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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船员半失业 船舶保养能省则省

中海集运预亏 28 亿元 航运业寒冬延续
本报记者 孙丽朝 北京报道

昔日的国企改革标杆企业缘何
退守到了处处
“
节衣缩食”的地步？
近日， 集装箱航运巨头中海集

2015 年业绩预计亏损约
运因一纸“
28 亿元” 的公告再次引发各界的广

望于即将到来的中国远洋运输 （集
团）总公司（下称
“
中远集团”）和中国

一直处于寒冬期， 许多小的船厂或
航运企业纷纷倒闭。业界预计，在全

泛关注。中海集运内部人士向记者透

海运（集团）总公司（下称“中海集

球经济疲软，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航

露，由于经营状况不佳，许多船员收
入下降或处于半失业状况，只能寄希

团”）重组能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航运业

运业的苦日子仍然没有结束， 或将
有更多企业面临亏损或倒闭压力。

整个公司“
节衣缩食”
现在中海集运大批船员都处于上不了船的半失业状态，一些下属公司通过变相降低员工工资或削减福利的方式来减少开支。
1 月 23 日， 作为重组后的中国

输市场受需求增速放缓，新增运力持

一位不愿具名的航运业分析师

需求，各个公司为了把船装满都在争

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成员的

续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供需失衡局面

表示，2015 年集装箱航运市场整个

夺货源、争抢货主，货主也不断打压

中海集运发布了 2015 年全年业绩预
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为人民币 -28 亿元，其中，预计经营

加剧，主流航线运价屡创新低，集运
运价跌入历史低谷。 上海航运交易所
发布的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都是下滑的， 行业运力增加 9%，需
求仅增长了 4%，运力比需求多增长
了 5%，行业日渐下行，所以 2014 年

运价，企业间价格战不可避免。“
价格
战最严重的美国东海岸，2015 年末
集装箱运价约是年初的三分之一。 ”

亏损约 20 亿元，资产减值约 8 亿元。

CCFI 年度均值同比下跌 20.1%，在
2015 年 12 月份一度降至 720 点以

中海集运还有一点盈利，2015 年亏

“
节衣缩食是整个公司当前的主
旋律，连船舶保养的物料都能省则省，

对于亏损的原因， 中海集运在
其公告中表示，2015 年，全球经济复
苏疲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出口

下，创下本年新低；欧线和美线运价
均值分别下降 47.1%和 25.0%至 620.3

损就比较严重了。
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徐剑华透
露， 前几年航运企业预订的大船、新

贸易总额增速跌至 -8.0%，集装箱运

美元 /TEU 和 1481.82 美元 /TEU。

船现在还在不断出厂，运力远远超过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位中海集运
员工向记者透露，由于经营状况不佳，
行业供大于求，现在中海集运大批船
员都处于上不了船的半失业状态，一
些下属公司通过变相降低员工工资或
削减福利的方式来减少开支。
航运行业人士曾宇 （化名）向
记者透露，对于船员来说，只有上
船的时候才有较好的收入， 比如，
一个普通船员上船每月至少挣六
七千元， 而对于安排不上船的船
员，企业只给最低保障，可能只有
1000 多元。“许多公司前几年经济
状况好时招聘了许多船员，现在没
有办法安排上船，但也不太敢轻易
大范围裁员，只能这样勉强维持。 ”
对于船员半失业、 变相降薪等问
题，中海集运董秘室人士称，没有

金融资本的大举进入，导致许多人误以为市场很好，航运业由此进入了运能过剩的冰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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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世汇通频现快件异常
加盟模式春节承压
本报记者 张建锋 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 记者调查发现，

临近春节之际，快递行业的压

百世汇通出现积压快件的网点，多
是加盟店。 有市场人士指出，加盟模

力也开始
“
爆仓”，近日百世汇通就

式确实是百世汇通等快递公司跑马

被曝出快件积压，客户无法及时收
货的消息。

圈地的好方法，但随着竞争的加剧，
加盟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

快递变“
慢递”
当他的朋友赶到时，发现包裹并没有被放进冰箱，打开验货
发现鲜鹿茸已经变质发臭。
2016 年 1 月 27 日， 微博名

通，就是在通话中，随后又关机。

为“猫妓子”的博主发布消息称，
“百世汇通快递， 我们干一架吧，

这并非个案，据媒体报道，通
化刘先生 2015 年 12 月 5 日通过

快递卡在原地一周， 这么慢是要
上天啊”。

百世汇通将 2400 元的鲜鹿茸邮
寄到北京，可没想到，该快件在次

在该文的下面，“猫妓子”附

日抵达北京金盏分拨中心后，就

上了快递单号和物流跟踪情况，

没了下文。

图片显示，物流状态为运输中，承
运来源为百世汇通， 运单编号为
280479312324。

“我给朋友打电话问他收到
鹿茸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就赶紧
给快递公司打电话询问。”刘先生

百世汇通官网显示， 上述运
单 2016 年 1 月 21 日在汕尾市收
揽，22 日到东莞市虎门分拨中心，

表示，一问才知，百世汇通的北京
金盏分拨中心已经歇业， 暂时无
法投递快件，经过沟通，北京的百

发往惠州分拨仓， 在 22 日 20 点
48 分到惠州分拨仓后， 截至 1 月
28 日上午 10 点，尚未发现有进一

世汇通工作人员满口应承说鹿茸
已经放在冰箱冷冻， 可当他的朋
友赶到时， 发现包裹并没有被放

步的配送信息。 而本报记者在 1
月 28 日致电百世汇通广东服务

进冰箱， 打开验货发现鲜鹿茸已
经变质发臭。 多家媒体报道表明

热点， 等待近 16 分钟仍未接通，
而惠州分拨仓电话不是无法接

“快递无法及时送到”已经让百世
汇通饱受诟病。

网点撤销疑云

听说这样的消息。

由于春节临近，不少员工提前过年回家和离职，在北京通州
潞河等三个地方网点因人员不够，因此出现爆仓的情况。

转型能否破冰？

快件挤压，网点难辞其咎。
百世汇通网站显示，北京金

称， 百世汇通厦门部分网点停业
导致快递积压现象， 广州的部分

盏分部负责人为王敏，派送范围
为金盏乡政府、金盏村、东营村、

网点已暂停营业， 福州鼓楼区等
也出现了网点异常。

北皋村等地方，但网站所留联系
方式皆未能接通。 为此，记者致

而在 2015 年 12 月份，网上
有传言表示，百世汇通大连沙区

电百世汇通北京服务电话，得到
的回复是北京金盏分部并没有撤
销，仍在运营中。

12 营业部的经营者跑了。 百世
汇通网站输入沙区的结果也显
示，大连有 11 个站点，有大连沙

而微博名为燕郊大侠拎壶冲
发表文章表示， 百世汇通燕郊 B

区十三部、 大连沙区十四部、大
连沙区十一部，而没有大连沙区

站被撤，只能亲自取件。 同样的，
百世汇通河北客服电话也否认了

十二部。
对此， 百世汇通 大 连 地 区

这个说法，只表示该网点存在异
常，很多业务员辞职，导致快件积

负责人对媒体表示， 百世汇通
沙区 12 营业部是加盟运营，这

压很多。
同时，百世汇通北京客服人

家分部经营不善，“双 11” 期间
货量暴增， 营业部无力及时派

破产潮仍将继续

员表示，由于春节临近，不少员工
提前过年回家和离职，在北京通

送， 造成 5000 多件快件积压，
为此， 公司采取措施， 于 2015

疯狂的投资为今天的行业萧条埋下了隐患。

州潞河等三个地方网点因人员不
够，因此出现爆仓的情况。
实际上，百世汇通的问题由
来 已 久 ，2014 年 就 有 媒 体 报 道

年 11 月 30 日主动关停了这家
营业部，该分部积压的货物，由

中远中海在整合之后公司内部结构会更加优化，但仍将面临着较大的亏损压力。
面对巨亏困境和经营压力，不

罗伦货箱服务有限公司将以 77.8 亿

板块，并且正在申请设立财险公司。

利前景是比较好的。 ”

少人将中海集运的发展希望寄托在
重组之后的转型上。

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中海集运。
重组完成后， 中海集运将成为全球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航运市
场分析部副主任张永峰表示， 航运

不过， 航运界网分析师王海对
对于中海集运的转
此却更为谨慎，“

2015 年 8 月 7 日， 多只中海
系、中远系股票同时宣布停牌，开启

第三大集装箱租赁公司。 同时，中海
集运从中远集团和中海集团收购租

是重资产、长周期行业，现在的趋势
是向着轻资产、短周期来转变。互联

型，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他表示，
中海集运在集装箱租赁、航运租赁方

了中远集团和中海集团重组大幕。
在两大集团重组中， 中海集运是转
型最彻底的一个， 也是资产重组最

赁和金融业务与资产， 中海集运由
集装箱班轮营运商转型为以船舶租
赁、 集装箱租赁和非航运融资租赁

网和航运融合，金融和航运融合，是
行业发展的方向。 中海集运整合两
大集团旗下的相关板块， 有利于提

面有自己的传统优势，但非航租赁业
务是它以前从来没有涉及过的，“现
在一下子转型打造综合租赁平台，是

复杂的一个， 共涉及两家集团旗下
45 家公司。

等多元化租赁业务和投资业务为主
的综合金融服务业务提供商， 形成

高资本运作能力， 但具体效果要看
市场表现。

否能一炮打响，现在不好说。 ”
张永峰也认为， 尽管大家都说

根据此前披露的重组方案，中
国远洋将租入并经营中海集运集装

船舶租赁、 集装箱租赁和其他非航
融资租赁为一体的租赁业务平台。

上述不愿具名的航运业分析师
认为转型会给中海集运带来新的发

现在已经是行业谷底，但 2016 年航
运业的状况也不会好， 未来几年整

箱船舶和集装箱， 并以 11.4 亿元人
民币收购中海集运网络资产。 中远

据了解，中海集运本次重组交易
囊括了两大集团中包括渤海银行、上

展希望， “金融业门槛并不高，有
钱、有牌照，再找个懂行的人合作就

体状况都会比较差的。 中远中海在
整合之后公司内部结构会更加优

集团旗下的集装箱租赁业务公司佛

海人寿、海宁保险等股权在内的金融

行，中海集运有钱也有资源，未来盈

化，但仍将面临着较大的亏损压力。

中海集运的困境也折射了航运
业的整体衰败景象。

大大小小的航运公司纷纷成立，才
导致现在过剩的情况。“
2006 年、

值均处于不景气区间， 整体经营情
况不断恶化，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来还有会有中等规模的公司在大洗
牌中倒闭，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形势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航运已经历了多年寒冬， 航运业也

2007 年左右，许多人，包括开夜总
会、开酒吧的大老板，手里有点钱的

报告还指出， 已有超过六成的干散
货海运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近

不好， 另一方面是这个行业面临变
革，集装箱、散货运输的集中度都会

成为近几年中国亏损最严重的行业
之一。 2016 年 1 月 26 日，航运业的

都在四处打听， 投资一个船厂要多
少钱，由此可见当时市场的疯狂。 ”

四成的干散货海运企业流动资金长
期处于紧绷状态， 而企业融资的难

越来越高， 一些中小公司可能撑不
住。“2020 年之前，行业是不会见到

晴雨表 BDI（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报收 345 点，创下 1985 年有纪录以
来最低。
王海表示， 航运业进入冰川期
的主要原因是运力过剩。 2008 年之
前，船市特别好，但这种好不是因为
货太多， 导致船不够了所以大家都
去造船， 而是因为金融资本的大举
进入，导致许多人误以为市场很好，
盲目下单，船厂盲目增加产能，许多

疯狂的投资为今天的行业萧条
埋下了隐患。 2016 年 1 月 5 日，上
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5
年第四季度中国航运景气报告显
示，2015 年第四季度中国航运景气
指数为 83.37 点， 已经连续四个季
度处于不景气区间； 中国航运信心
指数为 51.44 点， 已经连续四年半
处于不景气区间；中国的船公司、港
口企业和航运服务企业的景气指数

度与成本都已经非常高， 已有相当
一部分干散货海运企业绷在破产边
缘。 预计在 2016 年干散货海运市
场总体依旧非常低迷的情况下，干
散货海运企业的亏损面还将进一步
加大， 势必进一步挑战本已非常紧
张的企业资金链， 或将引发干散货
海运行业的破产潮。
王海也表示， 前几年小的船厂
或航运企业撑不住的已经倒掉，未

什么曙光的， 因为消化运能的过程
非常缓慢，需要一点一点的调整。破
产 潮 2015 年 已 经 出 现 很 多 ，2016
年还会继续。 ”
上述不愿具名的分析师表示，
现在行业运力过剩的比例估计高达
30%~40%。经济什么时候变好，行业
才会有起色。对航运企业来说，当前
必须通过削减航线运力、 优化经营
结构等方式，才能巩固自身地位。

时刻分配“拼手气”更值得推广
文 / 航钛

寄望已久的航班时刻改革出现
破冰，继广州试行
“
拍卖方式分配航班
时刻”后，上海又出现了
“
试点抽签”，
二者均属于建国以来的首次试点。
具体来说，浦东机场将新增航
班时刻的一半拿出来抽签，这次共
有 14 个（7 对），按照细则规定，参
与抽签的时刻只用于国内干支线客
运飞行。
如果参照广州白云机场的拍卖
情况看，重庆航空无疑是最幸运的，
因为他们抽中的航班时刻为 14:35
和 15:35，同样的时间段，乌鲁木齐
航空出了 9099 万元把它拍了下来。
在竞争最为激烈的新进入航空公司
组中，西部航空幸运中签，选定的航
班时刻为 17:25 和 18:25，这个时间

段在广州也曾拍出了 9000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分成 A、B 两支
的东航均中签， 尽管时间段并不特
别乐观， 同出一系的上海航空也成
功中签， 同组的吉祥航空遗憾一签
未中。
时刻抽中后， 航空公司还需要
支付使用费。 使用费基准价格为每

免费使用，然而分给谁、不分给谁，
管理部门被赋予了太多权力。 正因
如此， 权力寻租的腐败案件屡有发
生。民航华北空管局前局长黄登科、
北京首都机场前董事长张志忠，乃
至最近被带走的运输司国际航空运
输处处长魏洪、 国内运输处处长苏
红也，都与此脱不了干系。

百万元的航班时刻， 一夕之间被推
高至将近上亿元。 而且纵观拍卖的
结果， 都是财力雄厚的四大航空集
团拔得头筹，民营航空几乎无缘。
一位航空公司人士感慨：“飞机
还没有飞起来就投入了上亿元，航
班时刻有效期是 3 年， 这意味着每
年分摊到 3000 万元以上的成本，航

周中任一一天、 每个时刻 17.2 万
元， 然后参照不同时段的冷热差异
乘以系数， 再根据一周执飞几天确
定最终收费金额。 由于最终所有航
空公司都选择了 7 天全部执飞，所
以每对时刻的最终使用费为 192.64

显然， 无论是广州的拍卖制还
是上海的抽签制， 都将时刻分配变
得更加公开、透明，这是航班时刻改
革中一个可喜的进步。
不过从结果来看， 拍卖是拼爹
拼财力，抽签则是拼手气，二者哪一

空公司怎么挣钱？ ”
而这一次上海浦东机场的抽签
制似乎显得更为合理，每对时刻的最
终使用费在 200 万 ~300 万元之间，
虽然与以往免费使用相比略有增加，
但还在航空公司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万、240.8 万和 288.96 万三档，这些
费用将全部缴入国库。
航班时刻改革是众望所归，以
往航班时刻的分配都采用行政分
配，表面上看虽然不需要付费，都是

个更对航空公司的胃口呢？
看看广州的结果： 九组航班时
刻最终以 超 过 5.5 亿 元 的 总 价 拍
出， 最终的标王被乌鲁木齐航空以
9099 万元摘得。 原本合理价位在数

此外，抽中的航班时刻可以在二级市
场转卖，这也为退出机制设置了良好
的体制保障。
看来， 拼手气比拼爹更值得
推广。

其他站点的快递员加班加点、
优先抢送。

加盟惹祸
加盟商又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因此如何来提高加盟商的服
务质量是快递企业面临的难题。
在百世汇通的网点中， 出现
快件积压的网点多是加盟商。 而
在国内民营快递行业中， 包括申
通等快递企业基本都是以加盟模
式为主，百世汇通也不例外。
在百世汇通的网站上，“面向
全国招商，诚招加盟”的图片仍处
于显著位置。加盟条件显示：高中
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 25~45 岁；
具备快递行业经营资质或具备取
得经营资质的条件； 具备一定经
纪实力和经营能力等。
加盟费用共有网络建设费、
风险保证金、装修保证金，其中网

损状态， 原因除了快递单价下降
外， 企业之间日趋激烈的价格竞
争也成为近年来快递行业加盟商
不断曝出网点暂停和关闭的主要
原因。
百世汇通北京客服人员也对
记者表示，之前一些加盟商退出，
原因就是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无
法支付员工工资。
上述快递行业人士进一步指
出，《反恐怖法》要求，快递企业应
当实行安全查验制度， 对客户身
份进行查验，依照规定对运输、寄
递物品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

络建设费不予退回， 风险保证金
为提高加盟网点服务质量， 提升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所收取的费
用， 该费用在加盟网点退出百世
汇通网络后退回； 装修保证金在
站点 VI（场地、门头、车体）装修
验收合格后退回。
有媒体报道称， 百 世 汇 通
一 般 的 加 盟 商 投 资 总 额 在 10
万 ~20 万元，保证金为 3 万元。
资料显示， 百世汇通还拥有
各级分拨中心 240 余个， 服务网
点 14000 余个，开通全网省级、省
内班车 1500 余条。
一位快递行业人士对记者表
示， 目前以加盟为主的民营快递
企业中，除了圆通、申通等几大企
业外，其余日子都不好过，全行业
约有三分之一的快递企业处于亏

视， 也进一步增加了快递行业的
成本， 未来快递行业的日子将会
更加难过， 而加盟商赚钱也会越
来越难。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民营快
递公司中， 申通快递公布了借壳
方案，圆通也准备借壳上市，而百
世汇通也传出要上市的消息。
物流行业专家赵小敏对记者
表示， 对于加盟模式的民营快递
公司来说，不管上市与否，要想在
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提
高自身的服务质量才是根本，而
加盟商跑路、 快件严重挤压等负
面消息出来后， 会对公司的形象
产生不好的影响， 但是加盟商又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因此如何来
提高加盟商的服务质量是快递企
业面临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