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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疫情对港口企业影响有限且存在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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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新型肺炎疫情迅速向全国蔓延。

随着疫情的快速扩散，全国各省市采取春节假期延长、

城市交通停运、工厂停工等管控措施，让中国经济增长

再次遭受阻力，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受新冠肺炎

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以及部

分国家或地区对我国或途径我国的货运船舶和船员采取

严格隔离措施的影响，港口行业企业短期内作业效率受

到一定影响，但由于港口业务进出口贸易受长周期影响，

其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故疫情对港口行业整体的影

响可能会在下半年有所体现。

 疫情对港口行业影响：受企业延期开工、交通管制

等影响，我国经济受到一定影响，在整体经济增长

减缓和港口作业效率下降的双重作用下，港口行业

发展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影响存在一定时滞性。

 港口行业到期债券分析：从未来三个月债务到期情

况来看，港口行业整体债务到期规模较小；从信用

资质来看，债务到期的港口企业，其主体信用级别

主要集中在 AA+和 AAA，信用资质水平较高，债务压

力可控；从区域分布来看，债务到期的港口企业主

要分布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较为集中；部分

地区的小港口由于其本身吞吐量规模较小，且自身

经营和财务表现不及沿海主要大港，本身信用风险

亦相对较高，受疫情影响可能会造成信用风险的上

升，需重点关注。

 港口行业信用质量：港口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

基础产业，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疫情发生后，各

地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应对，2月 10 后，各地及

各级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为企业复工、复产出台

支持政策。随着各地政策的逐步实施，各外贸及港

口企业开始稳定复工复产，国内疫情对港口行业影

响有限，考虑到国外疫情发展态势，港口行业经营

短期内仍会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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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港口行业影响

港口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疫情期间，企业延期复工复产、交通管制以及其他国

家对中国船只采取严格检疫措施对港口生产运输尤其是客运业务和作业效率带来的冲击较为

明显，考虑到经济、贸易进出口等外部环境对港口的影响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加之

春运港口业处于淡季，疫情对港口业影响或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凸显。

2019 年 12 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由于疫情爆发正

值农历春节假期，为防止疫情扩散，武汉市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宣布采取“封城”措施；随后，

湖北其他疫情严重城市也基本处于封城状态；全国绝大多数省份也采取延迟复工、暂停或减少

交通运输等措施。

港口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商品贸易及货物运输需求，经济增长率、商品贸

易增长率与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增减有较高的相关性，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此次疫情对经

济最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春节期间旅游、交通、餐饮等第三产业和其后受延迟复工和防控升

级影响的制造业上，由此带来的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变缓、进出口商品贸易量下降尤其是出口

贸易量的下降，对港口货物吞吐量有一定的传导影响。

聚焦到疫情对中国港口行业的直接影响层面，2020 年 1 月 31 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

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但不建议对中国进行旅行和贸易限制。截

至 3月 3 日，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等 60 各国家或地区对入港船舶加强检疫管控

措施，此举导致通关效率下降，对我国港口企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同时，疫情期间道路运

输车辆受限、集卡司机停工以及港口企业延期复工导致码头工人数量不足，进一步影响港口装

卸效率。各国关于中国出口货物的严格检疫规定以及港口企业的延期复工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港口作业效率，间接对我国港口业产生一定冲击。伴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防控，中国港口行业

企业开始有序复工复产，但国外疫情开始呈现爆发式上升，自 2月 25 日开始，国外新增新冠

肺炎病例开始超过中国；2月 28 日，WTO 将警报等级上升到非常高；国外疫情扩大将给我国港

口行业迅速恢复造成一定阻力。

疫情对港口吞吐量的影响主要通过宏观经济、贸易进出口和港口作业效率等进行传导，具

有一定的时滞性，回观 SARS 疫情爆发期间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量吞吐量全年变化情况可以

看出，SARS 疫情对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对集装箱吞吐量的影响并没有明

显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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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吞吐方面，2003 年 1～11 月全国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共计 23.42 亿吨，受 SARS 疫情

影响同比增速在 5月降至最低 13.02%，但仍维持正增长，其后迅速修复。同期，沿海主要港

口货物吞吐量与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增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主要由于沿海港口在全国主要

港口中所占比重较高。

图 1 2003 年 1～11 月沿海主要港口和全国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集装箱吞吐方面，2003 年 1～11 月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共计 4,251.82 万标准箱，

全年各月同比增速维持在 25%至 40%区间内，SARS 对集装箱吞吐量的影响并没有明显的线性关

系。但同期 SARS 疫情对主要港口旅客吞吐量影响较大，在 5月同比增速大幅降至-49.93%，但

其后迅速恢复至正常增速。

图 2 2003 年 1～11 月沿海主要港口和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和旅客吞吐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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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还要看到，SARS 疫情发生在 2003 年，当时中国经济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并且疫情

主要是在北京和广东，在多重因素影响下，SARS 疫情过后港口生产迅速恢复。但当前我国经

济增长正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同时虽然国内疫情已基本控制住，

但近期数据显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向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截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 12 时，

除中国外，154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 100,286 例新冠肺炎病例。因此，对港口企业的影响需

考虑因素将更加复杂，预计以内贸为主的港口将伴随国内疫情的稳定以及复工复产而逐渐恢复，

但以外贸为主的港口将可能继续受到来自全球经济下行、贸易停滞等方面的影响。

港口行业到期债券分析

从未来三个月债务到期情况来看，港口行业整体债务到期规模较小；从信用资质来看，

债务到期的港口企业，其主体信用级别主要集中在 AA+和 AAA，信用资质水平相对较高，债务

压力可控；部分地区的小港口由于其本身吞吐量规模较小，受疫情影响可能会造成信用风险

的上升，需重点关注。

疫情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港口行业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环

境。截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按照申万行业的分类标准，港口行业存量债余额 1,760.17 亿元，

涉及港口企业 41 家，从发行人最新主体评级看，AAA 级企业有 18 家，AA+有 12 家，AA 级及以

下和无评级有 11 家，AA+～AAA 级占总体 73.17%，信用评级以中高等级为主。2020 年港口行

业到期债券规模为 631.77 亿元，到期只数 82 支。其中，2020 年 2 月 1 日至 4月 30 日间，港

口行业到期债券共计 21 支，提前兑付 1 支，到期债券规模（含债券到期及本金提前兑付）合

计 144.15 亿元，涉及发行主体 1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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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 2～4 月债务到期港口企业情况（单位：亿元）

债务到期港口企业 主体最新评级 2月到期债券 3 月到期债券 4月到期债券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AA+ 7.00 13.00 -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AA+ 5.00 3.00 -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AA+ 9.00 - -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AA+ 10.00 - -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AAA - 5.00 4.50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AA - 10.35 -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AA - 7.00 -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AA - 15.00 -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AAA - 10.00 7.50

靖江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AA - - 3.00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AA - - 6.00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AAA - - 15.00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AA - - 12.00

江苏洋口港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AA - - 1.80

合计 - 31.00 63.35 49.80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从信用资质来看，债务到期的港口企业，其主体级别主要集中在AA+～AAA之间。其中AA+～

AAA 港口企业占债务到期港口企业总数比重为 77.27%，信用资质水平较高，债务压力可控。从

区域分布来看，债务到期的港口企业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区域的广东省和长三角区域的江苏省。

广东省和江苏省疫情相对严重，企业复工与生产情况短期内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可能对外贸业

务合同的确认、货物运输出港时效等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大，宁波港、上海港、广州港和深

圳港等四港预计均将受到直接影响。但由于该四港均为国内主要大港，全年吞吐量规模庞大，

其财务表现和融资能力历年来均较为优质且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结合疫情发展下中央和地方政

策引导的支持，疫情对港口行业全年信用水平综合影响有限。部分地区的小港口由于其本身吞

吐量规模较小，且自身经营和财务表现不及沿海主要大港，本身信用风险亦相对较高，受疫情

影响可能会造成信用风险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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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年 2～4 月港口企业到期债券主体级别及区域分布(单位：支)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从未来三个月债务到期的港口企业资产规模来看，债务人均为国有企业，可获得一定程

度的政府支持，信用水平较高，到期债务压力可控。

从 2020 年 2～4 月债务到期的港口企业资产规模来看，14 家港口企业中，2018 年末资产

规模集中在 60～200 亿元企业 4 家，200～800 亿元企业 7家，资产规模在 800 亿元以上的企

业有 3 家，资产规模在 200 亿元以上企业占 71.43%，企业资产规模较大，均为国有企业。从

资产负债率来看，资产负债率主要集中在 30%到 60%之间港口企业 8家，60%以上的有 6家。

图 4 2020 年 2～4 月港口企业到期债券主体 2018 年资产规模和资产负债率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从营业收入来看，2020 年 2～4 月债务到期的港口企业 2018 年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 100

亿元以下，仅有 2家企业营业收入在 300 亿元以上；从净利润来看，债务到期港口企业净利润

主要分布在 35 亿元以下，仅有 1家企业净利润在 100 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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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0 年 2～4 月港口企业到期债券主体 2018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港口行业信用质量

港口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随着各地政策的逐步实

施，各港口企业收入成本结构也将趋于稳定，国内疫情对港口行业影响有限，考虑到国外疫

情发展态势，港口行业经营指标的恢复仍会受到一定影响。

港口作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重要枢纽，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港口业是国民

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港口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商品贸易及货物运输需求的增减息息

相关。

图 6 2013～2019 年全国主要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增速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2018 年以来，国家对港口行业继续给予大力支持。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相继出台了

《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2 号）、《关于修改<港口经营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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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10 号）、《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发改经贸【2018】

1886 号)、《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修订印发<港口收费计费办法>的通知》等

政策。总体来看，国家在港口经营与收费等管理方面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有利于进一步规范

和优化港口行业长远健康发展。2019 年，我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315,446 亿元，同比增长

3.4%。其中，出口 172,298 亿元，增长 5.0%；进口 143,148 亿元，增长 1.6%。货物进出口顺

差 29,150 亿元，同比增加 5,847 亿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势良好，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 10.8%。全国主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39.51 亿吨，其中，沿海主要港口完成货

物吞吐量 91.86 亿吨。

为减轻疫情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和港口行业影响，2月 16 日，海关总署出台 10 条措施，支

持外贸企业抓紧复工，促进外贸经济稳定增长，以降低疫情对外贸经济的影响。2 月 18 日，

商务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

“积极应对境外贸易限制措施，关注本地区出口产品在国外遇到不合理限制情况，及时上报，

配合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加大双边交涉力度。”2月 23 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 8点要求，其中提到“稳住外

贸外资基本盘，；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保障外贸产业链、

供应链畅通运转。”2月 24 日，商务部印发《关于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推动商务领域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的通知》，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在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推动商务领

域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全力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优先保障供应链集中的重点地区以

及外贸领域龙头企业、关键环节复工复产，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3 月 6 日，

交通运输部和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港口收费标准等事项的通知》提出“2020 年 3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将实行政府定价的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两项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标

准分别降低 20%；取消非油轮货船强制应急响应服务及收费；鼓励港口经营人对受疫情影响提

货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继续给予减免库场使用费等优惠。”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步实

施，各外贸企业及港口企业开始稳定复工复产，港口企业收入成本结构也将趋于稳定，国内疫

情对港口行业影响有限；国外疫情发展一方面会继续影响港口运营成本，另一方面，会对进出

口贸易和生产进一步带来阻碍，影响国际市场需求。

综合来看，疫情对港口行业影响主要通过宏观经济和港口作业效率和运营成本体现，由于

港口业务受进出口贸易较长的周期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疫情对港口行业整体的影响可能会

在下半年有所体现。港口行业近三个月到期债券规模较小，且主体信用级别主要集中在 A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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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信用资质水平相对较高，债务压力可控；部分地区的小港口由于其本身吞吐量规模较小，

受疫情影响可能会造成信用风险的上升，需重点关注。随着各地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应对疫

情影响，各外贸及港口企业开始稳定复工复产，国内疫情对港口行业影响有限，考虑到国外疫

情发展态势，港口行业经营短期内仍会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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