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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cction.com/report/201910/143813.html

报告价格：纸介版8000元 电子版8000元 纸介+电子8500元

北京迪索共研咨询有限公司

订购电话: 400-700-9228(免长话费)  010-69365838

海外报告销售:  010-69365838

Email: kefu@gonyn.com

联系人：李经理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1910/143813.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集装箱船可分为全集装箱船和半集装箱船两种，它的结构和形状跟常规货船有明显不同

。集装箱船装卸速度高，停港时间短，大多采用高航速，通常为每小时20&mdash;23海里。近

年来为了节能，一般采用经济航速，每小时18海里左右。在沿海短途航行的集装箱船，航速

每小时仅10海里左右。近年来，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进出口的杂货约有70%--90%使用集装

箱运输。2009-2017年中国机动集装箱船（8901902）进出口数据统计表     年份   出口（艘、千

美元）   进口（艘、千美元）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2009年   109   3384034   7   41122      

2010年   105   3825983   20   142532       2011年   54   2,237,682   5   26,725       2012年   90   3035220   3  

16748       2013年   78   3760132   13   61005       2014年   97   5,109,625   21   162,175       2015年   **   **   **

  **       2016年   **   **   **   **       2017年   **   **   **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2009-2017年中国机动集装箱船（8901902）进出口平均

单价分析     年份   进口平均价格（美元/艘）   出口平均价格（美元/艘）       2009年   5874571.43 

 31046183.49       2010年   7126600.00   36437933.33       2011年   5345000.00   41438555.56       2012年  

5582666.67   33724666.67       2013年   4692692.31   48206820.51       2014年   7722619.05   52676546.39     

 2015年   **   **       2016年   **   **       2017年   **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机动集装箱船市场全景调查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

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

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

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中企顾问网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业分析报

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咨询报告,

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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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年份   进口平均价格（美元/艘）   出口平均价格（美元/艘）       2009年   5874571.43  

30209018.52       2010年   7126600.00   35674903.85       2011年   5345000.00   31092688.89       2012年  

5582666.67   30384928.57       2013年   4692692.31   36980294.12       2014年   7722619.05   30795059.70     

 2015年   **   **       2016年   **   **       2017年   **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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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箱的机动集装箱船（89019022）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年份   进口平均价格（美元/艘）

  出口平均价格（美元/艘）       2009年   0.00   121460000.00       2010年   0.00   115793000.00       2011

年   0.00   93167888.89       2012年   0.00   80481000.00       2013年   0.00   124547200.00       2014年   0.00  



101545200.00       2015年   **   **       2016年   **   **       2017年   **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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