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下半年環球供應鏈預測
MODIFI 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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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不變的是變化
自從，新冠肺炎疫情在2021年9月的

而港口擁堵等貨運問題未見明顯好轉

高峯期以來，集裝箱運價大幅下跌了

，亦可能使貨運成本居高不下。第三

30%，並持續維持下跌態勢。儘管這

季度環球供應鏈行業將繼續面臨重大

趨勢似乎表明貨運成本正在下降，但

挑戰，其中就包括通脹加劇、燃料價

仍比疫情暴發前高出3倍之多。

格飆升及俄烏戰爭導致的經濟動盪
儘管烏克蘭和俄羅斯的GDP之和僅佔
全球GDP總量的4%，但仍在進行的俄
烏戰爭卻對全球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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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新技術所必需的關鍵材料價格預計將上漲600%。

各國當局積極採取行動提升供應鏈韌性，但他們的行動也僅限於此。隨着歐盟對俄羅
斯煤炭禁運正式生效，歐洲各國的燃料價格將繼續飆升，而俄羅斯亦宣佈削減北溪1號
管道的天然氣輸氣量。因此，幾乎所有企業都必須適應材料短缺、供應中斷、價格攀
升的殘酷現實。
重壓之下，買家和賣家必須調整經營方式。從變更貨物生產地點到選擇支付方式，各
方面都需加考慮，方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在 MODIFI《環球供應鏈中斷：2022年下半年預測報告》中，我們探討了物流行
業的現狀，並分享了 MODIFI 區域主管和行業專家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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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供應鏈
從 HARPEX指數[i]可發現，與歷史平

俄烏衝突促使企業加速過渡到更加本地

均水平相比，集裝箱運價仍處於高位

化的製造模式和更短的供應鏈，而這過

，但 MODIFI 北美銷售總監Brian

渡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就已初見端倪

Dowd預計集裝箱運價可能會進一步

。Dowd認為：「過去兩年，他們（美國

Change

下降。「幸運的是，集裝箱可用率正

企業）在逐步擴大產能，或將亞洲的生

在上升，」Dowd表示：「儘管船運

產基地轉移至墨西哥，這有助保護供應

is
the
only
constant
去年年底的最高位相比，已經下降約
接近的供應商，同時也在減少對中國等
和物流價格一度處於歷史高位，但與

鏈不受影響。」企業不僅選擇與客户更

30%，我認為未來會繼續保持下降態

國家的依賴，從而實現供應鏈多元化。

Container shipping prices have tumbled 30% since the COVID

勢。」

pandemic peak September, 2021 – and continue to fall. While

Dowd指出，企業加大在越南、泰國和印
為應對俄烏危機，企業正在迅速變革
the trend seems to be that shipping costs will continue to
度等國的投資，正是這趨勢的最好證明
供應鏈，Dowd談到：「對俄貿易禁
come down, they are still more than three times higher
。他預計供應商地域多元化趨勢將持續
令的範圍進一步擴大，煤炭、鋼鐵及

than prior to COVID. Although, continued issues with the flow

一系列其他材料和商品的出口都受到

下去，美國企業將逐步轉向拉丁美洲，

影響，這可能會產生難以預測的連鎖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這過程被稱為「近

反應。」

岸外包」。

of goods, such as clogged ports, may keep prices high.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dustry will also continue
to
face
[ii]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Q3, including economic turmoil
caused by rising inflation, rapidly
escalating
fuel
prices,
and
Dowd談到，確保供應鏈安全至關重要，
the war in Ukraine.

因此企業將加大對供應商的審查力度。
以前，風險部門只對直接供應商的供應
鏈進行審查，但現時審查範圍已經擴大
。「正規的風險部門不僅審查直接供應
商，還會深入供應鏈的底層，以瞭解相
關訊息，確保供應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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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買家亦在尋求掌握更多訊息，以確保

而任何延誤都可能影響從聖地牙哥到西

供應鏈不會中斷。為保護自身免受影響

雅圖的西海岸所有主要港口的處理能力

，買家積極探索新的運營模式。「大型

。「每年有數萬億美元的貨物流經這些

製造商將設立區域中心，這將減少他們

港口。」Dowd表示：「據估計，東亞

在關鍵材料、技術和部件等方面對少數

60%的出口貨物是透過面臨罷工威脅的

供應商的依賴，並降低風險。」運貨商

29個西海岸港口處理。無論時間長短，

亦在加大對庫存的控制，並透過實時查

任何中斷都可能影響供應鏈，並產生連

蹤和預測分析等新興技術來管理庫存。

鎖反應。」Dowd認為，營運商和工會

而數據有助更精準地實現供需匹配，並

工人之間是可以達成協議，但任何延誤

追蹤現代採購習慣和採購選擇。

或中斷都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本已緊張的
供應鏈。

對專業供應鏈支持的需求不斷增長，預計到2026年，該行業的規模將翻倍。

在美國國內，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的現
合同已於7月1日到期，但工人同意在
未續簽合同的情況下繼續工作。Dowd
表示，合同談判存在不確定性，這是一
種風險。目前國際碼頭與倉儲工會聯盟
（ILWU） 與僱主集團——太平洋海事
[iii]

協會（PMA） 簽訂的合同已經到期
[iv]

，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達成協議，工會
聯盟可能會強制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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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投資
MODIFI 區域主管Tony Au表示，美

儘管很難獲得中國經濟的詳盡數據，但我

國和歐洲各國正從新冠肺炎危機中

們仍可看到投資者信心受到影響。在中國

復甦，惟中國仍籠罩於疫情陰影之

美國商會[v]近日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

下。中國當局繼續推行「清零政策

61%的受訪者表示新冠疫情暴發對供應鏈

」，各城市仍因少量病例而實施封

Change

構成挑戰，這主要體現於疫情導致運輸和

鎖，這導致人員流動嚴重受限，對

航運網絡中斷。在已經恢復營運的企業中
，68%的企業表示，供應鏈持續中斷仍是

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
is the only constant

製造業和銷售業影響巨大。

Container shipping prices have tumbled 30% since the COVID

面對供應鏈中斷，賣家和買家往往無法就付款期限達成一致，部份賣家等待買家付

pandemic peak September, 2021 – and continue to fall. While

款的時間可能長達 90天。「出口商正面臨更大的流動性壓力。」Tony指出：「但這

the trend seems to be that shipping costs will continue to

有助製造商提升韌性，降低風險。」而企業亦可透過更好的貨物庫存安排，以應對

come down, they are still more than three times higher

供應波動或缺口。

than prior to COVID. Although, continued issues with the flow
of goods, such as clogged ports, may keep prices high.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dustry will also continue to face
環球供應鏈緊張態勢仍將持續，但Tony認為最嚴重的時期已經過去。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Q3, including economic turmoil
caused by rising inflation, rapidly escalating fuel prices, and

「中國國內運輸仍需時日恢復正常營運。製造業因而受到的影響最大，經營高

the
war
in
Ukraine.
科技電子產品業務的企業更是首當其衝。出口商將嘗試採用固定運價，以便更
有效地進行管理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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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漲，效率提高
孟加拉持續發力，逐步成長為環球紡織

對供應商關係更具話語權的企業可以

品生產和出口領導者。MODIFI 銷售總

享受更有利的付款期限—— 一些企業

監Minhazul Islam表示：「在過去7年內

的付款期限長達120天。儘管如此，

，孟加拉服裝業的年收入從 190億美元

許多孟加拉企業仍需向銀行和投資者

增長至 340億美元，增長達79%。」孟

尋求資金支持。由於國內利率較高，

加拉對美國出口增長了53%，對歐洲出

所以這些企業往往把目光投向國外。

口（向來是孟加拉的最大出口地區）增

此外，企業也把新籌集的資金投資於

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
各類技術，以加速生產。Minhazul談
長了31.5%。
到：「企業擁有生產軟件和設計系統

「一些買家逐步將業務轉移至孟加拉，」
Container shipping prices have ，可以快速組織生產。」過去，美國
tumbled 30% since the COVID
Minhazul指出：「這表明買家在戰略上向
pandemic peak September, 2021
–
and
continue
to
fall.
While
和歐洲運貨商很少在孟加拉部署風險
印度和孟加拉傾斜，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the trend seems to be that shipping
costs will continue to
監測程序和其他技術，但這情況正在
因為買家希望實現供應商地域多元化。」
come down, they are still more
than three times higher
迅速轉變。

than prior to COVID. Although, continued issues with the flow
of
goods,
such
as
clogged
ports,
may
keep
prices
high.
The
孟加拉製造商亦愈發關注客户對環保友好產品的需求。Minhazul表示：「孟加拉有
[vi]
global
supply
chain
industry50大經濟體的道路上，孟加拉已取得了快
will also continue to face
155家工廠獲得LEED認證 。在躋身全球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Q3, including economic turmoil
速進步，但不會止步於此。製造業出現前所未有的增長，企業亦迅速擁抱技術，吸
引環球投資。」
caused by rising inflation, rapidly escalating fuel prices, and

the war in Ukraine.
在躋身全球 50大經濟體的道路上，孟加拉已取得了快速進步，但不會止步於
此。製造業出現前所未有的增長，企業亦迅速擁抱技術，吸引環球投資。」

MODIFI Whitepaper

709

分散風險
在印度工商聯合會（FICCI）[vii]開

「製造商亦設法分散風險。」Ankit解

展的最新季度調查，54.8%的受訪者

釋説：「他們希望確保買家群體也具

表示第二季度的生產水平有所提高，

備韌性，所以正在考慮擴大客户群。

其中10%的受訪者實現增產。此外，

」與其他的業內人仕相同，Ankit見證

超過一半（55%）的企業預計訂單量

了近岸外包的逐步發展。「產能迅速

會增加，這一切表明印度製造業的未

飽和，在我們接洽的所有工廠中，商

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
品都已售罄，或未來
來一片光明。

6到 12個月的訂

單已經排滿，這無疑增強了印度的區

MODIFI
區域主管Ankit
Goel表示，
Container
shipping
prices have域自信。疫情暴發之初，恐慌情緒瀰
tumbled 30% since the COVID
運費在下降，但降幅不大。他談到：
pandemic peak September, 2021
– and continue to fall. While
漫，但在那之後，情況便逐步穩定下
「企業採用離岸價（FOB）[viii]，而
the trend seems to be that shipping costs will continue to
不是成本、保費和運費（CIF到岸價

come down, they are still more than three times higher

）[ix]模式或直接運輸提貨（DTP）

than prior to COVID. Although, continued issues with the flow

[x]模式，如此一來，部分成本將轉

of goods, such as clogged ports, may keep prices high. The

嫁給買家。」

global supply chain industry will also continue to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Q3, including economic turmoil
caused by rising inflation, rapidly escalating fuel prices, and
the war in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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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MODIFI 德國銷售總監Sean

專家警告，由於經濟轉型不夠迅速

Lamont Johnson表示，作為歐洲最

，德國即將錯過技術發展和產業鏈

大市場，德國的企業即將邁入整合階

建設機會。Sean指出：「一些企業

段。他談到：「大多數企業在嘗試擴

能夠組織商業分析師和數據分析師

大與國內供應商的合作，甚至較小規

在數據基礎上開展複雜的風險監測

模的供應商亦在考慮之列。」庫存優

，但小企業不具備這個能力，在轉

化是原因之一，企業更希望透過此舉

型過程中只能依靠直覺。」

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變化即將到來，《供應鏈盡職調查

實現供應鏈多元化，以應對價格和產
品供應波動。

法第二部分》將於2023年生效。該

Container shipping prices have tumbled 30% since the COVID
「集裝箱市場競爭激烈。」Sean表

法案將對德國企業實施更嚴格的管

示，現金流充裕的企業無疑更具競爭

控，以保障員工的人權。儘管這並

pandemic peak September, 2021 – and continue to fall. While
the trend seems to be that shipping
costs
will
continue
to
不會對企業產生直接影響，但仍具

優勢。他指出：「供應商可以選擇與

come down, they are still more 有背景意義。
than three times higher

誰接洽，而流動性是關鍵。如果現金

than prior to COVID. Although, continued issues with the flow

流充裕，企業就能獲得供應支持。如

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對德國經濟影
of
goods,
such
as
clogged
ports,
may
keep
prices
high.
The
果缺乏現金流，企業就會面臨斷供停
響巨大，這些措施限制俄羅斯對歐洲
global
supply
chain
industry
will
also
continue
to
face
產風險。」
最大經濟體——德國的能源供應。德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Q3, including economic turmoil

國製造業受影響最大，汽車工業和化

caused by rising inflation, rapidly escalating fuel prices, and
the war in Ukraine.

工業更是首當其衝。德國聯邦工業聯
合會（BDI）[xi]已將2022年德國經濟
增長預期下調至 1.5%，並預測德國
或進入衰退期。

對於德國所有企業來説，當務之急是確保流動性，最大限度地獲得現金流和降低
風險，Johnson表示，「在德國市場上，實力最強的企業將佔據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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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韌性彌合不確定性
當前環球供應鏈市場處於動盪期。

無論企業是轉向本地供應商、加大供應

俄烏危機爆發之前，企業正忙於應

商審查力度、進行庫存投資、增加庫存

對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壞。而現時世

量，或是借助現代商務支付解決方案以

界各地的企業正設法提升供應鏈系

更好地管理流動性和控制成本—— 這一

統的韌性。

切都是爲了適應市場變化，在競爭中脫
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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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供應鏈是否具備韌性?

如何實現無縫及透明的貿易？

在 MODIFI ，我們勇於挑戰現狀，致力

MODIFI 旗下商務支付和貿易管理平台，

為進出口商等環球企業實現無縫及透明

助您充分掌控跨境貿易，靈活應對供應鏈

的貿易。

中斷風險。

聯絡我們
如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聯絡我們
，進一步瞭解如何透過 MODIFI
一站式平台無縫管理、優化和實
現您的貿易目標。
<立即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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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RPEX 即HARPER PETERSEN租船

[vii] 總部設在印度的著名非政府貿易

費率指數，反映了環球集裝箱船租船

協會和宣傳團體。

市場的價格走勢。
[ii] 近岸外包是指將生產轉移到離消費
者更近的地區，這有助於降低風險，
減少運費。
[iii] ILWU 是代表碼頭工人和倉庫工人

[viii] 貿易術語，用於説明買家或賣家
是否對運輸過程中丟失、損壞或毀壞
的貨物負責。
[ix] 國際運輸條款，表示由賣家承擔買

的重要工會聯盟。

家訂單在運輸過程中產生的成本、保

[iv] PWA 代表世界主要海運公司和碼

費和運費。

頭運營商。

[x] 在該模式下，所有貨物均透過貨運

[v] AmCham China 中國美國商會是

代理交付給混載船（既載客又載貨）

一個會員組織，致力改善中國營商環

。

境，促進發展建設性和可持續的美中

[xi]

經濟關係。
[vi]LEED

即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是

德國領先的工業組織，代表39個

工業協會和超過10萬家公司。

環球使用最廣泛的建築評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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