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运市场预测

8月08日 – 8月21日



起运点  ( 国家 / 地区 ) 机场 舱位 价格 备注
香港 HKG 充足 稳定

华南 CAN/SZX 充足 稳定

东南 XMN/FOC 充足 稳定

华东及华中 PVG 充足 稳定

华北 BJS/CGO/TAO 充足 稳定

韩国 ICN 紧张 稳定

中国台湾 TPE 正常 稳定

中国宣布进行军事演习，并呼吁所有船只和飞机
在72小时内避开其确定的中国台湾周边地区。这
促使许多航空公司改变航线或取消航班。点击此
处了解更多信息或联系您的 Dimerco 代表以获取
替代解决方案。

印度 MAA/BLR 正常 稳定

印度尼西亚 CGK 充足 稳定 一些航空公司提供到8月中的临时促销价格。

马来西亚 KUL 正常 稳定

马来西亚 PEN 正常 稳定

菲律宾 MNL 正常 稳定

航空公司根据收费重量对所有国际货物征收燃油
附加费，但适用最低收费标准的货件除外。估计
上述燃油附加费为 0.10 美元/公斤至 0.75 美元/公
斤（实际以各航空公司公告为准）

新加坡 SIN 充足 稳定

泰国 BKK 正常 稳定

越南 HAN 充足 稳定

越南 SGN 充足 稳定

空运市场预测

亚洲 -> 亚洲地区

大中华区

东北亚

东南亚



起运点  ( 国家 / 地区 ) 机场 舱位 价格 备注

香港 HKG 充足 下跌

华南 CAN/SZX 充足 稳定

东南 XMN/FOC 充足 稳定

华东及华中 PVG 紧张 上涨
国航延长取消部分预定在8月8至14日期间从浦
东前往美国 (洛杉矶/纽约甘迺迪) 的货机。

华北 BJS/CGO/TAO 正常 稳定

韩国 ICN 正常 稳定

中国台湾 TPE 正常 稳定

印度 MAA/BLR 正常 稳定

印度尼西亚 CGK 充足 稳定 一些航空公司提供到8月中的临时促销价格。

马来西亚 KUL 充足 稳定

马来西亚 PEN 正常 稳定

菲律宾 MNL 正常 稳定

**空运价格随每次预订有所不同。**航空公司
根据收费重量对所有国际货物征收燃油附加费
，但适用最低收费标准的货件除外。估计上述
燃油附加费为 0.10 美元/公斤至 0.75 美元/公
斤（实际以各航空公司公告为准）

新加坡 SIN 充足 稳定

泰国 BKK 正常 稳定

越南 HAN 充足 稳定

越南 SGN 充足 稳定

空运市场预测

亚洲 -> 北美

大中华区

东北亚

东南亚



起运点  ( 国家 / 地区 ) 机场 舱位 价格 备注

香港 HKG 充足 下跌

华南 CAN/SZX 充足 下跌

东南 XMN/FOC 充足 稳定

华东及华中 PVG 充足 稳定

华北 BJS/CGO/TAO 正常 稳定

韩国 ICN 充足 下跌

中国台湾 TPE 正常 稳定

印度 MAA/BLR 正常 稳定

印度尼西亚 CGK 充足 稳定

马来西亚 KUL 充足 下跌

马来西亚 PEN 正常 稳定

菲律宾 MNL 正常 稳定

**空运价格随每次预订有所不同。**航空公司根
据收费重量对所有国际货物征收燃油附加费，
但适用最低收费标准的货件除外。估计上述燃
油附加费为 0.10 美元/公斤至 0.75 美元/公斤（
实际以各航空公司公告为准）

新加坡 SIN 充足 稳定

泰国 BKK 正常 稳定

越南 HAN 充足 稳定

越南 SGN 充足 稳定

空运市场预测

亚洲 -> 欧洲

大中华区

东北亚

东南亚



起运点  ( 国家 / 地区 ) 机场 舱位 价格 备注
北美 美国 美国西岸 正常 稳定

加拿大 YVR 正常 稳定

北美 美国 美国东岸 正常 稳定

加拿大 YYZ/YUL 正常 稳定

欧洲 欧洲 LHR/AMS 紧张 上涨

#1 罢工行动近几个月来席卷欧洲，影响各行各业

，随着COVID-19限制的放松，工人要求更好的待

遇。有些罢工已达成共识，有些行动仍在近行中。

例如:现在到8月31日：伦敦盖特威克机场，8月8日

开始：西班牙瑞安航空员工罢工，8月12至29日：

西班牙易捷航空员工罢工，8月18至20日：英国/

伦敦-更多火车和地铁罢工，现在进行中 : 希思罗机

场。

德国 FRA / MUC 爆满 上涨

#2汉莎航空罢工：汉莎航空地勤人员同意罢工后

达成的薪酬协议，但汉莎航空仍面临员工可能罢工

的不确定性。

欧洲 欧洲 LHR/AMS 紧张 上涨 同上 #1

德国 FRA / MUC 爆满 上涨 同上 #2

欧洲-> 亚洲

欧洲 -> 北美

北美 -> 欧洲

空运市场预测
北美 -> 亚洲



航线 Mapping舱位 价格 备注
东北亚-> 东南亚 Northeast Asia -> Southeast Asia正常 稳定
东北亚 -> 印度次大陆 Northeast Asia -> Indian Subcontinent正常 稳定
东南亚 -> 东北亚 Southeast Asia -> Northeast Asia正常 稳定
印度次大陆 -> 东北亚 Indian Subcontinent -> Northeast Asia正常 稳定

亚洲 -> 美国西岸 Asia -> US West Coast充足 下跌
亚洲 -> 美国东岸 Asia -> US East Coast正常 稳定
亚洲 -> 美国墨西哥湾沿岸 Asia -> US Gulf正常 稳定
亚洲 -> 加拿大 Asia -> Canada充足 下跌

亚洲 -> 欧洲基地港口 Asia -> European Base Ports充足 下跌
亚洲 -> 地中海 Asia -> Mediterranean紧张 稳定

美国 -> 亚洲 US -> Asia 满载 稳定 **所有海岸的港口拥堵，底盘和卡车司机持续短缺。

加拿大 -> 亚洲 Canada -> Asia紧张 稳定

欧洲 -> 亚洲 Europe -> Asia爆满 稳定

**德国方面，目前的罢工持续影响德国的港口，包括汉堡、
不来梅港和威廉港，港口拥堵加剧，船只停泊的等待时间
和堆场占用率增加，这使得进口商难以收集货物，出口商
难以找空集装箱装载货物。 **运作情况很糟糕，船只严重
延误，进口运作延误和出口铁路运输取消。请注意延误和
可能的额外费用，建议每天注意货物状态。

海运市场预测

亚洲 -> 亚洲地区

亚洲->北美（跨太平洋东行航线）

亚洲 -> 欧洲（远东西行航线）

北美 -> 亚洲（跨太平洋西行航线）

欧洲-> 亚洲



货运市场预测
8月08日 – 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