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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在日产（ ）将日租金为 万美元的 （ ，日本今治

造船 年 月造）的租约由 个月（ 周前签订）延长一年后，汽车运输市场进入超速发

展阶段。在行业专家眼中，经历了多年的投资不足 因 供应短缺而几近瘫痪的汽车运输

市场正式进入牛市。 租金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至此该船租金，相比九个月前足足上涨了

。；而与 年 月相比， 车位 的一年期租金则疯狂上涨 ，接近

倍！

这波牛市能持续多久？

 

此外，多个消息来源称，一艘现代巴拿马型船即将以每天 万美元的租金成交，并且很有可

能还将进一步上涨 ，这个趋势令船东和投资者们兴奋不已。很明显我们正在经历汽车运

输船领域有史以来最大的牛市行情，而且没有明显的缓和迹象。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这

波牛市可以持续多久？能到多高？ 月 日，大船东 以 万美元的价格

将船龄 年的 号（ ， 厦门船舶重工 年 月造）出售给

。

该笔交易是否释放出市场已接近峰值的信号呢？目前看还为时尚早。 将另一

艘姐妹船 （ 厦门船舶重工 年 月造）报价为 万美元，

并且已经有买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让市场上对租金和船价的前景极度乐观。



 
 

图 年 月 日， 将 （ 厦门船舶重工 年 月造）以 万美元的售价出售给

。上图为 的价值走势

退而求其次，大型集滚船也被热捧

 

不仅是 一船难求，具有专用汽车甲板和可观的高度与承重量的车库空间的大型集滚船

（ ）正在被 运营商热捧，因为他们迫切需要更大容量的运输船。大多数

可以在每次航程运输中容纳 辆汽车，此外还能装载 、集装箱和项目货

物。这种船型在 供不应求时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上个月， 说服 以每

天超过 美元的租金出租其高端 系列船 （ ， ，

现代尾浦造船 年 月造）。这家由那不勒斯家族经营的公司的罕见举动，表明只要价格

合适，一切都可交易。这样小众的多用途船通常只在大西洋航线上服务于 公司自有

贸易，直至拆船。很显然， 美元的日租金让 无法拒绝。

此外， 早在今年 月就从 公司购买了 船龄为

年的 （ ， ，韩国大宇造船 年 月造），

成交价格虽未公开，但据了解超过 万美元。自新冠爆发以来， 的价格一直在

上涨，这要归功于早前异常强劲的集装箱市场收益，而 的高收益驱动租金暴涨。这项交

易是 公司的明智之举，将他们从成本高昂的租船市场中拯救出来。

目前，在海上航行的 不到 艘。正是基于这种稀缺性， 二手船买卖不是

很常见。短期内的 供不应求迫使运营商探索一切补充运力的机会，以帮助他们的汽车制

造商 客户提高汽车产能，以及库存转运。运营商等不及三年后才能交付的新船。因此，

一旦筹集到足够资金，他们现在就想要买入可马上使用的运力。这对船只的市场价格产生了重

大影响。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在 年 月以 万美元的优惠价格从大宇造船

厂买下 。当时这笔交易对于母公司 是一笔大买卖。不过，竞争对手

当时批评这艘船的设计过于注重集装箱运载能力，而且对于非洲和中东市场来说，其运载能力

不足。结果， 笑到了最后。

港口延误严重， 暂定 月、 月班轮预定

 

由于船只在西北欧的主要港口延误严重，尤其在不莱梅港（ ），造成 月份

运力供应短缺进一步加剧。 （ ，韩国大宇造船 年 月造），

花了整整 天才在不莱梅港完成装卸作业。紧随其后的是 的 （

，日本今治造船 年 月造），它在不莱梅港停靠了 天，直到 月 日才离

港。

图 （ 日本今治造船 年 月造 ）在不莱梅港口的停靠时间。

随后， 采取了紧急行动，该公司通知客户所有 月和 月从欧洲到

远东、北美、大洋洲和中东的班轮预订将“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这就是所谓的“拥堵情况

加剧，货物需求激增”，导致没有仓储空间而无法运输。这一戏剧性的举动让市场倍感惊讶，

或许也有其战略性意图。既为了在汽车市场收紧的情况下保护 客户的产能，又能同时启

动比较小众的现货出口方式。

过去两年是集装箱市场的高光时段，船东们因主要港口的持续拥堵赚得盆满钵满。港口拥堵导

致市场上的船舶有效运力减少，班轮航次频率的降低加重了供需失衡，随后的不平衡逐月加

剧，并蔓延到了每条供应链中。不莱梅港是跨大西洋和远东航线 货物的重要港口。如果

到 年第四季度，平均船舶延误时间还是持续居高不下，那么汽车与重型车辆的运费及

的租金将会继续上涨，从而推高船舶的资产价值。到 年，届时国际海事组织的能

效法规（ 和 ）可能会迫使全球船队减速。 预计，对于已经运力短缺的

船舶领域，实际船舶运力将减少 至 。这将利好船东和租金受益，而不利于货主及租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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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需求数据来看，全球轻型汽车销量受北美和欧洲销量低迷以及持续的供应链问题影响，

较 年下降 。（资料来源：汽车市场预测服务公司 ）。中国继续

引领市场复苏，预计今年将售出 万辆，约占全球轻型汽车总销售的 。 年上半

年，北美新轻型汽车零售价格上涨了两位数。然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电动汽车（ ）销售量

在此期间仍保持了 的增长，欧洲为 。总体轻型汽车库存和销量均下降，但是电动汽

车（ ）销量继续增长，即使面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加剧的影响。

简要了解一下汽车出口前景最好的几个 。特斯拉准备在 年扩大上海超级工厂到全

球目的地的出货量规模。比亚迪正在与当地造船厂进行深入谈判，拟建造 至 艘 车

位（ ）的 双燃料 。蔚来将在 年进入另外 个欧洲国家市场， 年将

进入美国市场。 （越南）在美国加州开设了 家门店后，正在想办法争取让 运

营商在越南开设常规航线。中国仍将在两年内成为以电动汽车为主的汽车市场，这是令人震惊

的。垄断电动汽车产能将对未来中长期的汽车海运贸易路线产生巨大影响。

日租金料再增长

现在，让我们展望 年。我们在第一季度对 车位 一年期租达到 万美元日

租金的预测已经实现，且比预期更快。如此看来，租约上涨到每天 万美元也可能很快就会

发生。如果发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在当前的上行周期中租金达到每天 万美元的可能性。

如此高的租金这令人难以置信！考虑到再次出现航速减慢和港口拥堵情况、船队净增长情况及

预期交易环境，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预计明年全球轻型车在亚洲的销量和产量均将

增长，这对于前往主要买家所在地，也就是欧洲和北美的 运力需求是种积极信号。拉丁

美洲也正在成为中国电动汽车初创企业的目标市场，这有助于支撑 的需求。就 年

的平均租金水平而言，我们预计月度租金指数将达到每天 万美元。

那么，如此高的运价对于货主意味着什么呢？从逻辑上讲，运价必须受限于收益。运营商如何

通过 实现这一点是个难题。华伦威尔森（ ）正是利用这一牛市

周期，引导市场远离即期运输合约，达成运价更高的长期合同，以提高股东回报。因此，

和 的盈利业绩连续三个季度保持良好。对于一个很大程度上错过了集装箱

承运人从新冠疫情中获得飞来横财的行业来说，现在正是汽车运输承运人改写历史的黄金时机。

如果 运营商操作得当，你只需要看看今年专业 船东的股价涨幅和分析师的指导

意见，就能意识到远期市场的上升潜力。这并不容易，因为即期运价在紧俏市场中表现良好。

对于投资者来说，现在仍然是买入这类船型的绝佳时机，具体取决于你的时间范围。目前可预

见未来 个月的收益几乎可以保证的。

船龄为 年的现代节能型 至 车位（ ）船舶的估值在 年第四季度达到

亿美元，超过了仅 个月前在中国造船厂订购的相同规格的 双燃料新造船价格。期货

溢价情绪充斥于租船人和船东的之间，这加速了现代船舶资产价值追赶收益增长的步伐，而收

益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供应短缺驱动的。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上升周期见顶？很难说。运力供应短缺的情况还将持续 个月，

甚至可能是 个月，除非发生世界大战等重大冲击。东太平洋股票的抛售也与他们的新造船

项目及 评级有关。这些 至 年船龄，由厦门船舶重工所造的船舶能效等级较低（图

）。因此，现在，在 能效新规在 年生效之前，是卖出每股收益的好时机，因为

一旦牛市结束，每股收益的盈利能力可能会迅速减少。



 
 

图 ： （ 车位，厦门船舶重工 年 月造，）及其 等级

此外，你永远不会后悔在一个不断上涨、炙手可热的市场上卖出船舶资产。以

（ 车位，厦门船舶重工 年 月造）为例，其售价在 万至 万美元之

间。这是一个让人乍舌的价格。自 年 月以来，该船价值增长了 ，回报率仍让人

咋舌。

数据截至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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