭承运量为
9,077 万吨，同比增长 9.7%；铁矿石承运量 11,386 万吨，同比增长 19.1%，其
它货物承运量为 6,011 万吨，同比增长 23.2%。实现营业收入 49,621,014,908.06
元，同比增长 76.8%；实现营业毛利 19,647,110,976.89 元，同比增长 171.3%。
本集团拥有的自有船因其低成本、抗风险能力强而一如继往地贡献了散货单元的
主要利润；另一方面，本集团继续过去几年的成功做法，抓住市场低位，灵活运
用租入船手段，优化船队结构。2007 年，本集团的船队规模进一步扩大，结构
进一步优化，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并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全球干散货行
业内的领先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2007 年，本集团继续强化市场营销，并重点推进大客户战略，进一步巩固了与
大货主的长期合作关系，在长期合同签署方面取得实质进展。例如，本集团与首
钢签署了 20 年期 4600 万吨运输合同，与宝钢签署了第二批两艘 30 万吨级专用
矿砂船为期 20 年的巴西至中国连续航次运输合同，以及与电力企业签署沿海电
煤运输 9 年协定暨 3 年合同，同时与部分企业组建了合营公司。通过这些新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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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 合同及组建合营公司，进一步增加了长期稳定货源。
本集团继续强化市场调研和分析工作，按照“追求短期最大收益和追求长期稳定
收益相结合、运力优化与规模领先相结合、做优远洋和做强沿海相结合”的经营
理念，对 COA 合同、现货运输、程租、期租、长租、短租进行科学匹配。比如，
2007 年第四季度在相对高位锁定了今后一段时期的部分营运天，为未来业绩提
供了保障。
按 2007 年 12 月 31 日时点统计，我们已将 2008 年 54%的营运天收入锁定，各船
型锁定的平均期租水平均高于各自 2007 年全年实现平均水平，平均涨幅约 1/3。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所拥有、经营及控制的干散货船舶共有 419 艘，
32,981,460 载重吨。其中，拥有船舶 202 艘，12,884,916 载重吨，平均船龄 14.6
年；租入船舶 217 艘，20,096,544 载重吨。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拥有干散货船舶新船订单 52 艘，6,546,900 载
重吨。具体包括：超大型船 10 艘，2,976,000 载重吨；好望角型船 4 艘，708,000
载重吨；巴拿马型船 21 艘，1,913,900 载重吨；大灵便型船 17 艘，949,000 载
重吨。

航运市场展望 – 集装箱航运
2008 年世界集装箱船队的增长速度将基本稳定在前两年的水平上，同时，一些
制约实际运力发挥的因素也继续存在且有加重的迹象，如码头的拥堵、内陆运输
链的瓶颈、平均箱重居高不下、长运距集装箱货流增长、各公司在航线上增加船
舶降低速度等，将会减少有效运力的投入。尽管美国等地区经济存在一些不确定
因素，预计供求关系整体上将保持稳定。受上述因素推动，主要航线都已基本确
定了 2008 年的运价恢复计划。另外，由于受人民币升值、政府鼓励政策等多种
综合因素的影响，自 2007 年底开始，来自欧美的进口货量有明显的上升，东西
货量不平衡的状况有望逐渐得到改善。
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减速，去年以来已对跨太平洋航线的市场需求带来
不利影响。但各班轮公司努力控制在该航线的运力投入，将使总体市场保持稳定。
欧元的走强以及欧洲经济的良好表现，已经使亚欧航线取代跨太平洋航线，成为
全球第一大主干航线。预计未来欧洲航线增长的趋势仍将持续。同时，新兴发展
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南北及东西次干线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随着国家
不断取消出口退税，和一系列鼓励内需内贸政策的出台，中国内贸航运市场也存
在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面对油价上涨的趋势，努力控制燃油成本。中国远洋计划在维持各航线原有服务
的基础上，降低船队平均运营速度 10%，此举将进一步减少船舶油耗及排放，并
在有效保障服务品质的同时，提升社会责任。同时，公司继续利用各种传统手段
节能，包括船舶技术节能、燃油期货、合理安排加油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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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将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还将凭借本土优势，继续加大内
贸航线运力投放，不断扩大来自此业务的利润贡献。同时，本集团将抓住自欧美
进口明显上升的机遇，大力揽取回程货，改善货流不平衡的情况，力争实现回程
货物运输的价升量增。预计 2008 年本集团完成集装箱货运量 600 万 TEU。

航运市场展望 – 干散货航运
干散货航运业主要涉及铁矿石、煤炭、粮食等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原材料、能源和
基本民生需求，与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密切相关。
预期 2008 年，干散货航运市场在中、印等国干散货贸易高增长的推动下，需求
继续保持强劲增长。铁矿石海运需求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大部份增量仍然来自
中国。中国、印度煤炭进口将继续强劲增长，欧洲、日本煤炭进口仍可维持一定
增长，煤炭运输将成为今后推动干散货海运市场繁荣的另一重要因素。加之贸易
格局的变化所引起的运距拉长，以及老旧船舶拆解因素，2008 年国际干散货航
运市场将继续呈现供给相对不足的态势。当然，市场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若全球经济放缓进一步加剧，国内宏观调控进一步趋紧，将对干散货海运需求造
成一定影响, 但迄今对全球干散货海运业影响不大。
总体而言，2008 年的干散货航运市场是一个风险与机遇交织的市场，但利好因
素影响占据主流。中国需求继续强劲增长和贸易格局明显改变，使以吨海里计算
的运力需求增长十分强劲，市场将保持繁荣。
本集团将优化即期运力的运作，争取最大效益，同时做好适当比例的中长期运力
部署，锁定远期利润。深入研究船舶市场走势，利用有利时机改善船队结构。本
集团将继续深入推进大客户战略，探索通过与大客户建立资产纽带关系等形式，
加强与大客户的合作关系。坚持稳健经营思路，力争签订一些新的长期 COA 合同。

物流业务
2007 年本公司通过中远物流经营的物流业务营业收入为 2,321,897,933.12 元，
营业毛利为 993,447,041.83 元。

第三方物流
在产品物流方面，中远物流继续围绕家电、汽车、化工、会展等重点行业的客户，
提供供应链管理、仓储、配送等产品物流服务。在供应链金融领域，中远物流与
国内多家银行合作，为客户开展融资物流服务，既开创了新的利润渠道，又成为
稳定客户的重要手段。
在家电物流领域，中远物流在新项目开拓及原有业务深层开发方面卓有成效，在
稳定提升本土家电客户数量基础上，成功开发高端外资家电客户。2007 年中远
物流共操作家电约 4,318 万件，较 2006 年增加 40.5%。汽车物流领域，受主要
汽车客户销售量变动的影响，操作量下降。化工物流领域，华东和华南地区业务
增长迅速，且开始逐步向周边及腹地发展。2007 年化工物流操作量增加 94.6%。
在工程物流领域，中远物流在中国电力物流和石化物流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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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物流领域中又实现了新的突破。2007 年，中远物流成功完成国内外众多
重大工程物流项目，营业收入增加 8.6%。

船舶代理
中远物流以「PENAVICO」品牌经营船舶代理业务，依托自身的网络优势、科技手
段和多年的代理经验在中国港口与国内、国际的领先船公司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合
作关系，始终保持着 50%左右的市场份额。2007 年中远物流代理船舶 138,843 艘
次，较 2006 年增长 2.8%。

货运代理
中远物流处理集装箱货物 2,153,882 标准箱，较 2006 年增加 12.4%；处理散杂
货 140,884 千吨，较 2006 年增加 9%。中远物流 2007 年对空运货代资源进行整
合，对各空运公司实行垂直管理，建立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空港为核心枢纽
的网络运营模式。2007 年空运共处理 111,007 吨空运进出口货物，较 2006 年增
加了 7.7%。

码头及相关业务
根据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 2007 年 9 月公布的全球码头营运商排名，本集团所属
的中远太平洋名列第五位，占全球 5%市场份额，同比增加 1.3 个百份点。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在中国和海外 18 个港口，拥有 27 家码头公司的不
同权益，参与投资、经营和管理 140 个泊位，其中 87 个集装箱码头泊位营运中，
年处理能力达 47,450,000 标准箱。
中远太平洋 2007 年集装箱吞吐量达 39,832,964 标准箱，同比增长 21.5%；其中，
16 个中国内地码头合资公司吞吐量达 36,040,901 标准箱，同比增长 20.6%。码
头营业毛利上升 42.8%至人民币 298,366,000 元。
国内沿海集装箱干线港口吞吐量稳健增长。环渤海湾地区表现最为突出，也是中
远太平洋近年码头拓展的重点，区内 6 个码头合资公司，处理箱量达 16,931,145
标准箱，同比增长达 26.1%。长三角地区的吞吐量共 8,307,080 标准箱，增长
7.4%。珠三角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吞吐量共 12,649,235 标准箱，增长 21.6%。
本集团控股码头表现良好，张家港永嘉码头年内吞吐量处理箱量 601,801 标准
箱，同比增长 32.0%。扬州远扬码头集装箱吞吐量 253,772 标准箱，同比增加
13.8%，散杂货吞吐量增加 9.0%至 7,196,428 吨。泉州太平洋码头自 2006 年 9
月投入营运以来，业绩连创新高，2007 年吞吐量达 856,784 标准箱，增长 255.1%。
海外码头表现令人满意，新加坡中远－新港码头处理箱量 833,892 标准箱，同比
大幅增长 32.8%；比利时安特卫普码头吞吐量达 792,459 标准箱，同比增长
32.3%。2007 年 10 月正式入股埃及苏伊士运河码头，该码头于 2007 年 11 月至
12 月，完成吞吐量 319,153 标准箱。
集装箱码头吞吐量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个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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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
长江三角洲地区
珠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地区
海外地区
中国内地码头总吞吐量
总吞吐量

标准箱

标准箱

%

16,931,145
8,307,080
12,649,235
1,945,504
36,040,901
39,832,964

13,431,338
7,732,423
10,400,888
1,227,064
29,875,952
32,791,713

26.1
7.4
21.6
58.5
20.6
21.5

2007 年，中远太平洋码头项目开发取得较好成绩，进一步扩大在青岛前湾港区
及扬州江都港区的投资力度；投资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70%股权和晋江
太平洋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80%股权，加大了本公司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控股投
资力度，该地区将成为中国沿海第四大经济发展区。在海外码头方面，苏伊士运
河码头扩大于埃及塞得港东的投资，与埃及政府签订二期项目发展的经营权协议
书。 新加坡中远 – 新港码头也按照原协议内容签署了增加一个新泊位的协议。
新增码头项目和现有码头扩建项目的落实，使公司拥有权益的泊位较 2006 年增
加 25 个，包括 20 个集装箱泊位和 5 个散杂货泊位。新增码头项目将于未来一年
开始逐步投入营运，连同天津欧亚码头项目于 2007 年 9 月 20 日动工建设，为本
公司未来码头业务发展，增添动力。年内，签署入股福州港务集团合作意向书，
正积极磋商进一步合作事宜。
年内，本集团码头组合中，新投入营运的泊位合共 15 个，包括：广州南沙海港
码头 6 个集装箱泊位，其中 2 个泊位于 3 月投产，另外 4 个泊位于 9 月投产；宁
波远东码头 1 个泊位，于 3 月正式投产；盐田码头（三期）2 个泊位，分别于 3
月及 9 月投产；苏伊士运河码头 4 个已营运泊位于 10 月完成转股手续；扬州江
都 1#及 2#泊位于 12 月投入使用；这 15 个新投产泊位，有助 2008 年码头业务量
的增长。此外，中远 - 新港码头于 2008 年 1 月增加 1 个泊位营运。

集装箱租赁业务
本集团集装箱租赁、管理及销售业务，由佛罗伦货箱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负责经营和管理。面对市场激烈竞争，佛罗伦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充分发挥自身
实力，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拥有和管理箱队规模达 1,519,671 标准箱，较 2006 年
增长 21.5%，占全球租箱公司约 13.2%市场份额，居于世界第二大租箱公司。全
年平均出租率 94.5% ，高于业内约 93.0% 的水平。出租率略有下降的原因，主
要由于佛罗伦在 2007 年第四季度策略性预购约 58,000 标准箱，以应对箱价上升
趋势及满足 2008 年第一季度的客户需求。
由于年内出售之箱量少于 2006 年出售的 600,082 标准箱，卖箱收益下降，导致
佛罗伦溢利贡献下降 46.8%至人民币 975,915,000 元。
为了进一步优化集装箱租赁业务的经营模式，降低经营风险，售管箱经营模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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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成型发展。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管理箱箱队规模增加至 762,618 标准
箱 (2006 年：629,881 标准箱），占总箱队 50.2%；自有箱箱队规模 757,053 标
准箱 (2006 年：620,728 标准箱)，占总箱队 49.8%。自有箱箱队中租予中远集
运共 517,311 标准箱，国际性客户的箱量达 239,742 标准箱。
展望未来，船公司扩充船队的同时，要配置新箱和扩充箱队，对集装箱租赁需求
仍然持续增长。本集团将继续以轻资产经营模式，扩大集装箱售后管理业务，进
一步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集装箱制造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所属中远太平洋持有 16.54%中集集团股权。由
于投资收益增加，中集集团为本集团提供之净溢利贡献上升 11.0%至人民币
510,744,791.40 元。
中远太平洋于 2006 年向中集集团流通 A 股股东授出 424,106,507 份认沽期权。
由于认沽期权于 2007 年 11 月 23 日有效期届满时，未有持有人行使，2006 年拨
备的 55,181,000 美元悉数拨回。

前景
展望 2008 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经济减速，其
它地区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
航运需求继续上升。
2008 年集装箱船队的增长速度将基本保持稳定。同时，一些制约实际运力发挥
的因素也继续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有效运力的供给。预计 2008 年集装箱
航运市场供求关系整体上将保持稳定。
预期 2008 年的干散货航运市场在中、印等国干散货贸易高增长的推动下，需求
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当然，市场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全球经济放缓，国
内宏观调控可能对海运需求造成一定影响。但由于运力供给增幅较缓，预计总体
市场供需关系继续保持有利局面。
2008 年中国的物流业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据预测，2008 年中国社会物流总
额的增幅不会低于 20%，物流业增加值的增幅可达 16%左右。作为全球采购中心
的地位日益加强，外资生产和流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继续增加，带动物流需求的
增长。同时，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相应产生海外物流需求。
2008 年的集装箱码头业务，在港口布局、资源整合、货源分布、投资结构、码
头管理和信息科技配套等方面都会快速发展，但竞争也相对增加。中国经济在内
部消费增长的带动下，预期进口贸易量将保持良好增长势头。集装箱租赁业务方
面，本公司将继续以轻资产经营模式，扩大集装箱售后管理业务，优化产业结构。
作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两地上市的公司，中国远洋十分重视公
司治理水平的不断完善和提高。2008 年，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境内外的监管
8

规定，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强、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保障各项资源的有效
运用，实现经营效益、公司价值及股东回报的最大化。
作为中远集团的上市旗舰和资本平台，中国远洋将依托规模巨大、发展迅速的中
国市场，巩固并发展集装箱航运、干散货航运、物流、码头和集装箱租赁等业务，
拓展其它航运业务领域，加强综合性航运服务能力，完善航运价值链，发展成为
全球领先的综合航运企业。
-完关于中国远洋: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远洋），以及与其附属公司统称（集团）是一
家向国际及国内客户提供综合航运和物流服务的供应商，公司业务包括提供航运
价值链内的集装箱航运、干散货货运、物流、码头、集装箱租赁以及货运代理及
船务代理服务。中国远洋的各个业务皆保持市场领先地位。中国远洋拥有世界最
大的干散货船队以及世界第六大、中国第一大的集装箱船队。其码头运营及集装
箱租赁业务规模在全球排名分别为第五及第二；至于物流业务则在中国排名第
一。中国远洋分别于二零零五年六月及二零零七年六月在香港联交所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行上市。作为中远集团的上市旗舰及资本平台，中国远洋致力成为全球
领先的综合航运及物流企业。
前瞻性陈述免责声明
本新闻稿中包含若干非基于历史资料而作出的「前瞻性陈述」。依赖该等「前瞻
性陈述」涉及风险及不确定性。中国远洋相信该等「前瞻性陈述」乃基于合理之
假设，然而部分或全部假设仍可能有误。包括于此新闻稿之「前瞻性陈述」不应
视为中国远洋对于公司未来业绩表现之陈述，读者不应过于倚赖该等「前瞻性陈
述」。同时，中国远洋没有义务公开就新讯息、未来事件或其它因素更新或更改
该等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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