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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9.SZ、02039.HK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代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1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中信建投交通运输行业首席分析师 韩军 

中信建投机械行业分析师 韩非 

时间 2022 年 5月 19日 16：00-17：00 

地点 中集集团总部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中集集团董事会秘书 吴三强 

中集集团证券事务代表 何林滢 

中集集团投资者关系高级经理 巫娜 

中集集团投资者关系经理 韩晓娜 

投资者关系活

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主要业务板块类 

1、2021 年至今，集装箱的运价走势如何？集装箱量价提升的驱

动因素是什么？ 

答：从业内权威咨询机构德鲁里发布的数据来看，集装箱运价指

数从 2021 年 3 月份的 5000（US$/40ft）一路上涨，到 21 年 9月

份超过 10000，创下历史高点；随后保持在 9000 上方微幅波动。

进入 2022 年，集装箱运价指数有所回调，4月份的运价指数约为

8000 左右，但整体来看仍处于历史高位。运价从前期高位下滑的

原因一方面是 1季度为集运行业的相对淡季，另一方面由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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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使得上海港的货运需求不足。近期，随着上海逐步放开复工

复产，需求有一定程度的回暖，上海前往洛杉矶港口的集装箱运

价亦有企稳回升的趋势。 

2021 年度集装箱量价提升的驱动因素，一是去年全球经济的快速

复苏，带动贸易量的强劲增长，航运市场景气度较高；另一方面，

全球供应链拥堵造成空箱回流速度缓慢。 

2、2022 年集装箱量价走势展望？ 

答：2021 年为不平凡的一年，步入 2022 年，集装箱干箱的销量

及价格都有所回调，但是预期整体处于历史平均水平以上，年初

地缘政治事件及疫情之前，行业内权威的咨询机构德鲁里预计集

装箱制造业全年产量会接近 400 万 TEU，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但由于年初全球地缘政治、部分城市疫情反复，可能会对市场需

求带来一定的临时性冲击。 

目前，随着国内疫情缓解，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外贸需求以

及集运市场已经出现部分回暖。 

3、公司在 LNG 领域的布局以及俄乌战争的影响？ 

答：当前，本集团旗下中集安瑞科的天然气业务涵盖了陆上和水

上天然气产业链，是为数不多的核心设备较为齐全的供应商之一。

LNG 方面，中集安瑞科主要提供 LNG 陆上装备（例如 LNG 调峰

储罐、LNG 槽车、LNG 罐箱、LNG 车用瓶、LNG 小罐、液化工

厂/井口撬装设备）及 LNG 水上装备（例如中小型 LNG 运输船及

LNG 加注船等）。 

从俄乌局势来看，因为欧洲比较多的还是以管道气来运输，现在

受俄乌战争影响会开始考虑从其他地方来拓展气源，比如中东、

美国等，从而会产生对液化气船等海上 LNG 运输装备的需求，同

时对于 LNG 接收站以及 LNG 储运装备的需求也会提升，对公司

有利好影响。 

4、公司道路运输车辆板块海外业务快速增长的原因和经营亮点

是什么？  

答：2022 年一季度，受益于海外零售消费额、公路货运价格保持

高位的刺激，中集车辆海外市场销量与收入呈现稳健增长态势。 



3 

北美市场方面，凭借跨洋经营优势，车辆板块积极落实北美业务

的战略举措，发挥全球资源整合优势，通过集中采购以及数字化

全球供应链管理，把控全球物流配送成本，优化本地生产制造布

局，积极捕捉业务增长契机。2022 年一季度，中集车辆北美市场

的半挂车需求持续释放，北美业务获得亮眼增长，收入同比大幅

提升 108.8%。欧洲市场方面，主要半挂车市场经济持续回暖，延

续温和复苏态势，但在全球地缘冲突影响下，欧洲业务发展危中

有机，销量与收入稳步提升。 车辆业务将践行欧洲业务战略计划，

积极把握市场先机。 

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海外半挂车市场的需求复苏明显。美国半

挂车和物流运输装备市场复苏，2022 年北美市场的半挂车需求 

向好。欧洲方面，受通胀影响，加之疫情反复，多种宏观因素或

将持续影响全球供应链，市场供需矛盾将持续存在，欧洲市场半

挂车的供应链与生产制造能力面临新的挑战，行业将加速洗牌，

市场集中度有望提升。 

5、未来物流行业竞争是较为激烈的，公司对于物流领域的发展是

如何考虑的？ 

答：中集的物流服务业务聚焦多式联运战略，以“装备+科技”核

心，进一步深耕全球主要航线，延伸服务链条，加强国际目的港

属地服务能力布局，加大与铁路的合资合作，同时适度构建运力，

全面提升控货能力，并在冷链、工程项目、能源化工等专业物流

领域加速布局。 

区别于市场上的传统货代，我们具备自揽货能力和控箱能力的竞

争优势，这不仅意味着我们拥有自己的货源客户，同时能够使货

物在物流网络中快速高效地流转。目前多式联运业务占我们物流

业务的比重较大，中集集团的物流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客户的青

睐和合作，近两年发展非常快，未来将保持较高速度增长。 

6、公司一季度海工业务发展情况怎么样？  

答：2022 年 1 季度，伴随油价上涨，公司在海工分部和租赁方

面都取得重大进展。 

 海工分部：1季度，海洋工程业务新增生效订单 4.94 亿美元

（包括海上风电及清洁能源 1.88 亿美元，滚装船 2.49亿美

元，其他各类合同共计 0.57 亿美元），对比去年同期 3.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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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实现 54.4%的增长；累计持有在手订单价值 22亿美元，

相比去年同期 10亿美金实现 120%的增长。 

 租赁方面：总体有租约在手的为 9座，其中 1座自升式钻井

平台为 1季度新签约，预计 8月份开始履约。 

 

二、新兴业务布局 

7、中集集团氢能战略业务规划和布局是怎样的？氢能业务在中

集集团中的战略位置如何？ 

答：2022 年，依托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客户和资源优势，公司持续

推进在氢能全产业链制储、运、加+应用各细分领域关键装备和服

务的布局，并积极探讨制氢相关领域的机会。制氢方面，除了与

鞍钢合作启动焦炉煤气联产制氢，未来将积极探索海上制氢相关

业务。中游储运方面，公司拥有液氢储罐、液氢运输车等核心装

备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最新研发的液氦罐箱填补了国内液氦储运

产品的空白。同时，公司也在积极打造加氢站的 EPC 工程。下游

应用方面，中集正积极探索和布局多元化应用场景中的机会，如

氢能商用车、氢电储能系统等。在交通领域，氢能商用车有望成

为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领域的新蓝海，中集旗下车辆等各相关企

业均在积极研发氢能搅拌车、渣土车、摆渡车等各类氢能商用车

及物流装备。 

目前中集集团打造出“冷链物流”、“清洁能源”、“绿水青

山”、“乡村振兴”新兴战略业务组合。其中“清洁能源”的布

局就包括氢能、海上风电、储能等赛道组合，是集团的首要布局

战略之一。 

8、公司目前的 IV 型储氢瓶建设进展如何？设计产能多少？ 

答：公司 IV 型储氢瓶产线正在加快建设落地。公司旗下安瑞科与

Hexagon Purus 的氢能合资公司中集合斯康已于今年 3月与河北

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政府签订投资入驻协议，在石家庄开建氢气瓶

生产线，产线最终设计产能为 10 万只。产品组合将包括用于公路

车辆、铁路和船舶应用的氢气瓶及供氢系统。本次石家庄工厂主

要建设新的复合材料氢气瓶、供氢系统以及用于交通领域的氢气

瓶的生产线，未来将具备 III 型和 IV 型氢气瓶的生产和系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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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能力，致力于成为面向中国和东南亚市场的 35Mpa 及以上（含

70Mpa）的复合高压氢气瓶的高度自动化生产设施的标杆。 

9、集团的冷链物流业务主体主要涉及旗下的哪个子公司？  

答：受益于集团较强的整合能力和协同能力，冷链物流业务主要

是团体作战的形式，主要产品涵盖了海运冷藏箱、冷藏半挂车、

冷藏厢式车、航空冷箱、跨境水果冷链运输服务、疫苗运输等，

涉及到公司旗下的中集集装箱、中集车辆、中集世联达、中集冷

云等子公司，是集团各个板块协同配合形成的一个战略组合业务。 

10、冷链物流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中集集团在冷链上的布局和

优势？  

答：2021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

展规划》，是我国冷链物流领域第一份五年规划，首次从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战略层面，对建设现代冷链物流体系作出全方位、系

统性部署，提出一系列务实、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举措，具有

重要意义。冷链物流迎来了全面、高质量发展黄金期。  

本集团冷链业务主要布局冷链装备制造及冷链物流服务，并加大

战略投资布局，目前在冷箱、冷车、移动冷库等领域具备竞争优

势，冷箱及冷藏车销量排名前列。（1）冷链装备方面：移动冷库

业务持续发力，与广东天业冷链（广东供销）围绕田头冷链体系

建设，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展广东省农产品田头预冷、速冻、

暂存的试点和推广工作，荔枝预冷项目取得成功；在疫苗运输领

域，中集冷云 2021 年 7月中标“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疫苗出

口温控包装设备项目”，8 月首批出口海外的“武汉造”新冠疫苗

冷链包装完毕，本次出口的新冠疫苗所使用的温控包装设备为中

集冷云研发制造。（2）冷链服务方面：本集团持续拓展医药和生

鲜领域的专业服务。中集冷云先后为 6大国内的新冠疫苗生产企

业提供冷链运输服务，包括冷链包装设计、装箱、内陆运输、机

场报关、机场操作等一站式服务。在生鲜冷链方面，物流业务已

为多家大型进口果蔬商及进口电商平台提供东南亚进口冷链业

务，同时积极布局生鲜出口业务，覆盖多样化产品服务体系，结

合集团装备优势，积极研发生鲜品种特种冷箱，进一步降低生鲜

在运输途中的损耗，更加节能环保，跨境生鲜运输多式联运业务

收入再创新高。 

11、公司去年在新冠疫苗运输上大概有多少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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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21 年，中集冷云为国内各大新冠试剂生产厂家提供了约 6 

亿份新冠试剂的低温冷链运输；为国内知名新冠疫苗生产企业提

供新冠疫苗出口冷链箱，共出口新冠疫苗约 3 亿支，先后为菲律

宾、泰国等 40 多个国家完成新冠出口项目。 

12、海上风电业务主要有哪些产品？  

答：公司海上风电业务的主要产品包括海上风电安装船，同时亦

为海上风场提供导管架、升压站等设备。其中，海上风电安装船

作为高端海工装备，能够体现中集海工的核心竞争力。今年 5

月，由中集来福士为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3060”系列 2200T 自升式风电安装船开建，甲板可变载

荷满足装载 4 套 12MW 级或 8 套 8MW 级风电机组需求，设计

标准满足中国海域、欧洲北海及东南亚海域作业需求，入级中国

船级社。 

13、公司在油改气方面的进展规划如何？  

答：从市场规模来看，公司规划未来在珠江流域陆续投入 300-

500 艘 LNG 动力系统的新船，同时帮助存量散装运输船进行改

造。目前进度还是比较乐观的，一方面，资金障碍已经清除，主

要来自政策对改装及购置方面的资金支持，广东省和地级市都有

配套的补贴可供船东以较低的资金成本去实现动力包改装。另一

方面，船舶油改气具备很多优势，比如 LNG 燃料成本相比柴油较

低、气化时冷能释放不需额外的空调安装、闸口排队时可以优先

通过等。所以目前西江“油改气”的动力还是很充足的，整体是

一个加速的状态。 

从广东省 LNG 改造项目开始到今年 4 月份，中集安瑞科已累计拿

下 112 条订单，订单金额约 4 亿人民币左右。 

 

三、其他 

14、面临国内个别地区疫情反复，中集集团在经营上有什么优

势？ 

答：中集集团持续致力于业务的合理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布局，生

产基地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澳洲，业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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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其中，集装箱产业持续保持全球行业领先地位，道路

运输车辆、能源/化工/液态食品装备以及海工业务也形成了较强

的竞争力。卓有成效的多元化和全球化业务布局有效地抵御了近

年来全球市场周期波动和单个地区不稳定性对本集团业绩的影

响，从而使我们的业务能够保持稳健地发展。 

15、公司资产负债率进一步降低的原因是什么？  

答：首先，公司近几年在做一些产业的出表，包括产城、融资租 

赁（进行中）等业务。第二，近年来我们也在持续地引入战略投 

资者，比如中集车辆增发、循环载具业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也 

进一步降低了公司地负债率。但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公司经营质量 

的充分改善和盈利能力的增强，带来现金流营运能力的增强。未 

来负债率可能会有进一步降低的机会，但总体来看，在制造行业 

中公司资产负债率维持在 60%多是比较合理的。 

附件清单（如

有） 
 

日期 2022 年 5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