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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船舶交易市场
国有船舶产权转让平台

2008年 6月 5日袁经浙江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袁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荣获浙
江省国有船舶产权转让业务资

质袁并获得叶国有船舶产权转让资
格证书曳遥市场将依据国家有关国
有产权交易的法律尧 法规和政策
以及舟政发 咱2010暂37号文件精
神袁按照公平尧公正和合法自愿尧
平等协商尧诚实信用的原则袁开展
国有船舶产权交易活动袁 组织和
监督国有船舶产权交易袁 维护交
易双方的合法权益遥 欢迎广大船
企尧船东来电来函咨询遥
地 址院 浙江舟山定海卫

海路 87号海韵大厦 14楼
联 系 人院 薛先生 叶女士

联系电话院 0580-2039758
0580-2027516

本刊特稿

一尧 4月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平稳增长遥
4月国内经济在经历了数次政策紧缩之后有所

回落袁总体仍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遥 4月袁工业生产
平稳增长袁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上涨
13.4%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增长袁 同比增长
17.1%袁居民消费价格为 5.3袁同比涨幅略有回落遥 外
贸进出口实现 25.9%的增长袁外贸进口增长 21.8%袁
出口增长 29.9%袁顺差 114亿美元袁与 3月份相比袁
出口增速出现较大的回落袁约 5.7个百分点遥 1-4月
份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袁同比增长 25.4%袁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34.3%遥 5月中旬日
均发电量 128.3亿千瓦时袁同比上升 13%袁环比上升
3.6%遥两大石油集团生产延续平稳态势袁5月中旬成
品油产量日均 62.2万吨袁同比增长 8.6豫遥
国家信息中心预计袁2011 年二季度 GDP 为

9.6%袁 投资尧 消费和进出口增长 24.6%尧17.5%和
27.8%遥
二尧 5月国内钢材价格稳中趋涨袁 国际价格疲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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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期中国船舶交易价格综合指数为 1070.43
点袁 较上期 139期下跌 5.99点袁 跌幅 0.56%曰 5000
吨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指数为 883.84点袁 较
上期下跌 18.55点袁 跌幅 2.06%曰 3000吨级 5年船
龄二手油船指数为 1260.88 点袁 较上期上涨 6.85
点袁 涨幅 0.55%遥

干散货市场小幅下跌

本期袁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BDI 略微下跌袁
截止 6月 10日袁 报收于 1418点遥 下跌的原因是
巴拿马型和灵便型船市场出现调整袁 而海峡型船
市场则上涨明显袁 其租金有大幅回升袁 根据 6月 3
日的波交所周报显示袁 美国巴尔的摩港到日本的
航线日租金达到 26000美元遥 尽管如此袁 目前租
金水平仍较年初时低近一半袁 亦只有去年同期的
五分之一遥
国内散货市场受煤炭运价下滑的影响袁 本期

沿海运输市场行情呈小幅下跌态势遥 6月 8日袁 沿
海 渊散货冤 运价指数报收于 1490.67点袁 较上期下
跌 1.36%遥 其中袁 金属矿石和粮食运价指数略有上
扬袁 煤炭运价指数略有下跌遥

沿海煤炭运输市场行情小幅下跌遥 随着国内沿
海动力煤价的持续上涨袁 进口煤再度受宠遥 煤炭
进口回升态势明显遥 由于国外煤炭的纷纷涌入袁
致使秦皇岛煤炭输出量持续减少袁 进而影响南北
煤炭运输价格遥 同时受北方大雾影响袁 秦皇岛港
接连出现封航现象袁 造成船舶不能正常运转袁 后
期天气逐渐好转袁 船舶运力集中释放遥 有关人士
认为袁 此前被认为造成中国结构性电荒因素之一
的水力发电将迎来利好袁 长江中下游大部分旱区
迎来强降雨天气袁 随着水电的发力袁 社会对火电
的依赖度可能减小袁 煤炭需求或有所降温遥 6月 8
日袁 煤炭货种运价指数报收于 1749.02点袁 较上期
下跌 2.16%遥
航线方面袁 主要航线运价均呈现下跌状态遥

2原3万吨船型方面秦皇岛至上海尧 福州市场运价分
别报收于 51元/吨和 60元/吨袁 较上期下跌 2元/吨
和 3元/吨曰 天津尧 京唐至上海市场运价报收于 52
元/吨袁 与上期相比下跌 1元/吨曰 5000吨船型方面
天津至南通袁 宁波市场运价分别报收于 58元/吨和
56元/吨袁 较上期下跌 2元/吨遥
金属矿石运输市场行情略有上扬遥 6月 8日袁

金属矿石货种运价指数报收于 1155.41点袁 较上期

前言院 China Secondhand Ship Price Index 渊SSPI冤袁 于 3月 12日在北
京袁 由交通部徐祖远副部长和浙江省王建满副省长共同主持发布遥
指数以 2006年 1月前 2周为基期袁 基期指数为 1000点,指数每 2周发布一期遥 指数的数据采

集基于现货市场的实际成交数据和经纪人的报送数据相结合的数据采集方式作为指数编制的依据遥
目前共体现三条指数曲线袁 包括一条船舶交易价格综合指数和两条标准船型单项指数遥 以后根据
各船型的市场活跃程度和市场变化趋势会不断推出新船型的单项指数和分类指数遥

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第 140期
本期船舶航运市场行情评述

船价窑指数本刊特稿

设工程进入施工旺季袁随着下游终端有效需求的释
放袁支撑钢价稳中趋涨遥 同时受野电荒冶尧节能减排等
影响袁钢厂产能释放受阻袁钢材产量将会回落遥 近期
油价尧电价以及煤炭尧焦炭尧铁矿石等钢铁原料燃料
价格持续攀升袁也支撑钢材现货价格的企稳走高遥 5
月份钢材市场延续了 4月份的回升态势袁钢材价格
进入震荡上行通道袁但上涨幅度有限遥 5月 27日宝
山钢市价格指数为 1146点袁与 4月底持平袁较 4月
初上涨 2.4%遥
国际钢铁价格院欧洲市场保持平稳袁成本推动

长材价格小幅度上涨遥 美国市场保持疲软袁价格继
续下滑遥 亚洲市场弱势趋稳袁受成本支撑袁大部分地
区钢材市场开始趋稳遥受美国市场影响袁5月份国际
钢市保持疲软袁5月 20日 CRU国际钢价综合指数
为 213.9袁与 4月份相比继续下滑袁微跌了 2.3%遥
三尧 4月沿海港口内贸吞吐量增速高位回落
受输入性通胀以及国内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因

素影响袁矿石尧煤炭尧原油等大宗商品需求受阻袁增
速出现一定幅度回调遥受内贸下滑影响袁4月份沿海
港口货物吞吐量为 5.1亿吨袁同比增速为 12.3%遥 其
中内贸吞吐量为 3.1亿吨袁同比增长 13.6%袁较上月
放缓了 7个百分点袁为年内最低水平遥
煤炭院4月份用电淡季出现电荒袁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 11.2%遥 4月份沿海港口煤炭及制品吞吐
量完成 1.1亿吨袁同比增长 16.9%袁其中内贸吞吐量
完成 0.98亿吨袁同比增长 21.3%曰煤炭一次下水量
为 5503万吨袁同比增长 18.5%遥 内贸吞吐量及煤炭
一次下水量增速大幅下滑袁 较上月分别减少了 11
个百分点和 17个百分点遥
金属矿石院 钢材生产受到电力供应紧张的影

响袁国内钢厂产量受到一定抑制袁4月国内粗钢产量
为 5903万吨袁较 3月份略有减少遥 4月份外贸进口
铁矿石 5285万吨袁环比下降 11%袁这是继 3月矿石
进口回升后再次出现下滑遥 4月份得益于沿海港口
金属矿石内贸吞吐量两位数的增长袁沿海港口金属
矿石吞吐量实现正增长袁同比增长 5.45%袁吞吐量完
成 8057万吨袁其中内贸金属矿石完成 2134.6万吨袁
同比增长 22.4%遥
原油院4月我国汽车产销量为 27个月以来首现

野双降冶袁与 3月相比分别下降 16%和 15.1%袁4月原
油加工稳定较上月和上年同期均出现增长袁原油加

工量同比增长 6.8%袁 外贸进口原油持续保持高位袁
进口 2117万吨袁沿海港口原油吞吐量完成 3290万
吨袁 同比增长 13.2%袁 其中内贸原油吞吐量完成
1172.2万吨袁 同比增长 21.4%袁 增速较上月减少了
20个百分点遥
四尧 5月份国内外航运指数稳步回升
BDI院 二季度是我国钢材生产旺季袁6月前铁矿

石进口增加对下跌的运费提供了温和的支撑遥 5月
下旬受石油等众多国际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影响袁国
际煤炭价格较前期有较大回落袁且多国出现电量供
应不足现象袁煤炭需求有所增加遥 运力方面袁受到节
假日影响袁部分船东仍未回归市场袁运力略显紧张遥
BDI有小幅回升袁5月 27日收于 1474点袁较 4月底
增长了 16%遥

CBFI院 5月份煤炭和金属矿石运价小幅回升袁
沿海运价指数呈现微张态势遥 5月 25日沿海散货运
价指数上升达 1511.3点袁较 4月底上涨了 1.4%遥
随着南方天气逐渐转热袁 电煤需求开始升温袁

再加上电厂积极储煤迎峰度夏袁 煤炭需求旺盛袁煤
炭价格攀升遥 随着铁路运量逐渐恢复及南方电荒袁
各电厂补库意愿强烈袁各煤炭发运港进煤量保持高
位袁 库存逐步回升遥 5 月 25 日煤炭运价指数为
1787.7点袁较 4月底上涨 2.6%袁其中曰秦皇岛到广
州尧上海煤炭运价分别为 63元/吨袁53元/吨袁分别较
4月底下跌了 8.7%尧上升了 6%遥
据悉袁 二季度铁矿石长协价格比一季度上涨袁

钢厂进口减少遥 据海关统计 4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石
5288万吨袁同比下降 4.5%袁环比下降 11.1%遥不过得
益于煤炭货种运输行情的上升袁金属矿石运输市场
运价也波动向上遥 5月 25日金属矿石运价为 1150.9
点袁较 4月底微涨了 0.4%遥
五尧 船舶价格指数
克拉克森二手船指数院5月 27日灵便型干散货

船渊56000吨级袁5年船龄冤的二手船价格为 3000万
美元袁较 4月底上涨了 7%遥 SSPI院5月 27日中国船
舶交易价格指数为 1076.4 点袁 较 4 月底上涨了
1.8%遥 干散货船指数和油船指数分别为 902.3点和
1254点袁较 4月底分别减少了-4.7%和 7.2%遥 干散
货船指数与克拉克森灵便型干散货船价格走势出

现不一致遥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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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涨 0.39%遥 5月底铁矿石现货价格较月初略有下
降袁 但成交依然冷清遥 由于对后期铁矿石价格看
跌袁 钢厂在铁矿石采购方面表现谨慎遥 而港口库
存居高不下也显现出最近铁矿石需求的低迷局面遥
航线方面袁 北仑至上海袁 南通 渊2万至 3万吨冤 的
运价维持在 18 元/吨曰 舟山至张家港 渊5 千吨船
型冤 运价徘徊于 24元/吨遥
粮食运输市场行情略有上涨遥 6月 8日袁 粮食

货种运价指数报收于 1147.03 点袁 较上期上涨
0.99%遥 近期玉米市场交易较为平稳遥 业内人士认
为袁 未来一段时间袁 粮食运输需求不旺遥 航线粮
食船运费跌至 62元/吨左右遥

140 期袁 5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指
数为 883.84 点 袁 较上期下跌 18.55 点 袁 跌幅
2.06%曰 据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资讯显示院
大吨位散货船成交依然低迷袁 但有买家表示对
45000载重吨左右浅吃水散货船感兴趣袁 吃水要求
在 11 米以下袁 能进长江遥 同时希望淘汰手里的
20000载重吨左右的散货船袁 该吨位船舶虽然面市
时间不长袁 但已面临被市场淘汰出局袁 处境颇为
尴尬遥 另一方面袁 小吨位 3000至 5000 载重吨散
货船却较受欢迎袁 但大部分买家要求船龄在 5年
左右并且价格低廉遥 从经纪人估价的数据看袁 5年
左右 5000载重吨散货船价格相比上期跌幅缩小袁
显示该类船舶价格已经接近底部遥

船舶交易价格综合指数

二手干散货船价格指数

二手油船价格指数

原油、成品油运输行情稳定
成品油运量有所下跌

本期原油尧成品油运输行情稳定袁成品油运量
有所下跌遥华东尧华南地区汽油资源趋紧袁农忙尧电
荒支撑柴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遥二季度是国内成品
油传统消费旺季袁国内油品供应不容乐观遥
油船买卖方面袁 近期袁1000载重吨以下油船成

交量继续扩大袁有广东买家称汕头附近有新的码头
工程项目袁 需要大量提供港口配套服务的船舶袁因
此 300-500载重吨左右加油船受热捧遥而相比年初
而言袁3000至 5000载重吨重油船则略有降温袁部分
原因是前期的热销导致价格高企袁 买家持币观望遥
140 期 袁3000 吨级 5 年船龄二手油船指数为
1260.88点袁较上期上涨 6.85点袁涨幅 0.55%遥通过
经纪人的估价来看袁5年左右 3000载重吨油船价格
涨幅也明显缩小袁可以预见袁随着 3000载重吨新造
油船的陆续下水袁未来该类油船价格将趋于合理遥

国内普通散货船估价表

国内成品油船估价表

查询最新船舶交易价格指数袁请登陆垂直网站院航运信息网 www.csi.com.cn遥渊以上数据仅供参考袁请勿以
此作为市场价格依据冤

载重吨 航区 船级
货舱
防污结构

舱盖形式 主机功率
主机
厂家

船舶
建造地

船龄
参考价
(万元) 涨跌幅

5000 近海 ZC 双底单壳 液压折叠
1765kW
渊2400马力) 宁动 江浙

新造船 1550 尹0.98%
5年 971 引0.31%
10年 780 尹0.26%

16500 近海 ZC 双底单壳 液压折叠
2970kW
渊4000马力冤 宁动 江浙

新造船 4957 引0.52%
5年 4398 引0.99%

22500 近海 ZC 双底单壳 液压折叠
4400kW
渊6000马力冤 陕柴 江浙

新造船 8826 尹0.63%
5年 7761 引0.09%

27000 近海 CCS 双底双壳 液压折叠
4400kW
渊6000马力冤 陕柴 江浙

新造船 10216 尹1.30%
1-3年 9851 引0.06%

吨位 航 区 船级
货舱
防污结构

货油舱
加热

主机
功率

主机
厂家

船舶
建造地

船龄
参考价
(万元) 涨跌幅

1000(闪点跃60益) 近海 ZC 双底单壳 导热油锅炉
220kW渊300马力冤 宁动 江浙

新造船 438 尹0.92%
5年 363 引0.55%

10年 271 尹0.37%

5000
(闪点臆60益) 近海 CCS 双底双壳 导热油锅炉 1765kW

渊2400马力冤 陕柴 江浙
新造船 3123 尹1.70%

5年 2498 尹0.91%
新造船 4823 尹0.79%

3000(闪点臆60益) 近海 导热油锅炉 735kW渊1000马力冤 宁动 江浙

新造船

5年
10年

2010
1403
1027

尹0.50%
尹0.14%
尹0.20%

CCS
ZC

双底双壳

双底单壳

8000(闪点臆60益) 近海 CCS 双底双壳 导热油锅炉 2206kW渊3000马力冤 陕柴 江浙 1-3年 4729 尹2.47%

船价窑指数船价窑指数

浙
江5
月
份
二
手
船
成
交
量
示
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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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型

本周海峡型市场环境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遥 大
西洋到太平洋航线的期租价格和图巴朗到中国航

线运价都保持平稳袁 后者也仅下跌了 1美元左右遥
相比之下袁 本周末横大西洋航线 BCI 标准型船日
租金由 13000美元下跌到了 8000美元袁 如果没有
进一步的询盘袁 下周价格将会进一步下跌遥 太平
洋地区交易活力充沛袁 尤其是西澳大利亚到中国
航线袁 据报道昨天大约有 10-15条船定下了业务袁
不过这正说明了尽管本周货运价已经徘徊在 7.5-
7.6美元/吨袁 市场中仍有大量的空置运力遥

巴拿马型

大西洋区运价保持平稳袁 由于运力供应收紧袁
形势还是较为乐观的袁 南美的业务吸引了印度洋
的船舶也显示了运力收紧的现象遥 本周早期袁 一
艘 72000载重吨货船从地中海装货袁 在大西洋走
两个航次袁 日租金超过 16000 美元袁 随后一艘
93000载重吨的超巴拿马型船定下了直布罗陀到地
中海的横大西洋往返航线袁 日租金为 17000美元遥
南美出发到太平洋地区航线日租金大约有 25500
美元袁 红利为 55万美元遥 太平洋区袁 主要的业务
大都发生在东南亚袁 传闻一艘 76000 载重吨货船

以 22000美元的日租金定下了途径印尼的短途业
务袁 但是最终失败遥 一艘 90 年代后期建造的
73000载重吨货船定下了中国南部绕经东澳大利亚
航线袁 日租金为 16500 美元遥 北太平洋地区的业
务有一艘 11年船龄 75000载重吨的日本船袁 日租
金为 15000美元遥

超灵便型/灵便型

因苏伊士东部地区的业务大部分受损袁 本周
超灵便型市场表现相当不稳定遥 相对来讲大西洋
大部分地区市场则表现坚挺袁 美国湾的大量船只
仍有业务遥 本周早期袁 一艘 2011年建造的 58000
载重吨船定下了从美国湾到欧洲大陆航线袁 日租
金为 28800 美元遥 也有报道称一艘 2006 年建造
55500载重吨船 6月 17-22日在美国湾交船袁 定下
了前往远东的航线袁 日租金高达 32000美元遥
东方地区的行情并不好袁 据报道一艘 52000

载重吨船 6月 11日在韩国装货袁 定下了北太平洋
往返航线袁 日租金低于 10000美元遥 印度洋的运
力也因缺少询盘而陷入挣扎遥 报道显示一艘 2011
年建造 57000载重吨船以日租金 9500美元这样的
低价接受了印度东海岸到中国航线的业务遥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译

6月 10日 1418 732
6月 9日 1428 733
6月 8日 1434 736
6月 7日 1456 740
6月 6日 1484 745
6月 2日 1489 748
6月 1日 1485 750

日期 BDI BDTI

6月 13日 1412 732
658
662
661
665
677
694
706

BCTI

654
1735
1767
1801
1860
1933
1934
1912

BCI

1732

BPI

1950
1927
1903
1858
1812
1792
1795
1809

BSI

1339
1348
1355
1369
1397
1424
1445
1449

BHSI

747
749
751
753
757
761
770
773

6月 14日 1400 731 6531694 1975 1331 743
6月 15日 1405 1716 1978 1324 738 734 652

BDI--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 BCI--波罗的海海岬型指数 BPI--波罗的海巴拿马型指数
BSI--波罗的海灵便型指数 BHSI-波罗的海超灵便型指数 BDTI-波罗的海原油指数
BCTI-波罗的海成品油指数
查询波罗的海交易所每日最新航运指数发布信息及行情动态袁请登陆院航运信息网 www.csi.com.cn

BDI 指 数 走 势 图
波罗的海交易所一周行情

渊6月 员0日冤

船价窑指数 船价窑指数

查询波罗的海交易所每日最新航运指数发布信息及行情动态袁请登陆院航运信息网 www.csi.com.cn

98

http://www.csi.com.cn
http://www.csi.com.cn


船市简报CHUAN SHI JIAN BAO船市简报 CHUAN SHI JIAN BAO

货 船

编 号 类 型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S1730 散货船 载货量 850吨袁总吨 398袁净吨 195袁主尺度 48.80伊8.80伊3.40米袁满载吃水 2.85米袁主机型
号 6170袁主机功率 220千瓦袁2004年 1月浙江台州建造袁报价 98万元

ZS1767 散货船 载货量 962吨袁总吨 497袁净吨 278袁主尺度 53.81伊8.80伊4.15米袁满载吃水 3.50米袁主机型
号 6190ZCl-2袁主机功率 218千瓦袁2008年 3月宁波建造袁报价 170万元

ZS1723 散货船 载货量 985吨袁总吨 498袁净吨 278袁主尺度 53.20伊8.80伊4.40米袁满载吃水 3.76米袁主机型
号 N8160ZLC2-29袁主机功率 218千瓦袁2005年 4月舟山建造袁报价 155万元

ZS1700 散货船 载货量 4780吨袁 总吨 2813袁 主尺度 95.90伊13.80伊7.40米袁 满载吃水 6.10米袁 主机型号
G8300ZC6B袁主机功率 2000马力袁2004年 1月浙江建造袁报价 800万元

ZS1663 散货船 载货量 5000吨袁总吨 2985袁净吨 1672袁主尺度 100.00伊14.80伊6.50米袁满载吃水 5.50米袁主
机型号宁动 6300ZC袁主机功率 1104千瓦袁2003 年 10月扬州建造袁报价 780万元

ZS1745 散货船 载货量 5000吨袁总吨 2996袁净吨 1677袁主尺度 96.30伊15.80伊7.40米袁满载吃水 5.90米袁主
机型号宁动 8300袁主机功率 1765千瓦袁2004年临海建造袁报价 900万元

重 点 船 舶 推 荐

船 舶 出 售 信 息

类型 全回转拖轮 编号 ZS1751 类型 化学品船 编号 ZS1649
载货量 - 主机型号 MTU16V4000M60 载货量 7072 主机型号 宁动8320ZC12B
总吨 215 主机功率 3230kw 总吨 4996 主机功率 2648kw
净吨 - 建造时间 2002 净吨 2222 建造时间 2007-5
主尺度 34.10伊9.50伊4.00 建造地点 韩国 主尺度 110.70伊17.60伊9.00 建造地点 江苏

满载吃水 - 报价 400万美元 满载吃水 - 报价 450万美元

船舶供求信息

油船持续遭受低廉运价的打击

2010 年第四季度油船船队数量增长 5%袁
致使运价下跌袁 这种趋势又将延续到 2011年遥
一月份可以说是持续黑暗的一个月袁 国际原油
运价指数已经跌至 700点一下遥 Platou数据显
示袁 一月份新的 VLCC平均日租金是 15200美
元袁 仅为 2010年年平均日租金 34500美元的
一半遥 苏伊士型油船情况更为糟糕袁 日租金
10800美元袁 仅为去年平均日租金的三分之一遥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袁 运价的下跌却几乎没有影
响到船价袁 据 BPA的评估袁 一月间 5年船龄
船价保持平稳袁 不过相对新船价格小幅下跌遥
然而袁 Platou对未来几个月的前景保持悲剧看
法袁 但他们仍然观察到船东将船以高价出售的
部分案例袁 尤其是 Frontline 公司以 9125 万美
元将 Front Shanghai号出售袁 并谈到院 野我们不
希望将来再出现这样的价格遥冶

石油需求增加

尽管 2011年以黑暗开始袁 但今年的预期
还是给了油船船东一些乐观的理由遥 国际能源
机构最近将 2011年的石油需求预期由 8740万
桶修正为 8880万桶遥 同时袁 这份声明也对沙
特阿拉伯的石油储备水平袁 中东时局动荡以及
荷姆兹海峡油运航道海盗猖獗等因素的影响表

示担忧要要要尤其是 2月份一艘 VLCC遭到劫持
的事件袁 使油价创下了两年半来的新高袁 目前
每桶价格已超过 100 美元遥 如果油价持续上

涨袁 油运市场将有可能回复到去年的水平袁 届
时大量油船将回归市场袁 投资者可将其作为浮
式储油单位用以开发期货贸易遥 以这种方式消
化市场中的多余运力将有利于油船船东的回

归遥
成品油船将复苏钥

成品油船最近几个月市场情况很是糟糕遥
不过至少有 2位市场的主要经营者做出预测袁
这是该领域复苏的开端袁 基于新型提炼厂的出
现以及生产转运模式的改变遥 Novios Maritime
Holdings公司的 CEO在二月中旬发布的公司年
度报告上说到院 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以及提炼
厂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转移使成品油船的

需求也相应提高遥 例如袁 在 2010年吨英里需
求增长为 5.4%袁 而船队的净增长只有 1.2%遥冶
Navios公司也订购了大量的成品油船曰 Frangou
说在这些船交船的时候市场基本面也会进一步

的改善遥
同样的袁 Great Eastern Shipping 在它的年

度报告中也做出预测院 野从中长期来看袁 中东
和亚洲的提炼厂迅速扩张成为成品油船需求大

量增长的原因袁 并导致吨英里的增长遥冶 但是袁
该公司也提醒到这些都不可能导致运价的上

涨遥 相反的袁 该公司说到院 野过度扩张船队将
使船队的利用率处于压力之下袁 从而导致油船
利润减少遥冶

波罗的海交易所 SPRING 2011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译

船价窑指数

困 难 时 期

1110



船市简报CHUAN SHI JIAN BAO船市简报 CHUAN SHI JIAN BAO

油 船

ZS1674 油船
载货量 550吨袁总吨 197袁净吨 110袁主尺度 44.00伊7.40伊3.50米袁满载吃水 2.95米袁主机型
号 6160A-17袁主机功率 201千瓦袁2007年 6月温岭建造袁三级油船袁双底单壳袁带加温设
备袁报价 290万元

ZS1761 油船
载货量 550吨袁总吨 392袁净吨 219袁主尺度 48.20伊8.00伊3.50米袁满载吃水 3.00米袁主机型
号 X6170ZC-1AE袁主机功率 202千瓦袁2005年 11月宁海建造袁该船无锅炉袁但有预留管路
和装锅炉的位置袁价格面议

ZS1742 油船
载货量 939吨袁总吨 498袁净吨 278袁主尺度 53.50伊9.20伊4.15米袁满载吃水 3.50米袁 2011年
温岭建造袁主机型号 6190ZLC1-2袁主机功率 218千瓦袁成品油船袁报价 480万元

ZS1697 油船
载货吨 963吨袁总吨 498袁净吨 278袁主尺度 53.20伊9.20伊4.10米袁满载吃水 3.50米袁主机型
号济南 6190zlC1-2袁主机功率 218千瓦袁2009年 4月浙江台州建造袁双底单壳袁三级油船袁
不带加温锅炉袁报价 435万元

ZS1701 油船
载货吨 965吨袁总吨 499袁净吨 279袁主尺度 54.92伊9.20伊4.20米袁满载吃水 3.54米袁主机型
号济南 6190ZLC1-2袁 主机功率 218千瓦袁2010年 1月温岭建造袁加温油船袁价格面议

ZS1665 散货船 载货量 5010吨袁总吨 2983袁净吨 1670袁主尺度 98.00伊15.80伊7.40米袁满载吃水 5.70米袁主
机型号 G8300ZC16BH袁主机功率 1765千瓦袁2004年 12月浙江建造袁报价 950万元

ZS1748 散货船 载货量 5036吨袁总吨 2980袁净吨 1668袁主尺度 97.00伊15.80伊7.40米袁满载吃水 5.90米袁主
机型号无锡 G8300ZC16B-1袁 主机功率 1765千瓦袁2009年温州建造袁B级冰区加强袁 报价
1250万元

ZS1747 散货船 载货量 5117吨袁总吨 2988袁净吨 1673袁主尺度 96.90伊15.80伊7.40米袁满载吃水 5.90米袁主
机型号淄博 LC8250ZLC-7袁主机功率 1470千瓦袁2005年台州建造袁报价 1000万元

ZS1664 散货船 载货量 5700吨袁总吨 2996袁净吨 1216袁主尺度 99.80伊18.00伊7.00米袁满载吃水 5.50米袁主
机型号宁动 M6300ZC袁主机功率 1234千瓦渊2台冤袁2004年 8月芜湖建造袁报价 850万元

ZS1669 散货船 载货量 6500吨袁总吨 3759袁净吨 2105袁主尺度 102.00伊16.20伊7.30米袁满载吃水 6.10米袁主
机型号淄博 LB6250ZLC袁主机功率 2000千瓦袁2005年 7月建造袁价格面议

004761 散货船 载货量 10355吨袁总吨 6271袁净吨 3763袁主尺度 134.42伊19.00伊9.00米袁满载吃水 6.75米袁
主机型号 8320ZCD袁主机功率 2206千瓦袁2005年 4月浙江建造袁报价 2650万元

004307 散货船 载货量 13600吨袁总吨 8742袁净吨 4795袁主尺度 140.70伊20.00伊10.80米袁满载吃水 7.90米袁
主机型号 6G32袁主机功率 2665千瓦袁2010年 4月浙江建造袁报价 3900万元

ZS1722 散货船 载货量 16000吨袁总吨 9909袁净吨 5549袁主尺度 147.02伊21.00伊10.25米袁满载吃水 8.25米袁
主机型号 GN8320ZC14B袁主机功率 1970千瓦袁2010年 11月建造袁报价 4500万元

ZS1690 散货船
载货量 27800吨袁总吨 16724袁净吨 9365袁主尺度 172.80伊23.80伊14.30米袁满载吃水 10.40
米袁主机型号 6S35MC7袁主机功率 4440千瓦袁2011年 7月下水袁国内 CCS船级袁报价 1.02
亿元

003044 散货船 载货量 28000吨袁总吨 17107袁净吨 9578袁主尺度 162.80伊25.60伊14.60米袁满载吃水 10.55
米袁主机型号 B&W6S35MC袁主机功率 4454千瓦袁2011年 4月浙江建造袁报价 9200万元

003050 散货船 载货量 28000吨袁总吨 17107袁净吨 9579袁主尺度 162.80伊25.60伊14.60米袁满载吃水 10.55
米袁主机型号 陕柴 8PC2-6L袁主机功率 4400千瓦袁2010年 10月浙江建造袁价格面议

003588 散货船 载货量 36000吨袁总吨 20984袁净吨 11751袁主尺度 179.99伊28.60伊14.30米袁满载吃水 10.50
米袁主机型号 7S35MC7袁主机功率 5180千瓦袁2011年 2月建造袁国内 CCS船级袁价格面议

ZS1711 散货船 载货量 57000吨袁 主尺度 189.99伊32.26伊18.00米袁 满载吃水 11.30米袁 主机型号 MANBNW6S50MCC8袁主机功率 8532千瓦袁2011年南京建造袁国际 CCS船级袁报价 2900万美元
ZS1654 多用

途船

载货量 2500吨袁总吨 1437袁净吨 804袁主尺度 69.50伊12.60伊5.40米袁满载吃水 4.60米袁主机
型号宁动 N8160ZLC2A袁 主机功率 706千瓦袁2005年 1月南京建造袁 价格面议袁 可装载48TEU

ZS1689 油船
载货量 3050吨袁 主尺度 87.96伊13.50伊6.00 米袁 满载吃水 5.00米袁 主机型号宁动中策
G6300ZCA袁 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2003年 4月浙江台州建造袁 三级油船袁 双底单壳袁 报价1300万元

ZS1703 油船
载货吨 3600吨袁主尺度 91.03伊13.50伊6.35米袁满载吃水 5.60米袁主机型号 G8300袁主机功
率 1471千瓦袁2006年 5月浙江建造袁成品油船袁报价 1800万元

ZS1661 油船
载货量 3500吨袁主尺度 90.60伊14.20伊6.20米袁满载吃水 5.35米袁主机型号 6DKM-28袁主机
功率 1912千瓦袁2010年浙江建造袁沥青船袁RINA船级袁无限航区袁报价 800万美元

004469 油船
载货量 4000吨袁总吨 2300袁净吨 1470袁主尺度 97.10伊14.38伊6.20米袁满载吃水 5.30米袁主
机型号 G6300ZC袁主机功率 1472千瓦袁2011年 6月浙江建造袁国内 CCS船级袁报价 3100
万元

ZS1638 油船
载货量 5000吨袁总吨 3996袁净吨 2238袁主尺度 108.80伊16.26伊8.30米袁满载吃水 5.43米袁主
机型号宁动 G6300袁主机功率 2984千瓦袁2000年 10月江苏建造袁一级油船袁双底单壳袁带
加温设备袁报价 1800万元

ZS1691 油船
载货吨 6450吨袁主尺度 103.00伊16.00伊8.70米袁满载吃水 6.50米袁主机型号 YAMA 6N330-EN袁主机功率 2600千瓦袁2011年浙江温州完工袁成品油船兼化学品船袁BV船级袁报价 7500
万元

004621 油船
载货量 7055吨袁总吨 4400袁净吨 2464袁主尺度 117.40伊16.50伊8.30米袁满载吃水 6.90米袁主
机型号 8320ZCd-6袁主机功率 2060千瓦袁2004年 3月浙江建造袁报价 3900万元

ZS1755 油船
载货量 8882吨袁总吨 5614袁净吨 3143袁主尺度 129.65伊17.50伊9.40米袁满载吃水 7.00米袁主
机型号广柴 8320ZCd-8袁主机功率 2206千瓦袁2010年浙江建造袁成品油船袁国内 CCS船
级袁货船舱特涂袁报价 5600万元

ZS1782 化学
品船

载货量 4623吨袁总吨 2930袁净吨 1255袁主尺度 96.08伊15.20伊7.20米袁满载吃水 5.65米袁主
机型号 8DKM-28袁主机功率 2500千瓦袁2011年浙江建造袁国际 CCS船级袁不锈钢内胆袁价
格面议

其 他 船 舶

003039 挖泥船 3500立方绞吸式挖泥船袁总吨 2717袁净吨 815袁主尺度 82.60伊18.20伊5.20米袁2009年浙江建
造袁价格面议

003041 挖泥船 7000立方耙吸式挖泥船袁总吨 5968袁主尺度 110.40伊20.60伊8.50米袁满载吃水 5.50米袁主机
型号 G8320ZC6B/7B袁主机功率 3088千瓦渊2台冤袁2009年浙江建造袁价格面议

003095 挖泥船 3800立方绞吸式挖泥船袁总吨 2588袁净吨 776袁主尺度 99.84伊18.20伊5.20米袁满载吃水 3.50
米袁2009年 5月浙江建造袁价格面议

004313 开底驳 载重吨 2515吨袁总吨 2025袁净吨 607袁主尺度 84.00伊14.75伊5.30米袁满载吃水 3.70米袁2010
年 11月江苏建造袁主机型号 X6200ZC袁主机功率 1396千瓦袁报价 1500万元

ZS1688 甲板驳 载重吨 5600吨袁总吨 2979袁净吨 1668袁主尺度 88.80伊23.00伊5.50米袁满载吃水 4.40米袁主
机型号 8300ZLCA袁主机功率 2200千瓦渊2台冤袁2010年 8月建造袁价格面议

ZS1733 甲板驳 载货吨 1555吨袁总吨 1569袁净吨 627袁主尺度 69.50伊17.00伊4.50米袁满载吃水 2.80米袁主机
型号淄博 Z8170ZLCZ-4袁主机功率 960千瓦渊2台冤袁2009年 5月安徽建造袁报价 660万元

ZS1734 拖轮
2600马力普通拖轮袁总吨 953袁净吨 285袁主尺度 60.22伊11.60伊5.70米袁满载吃水 4.44米袁主
机型号 8NVD48A-2V袁主机功率 1940千瓦渊2台冤袁 1979年 12月芜湖建造袁国内 CCS袁报
价 425万元

ZS1706 拖轮
4000马力全回转拖轮袁总吨 362袁净吨 108袁主尺度 35.00伊9.60伊4.20米袁满载吃水 3.10米袁
主机型号 6DLM-28袁 主机功率 2940千瓦袁2010年 12月福建建造袁报价 2200万元

ZS1705 拖轮
6600马力多用途拖轮袁总吨 2076袁净吨 623袁主尺度 68.00伊14.80伊6.80米袁满载吃水 5.60
米袁主机型号 8320ZCd-8袁 主机功率 4854千瓦渊2台冤袁2009年福建建造袁国际 CCS船级袁
报价 8000万元

ZS1704 拖轮
4800 马力全回转拖轮袁 主尺度 36.60伊10.50伊4.60 米袁 满载吃水 3.30 米袁 主机型号G128ZCLaf袁 主机功率 3528千瓦渊2台冤袁2011年 5月福建建造袁报价 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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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以上信息由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和航运信息网于 2011年 6月 14日提供袁仅供参考遥 详情请拨
打电话院0580- 2038358 2038398 或登陆网站 www.csi.com.cn 查询遥 冤

船 舶 求 购 信 息

货 船

ZS527 货船 求购 85年以后 8000吨的散货船或者木材船袁吃水在 6.5米袁挂方便旗的也行
ZS518 货船 求购 2000吨左右日本主机散货船袁用于改装成装活鱼的运输船袁要求老船
ZS513 货船 求购 2000吨散货船袁改装成冷藏船袁要求型深较大

油 船

ZS529 油船 求购 1000-1200吨供油船袁双底双壳袁供油系统完善袁5年以内船龄
ZS521 油船 求购 3500吨左右双底双壳油船袁5年内船龄
ZS511 油船 求购 1500吨油船袁双底单壳袁成品油船袁装汽油用袁船龄在 05年以后
ZS528 油船 求购 5000吨左右双底双壳的一级油船袁有加温设备袁最好新造船
ZS520 油船 求购 5000吨左右加油船袁要求单机袁带艏侧推袁双底双壳
ZS514 油船 求购 3500吨左右油船袁双底单壳一级油船袁1500万左右袁船龄 5年左右
ZS515 油船 求购 3500吨左右 5000吨以下的油船袁船龄要求 2005年以后袁主机功率 750千瓦以下

其 他 船 舶

ZS503 驳船 求购 5000吨自航甲板驳袁带跳板和围栏
ZS524 驳船 求购 1500-2200吨自航驳船袁要求船宽不超过 18米袁满载吃水小于 3.5米
ZS496 拖轮 求购 2600马力拖轮袁非 ZC船级袁10年内船龄
ZS522 拖轮 求购 1500马力拖轮袁老旧船也可以

最近几年袁 随着中国船舶工业的迅猛崛起袁
世界造船业东移的进程进一步加快袁 加上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后袁 欧洲船舶融资业务日益衰落袁 其
与造船有关的产业链各方都在试探性地向亚洲转

移袁 期望跟上市场的变化袁 甚至主导新市场的布
局遥 更重要的是袁 目前东亚各国船舶工业的发展
仍集中体现在制造环节袁 相关产业链各方尤其是
船舶融资尧 船舶评估等 野船舶生产性服务业冶 尚
处于起步阶段袁 存在着诸多市场空白点袁 对意欲
进入这些领域的国际企业来说袁 意味着其在亚洲
市场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遥 野从目前来看袁 进入
中国市场的外资船舶评估机构还不多袁 但相关船
舶服务机构的数量正在增加遥 这些公司的业务具
有很强的专业性袁 符合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袁 也

拥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遥冶 中国船舶工业经济研究中
心副主任张长涛强调遥
国际船舶评估公司及其他相关国际企业正在

进入中国市场袁其业务操作的规范性尧从业资质的
独立性会给我国船舶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更加优化

的市场竞争环境袁加快产业链国际化的步伐袁但同
时也有可能使我国造船企业在与日尧韩企业竞争中
面临一定的评估压力袁增加融资难度遥 目前袁我国市
场这一业务领域还处于半真空状态袁很多人对其发
展模式和业务结构知之不多袁既看不到其未来市场
的巨大赢利性袁也意识不到外企来华筑巢的潜在危
险性遥 因此袁相关各方应尽早了解袁提前准备袁加快
发展包括船舶评估产业在内的船舶服务业遥

来源院船舶工业信息快报

欧洲船舶服务企业向亚洲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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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企业开发维护公共关系应重点依靠四种

力量遥 一是驻外分支机构和船舶代理的力量曰 二
是政府公共力量曰 三是新闻媒体的力量曰 四是企
业内部员工的力量遥
企业公共关系是指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袁 有意

识尧 有计划地与社会其他组织及公众进行信息双
向交流及行为互动袁 以使自身做好丰富信息量尧
完善公共关系网络尧 提升品牌形象尧 提高决策准
确度等工作袁 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帮助遥 对处于
不同行业和拥有不同组织框架的企业来说袁 公共
关系所起的作用和开发维护公共关系的重点依靠

力量也各不相同遥 从企业完成经营活动任务所要
涉及的公共监管部门尧 行业组织及可以产生制约
关系的业务合作伙伴的数量以及完成与上述对象

之间活动的程序来看袁 涉及部门数量越多袁 完成
经营活动的程序越复杂袁 其对公共关系的依赖性
就越强遥 从企业自身组织结构来看袁 其组成单位
和元素在地理空间上分布越广泛袁 其对公共关系
的依赖性也就越强遥 从以上两个理论来考量航运
企业袁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院 航运企业对公共关
系有着较强的依赖性遥 原因如下袁 一是航运企业
在完成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袁 要涉及多种
多个组织部门袁 程序较为复杂遥 首先袁 货主尧 船
东尧 港口等处于航运业务链条上的重要合作伙伴
会对航运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遥
其次袁 航运企业还要接受交通尧 边防尧 海事尧 海
关尧 进出口检验检疫等多个公共权力部门的监管遥
此外袁 税务尧 海事法院尧 宣传等公共权力部门也
会在特定时期对航运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遥
再次袁 以船级社为代表的多个行业组织也会对航

运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遥 二是航运企业
的船舶尧 办事处等组成单位在地理空间上大都分
布较广泛袁 遍布全国各地袁 甚至是世界各地袁 这
就决定了航运企业公关活动的对象更加分散化和

多样化袁 需要多种途径尧 多种方式来维护好公共
关系袁 以保证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影响遥 基于以上
考虑袁 笔者认为航运企业的公共关系应重点依靠
以下四种力量遥
一是驻外分支机构和船舶代理的力量遥 当船

舶停靠于船舶经营管理公司所在地以外的其他港

口时袁 船舶经营管理公司将无法直接照管与船舶
有关的营运业务遥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一般有两
种袁 一是依靠船舶经营管理公司在当地所设立的
分支机构袁 二是委托当地的船舶代理遥 由于受财
力和人力所限袁 航运公司不可能在全世界所有的
港口都设有分支机构袁 于是在利用好有限的驻外
分支机构的同时袁 船舶代理就成为航运企业在当
地开发和维护公共关系袁 确保生产经营活动高效
进行的一种重要力量遥 因此袁 航运公司坚持以诚
信意识好袁 公关能力强袁 工作效率高等要求为标
准从众多的船舶代理公司中选出合适的代理袁 并
根据自身的业务种类确定代理方式袁 将会对顺利
完成经营任务袁 全面保障船舶生产生活提供积极
的促进作用遥
二是政府公共力量遥 政府公共力量对航运企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袁 一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尧 监管等决
策结果会对航运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较大的直接

影响袁 二是政府相关部门所具有的公共职能是航
运企业在考虑建立应对突发事件长效机制过程中

管理与营销

所依靠的重要力量遥
对航运企业来说袁 船期就是金钱袁 时间就是

效益袁 因此理顺与相关部门的业务关系袁 主动配
合相关部门提高工作效率袁 便能为公司生产经营
业务的开展提供便利袁 有利于促进经营业绩的提
高遥 作为一家成熟的航运企业袁 应该建立和完善
一种应对突发事件的长效机制袁 这样才能使公司
和职工利益在不利条件下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遥
由于远洋船舶常年在世界各地航行袁 因此该机制
建设应该把保护船员生命安全尧 形成正确舆论导
向作为重要内容袁 在这一过程中袁 政府的外交尧
宣传等部门会起到重要作用遥 所以航运企业的相
关部门应该坚持 野宁可防而不来袁 不可来而无防冶
的理念袁 有预见性地开展公关活动袁 做到未雨绸
缪遥
三是新闻媒体的力量遥 新闻媒体在促进航运

企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两个袁
一是对企业进行积极尧 正面的宣传报道袁 帮助企
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袁 二是新闻媒体可以利用
自身消息及时尧 联络网络广泛等行业优点为企业
顺利推进业务发展起到信息媒介尧 关系中介的积
极作用遥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媒介传播速度的

不断加快袁 新闻媒体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袁 竞争也
越来越激烈袁 个别缺少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
有关从业人员袁 会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对一些企
业或行业进行夸大甚至失实的负面报道袁 给报道
对象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遥 作为在这一过程中处
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企业来说袁 一方面要重视与主
流媒体和行业媒体的合作袁 通过积极尧 如实的报
道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袁 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媒
体的合作与了解袁 对有过 野前科冶 的媒体和从业
人员要积极引导袁 掌握新闻舆论的主动权遥
从新闻媒体可以对航运企业发挥信息媒介尧

关系中介的角度来看袁 航运行业媒体和航运企业
所在的地方权威媒体是航运企业在维护公共关系

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的两种力量遥 从空间上来看袁
航运行业媒体在国内主要的港口城市几乎都设有

记者站或联系点袁 从业务种类上看袁 航运行业媒
体与全国的海事尧 港口尧 港航管理尧 引航等可以
对航运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相关单

位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遥 如果航运企业与航运行
业媒体能够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袁 那么媒体在地
域空间和行业主要部门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则可以

为企业所用袁 帮助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遥 不同于
行业媒体袁 地方权威媒体的特点是其在当地的综
合布局遥 为了保证信息的全面和及时袁 地方媒体
一般都会建立起一支覆盖当地党政尧 司法尧 经济尧
卫生等政府各个职能领域的采编队伍袁 信息获取
的及时性及关系网络的普遍性是地方媒体能在航

运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优势之所在遥
四是企业内部员工的力量遥 较大的航运企业

一般都拥有一支结构丰富尧 来源多样的员工队伍袁
他们中间通常蕴藏着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宝贵

资源袁 公共关系资源便是其中一种遥 但由于工作
分工的限制袁 很多员工没有直接从事开发维护公
共关系的工作袁 或者一些员工所掌握的公共关系
资源能促进企业的发展但与自己的工作岗位联系

不大袁 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公共关系资源的隐性
浪费袁 也使企业失去了一种促进公司发展的重要
力量遥 在外部市场竞争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袁 企业
可以在内部探索建立充分发掘员工所掌握的公共

关系资源的有效机制袁 通过制定完善激励措施袁
切实落实 野把合适的人选到合适的岗位上冶 的用
人理念袁 进一步激发员工为维护企业利益而主动
发掘尧 提供公共关系资源的积极性袁 形成开发维
护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关系全员动员的工作局

面袁 这样既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袁 有利于员工实
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袁 增强工作的成就感袁 同时
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促进企业发展的各种积极力

量袁 有助于企业从容应对严酷的竞争遥
来源院 中国远洋航务

更·正·启·示
2011年第 5 期 渊总第 94 期冤 第 11 页袁

第 8行 野ZS1665袁 报价 950亿元冶 及第 9行
野ZS1664袁 报价 850亿元冶 更正为 野报价 950
万元尧 报价 850万元冶袁 为读者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遥

管理与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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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资讯船用物资

求 职 招 聘

应聘职位院 船长

求职编号院015399
姓名院 黄先生 籍贯院四川-成都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 海员证 服务簿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CHS 大副 2008.6-2009.5
HE XXX 大副 2009.11-2010.3
FU XXX 船长 2010.4-2011.4

求职编号院015401
姓名院肖先生 籍贯院湖北-武汉
证书等级院 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关 证书 院 服 务簿 适任 证 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江夏苑 船长 2008.4-2009.12
诚源 3 船长 2009.12-2010.4
华江域 船长 2010.9-2011.3

求职编号院015320
姓名院吴先生 籍贯院广东-广州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 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大屿山 大副 2009.12-2010.5
帝健 大副 2010.8-2010.10
帝健 船长 2010.10-2011.4

求职编号院015433
姓名院李先生 籍贯院辽宁-大连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关证书 院 服务簿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伟翔 109 船长 2009.12-2010.5
兴航 66 船长 2010.6-2010.9
新奥泰 1 船长 2010.10-2011.5

地区 规格 产地 价格渊元/吨冤 涨跌幅

上海
8mm 新钢 5550 ―

10mm 新钢 5400 ―

宁波
10mm 唐钢 5420 尹10
12mm 唐钢 5310 尹10

广州
8mm 韶钢 5760 引40

10mm 新钢 5580 引30
天津

8mm 济钢 5700 引90
10mm 济钢 5600 引90

福建
10mm 三钢 5710 ―

14-20mm 三钢 5550 ―

地区 品名 规格 备注

辽宁 重废 >6mm 不含税

上海 重废 >6mm 市场价

浙江 重废 >6mm 含税

福建
重废 >6mm 含税

中废 >4mm 含税

江苏
重废 6mm 含税

重废 >10mm 不含税

广东 中废 >4mm 不含税

价格渊元/吨冤
3280-3330

3090
3780
3770
3740
3840
3390

3100-3150

涨跌

尹30
尹60
尹40
尹80
尹80
尹70
尹70

-

钢材价格两级分化
渊6月 13日冤

近期国内钢市各品种价格走势分化更加明显袁国内长材渊以螺纹钢为代表冤价格继续小幅上涨袁板材则
表现偏弱曰进入 6月后袁国内钢材需求进入季节性的消费淡季袁终端需求可能进一步降低遥 而由于保障性住
房建设在 6月进入集中建设期袁螺纹钢等长材需求反而会强于 5月袁建材价格在短期内或许仍然保持震荡
小幅上行的趋势遥

从成本因素来看袁这段时间原材料价格走势转弱袁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跌袁钢坯尧废钢价格总体平稳运行袁
部分略有小幅上扬袁钢厂吨钢成本出现一定的下移遥 宝钢率先出台 7月份的钢材产品价格政策袁大部分产品
下调 100元到 500元/吨遥
综合来看袁建材钢将以维稳为主袁板材则会继续下调袁两级分化现象将有可能加剧遥
造船钢作为板材袁本期表现偏弱袁部分地区地区降价明显袁达到了 90元/吨袁部分地区造船钢价格如下院

本期废钢市场紧跟主流钢市袁以上调为主要行情袁尤其是在沙钢涨价后袁不少厂家纷纷跟涨遥
部分地区废钢价格如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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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船员简历源自航运信息网 -航运人才（http://hr.csi.com.cn）

发布船员招聘求职，请联系：0580-2600020

或加人才 QQ：513268612

应聘职位院 机工/机工长

船员资讯

求职编号院015252
姓名院李先生 籍贯院河北-沧州
证书等级院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 关 证 书 院 服 务簿 适 任 证 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东升 101 机工 2006.9-2007.1
正阳 3 机工 2008.11-2009.10
汉领 2 机工长 2009.11-2011.2

求职编号院015598
姓名院郭先生 籍贯院山东
证书等级院 丙一 船舶类型院多用途船
相 关 证 书 院 服 务 簿 适 任 证 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兴宁 16 机工长 2006.3-2006.7
新鹏泰 1 轮助 2006.7-2010.10
顺海 9 轮助 2010.11-2011.5

求职编号院015432
姓名院张先生 籍贯院河南-洛阳
证书等级院 乙一 船舶类型院油船
相关证书 院 服务簿 适任证 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顺赢 机工长 2006.3-2007.89
新福运 机工长 2008.9-2009.8
永成 17 机工 2009.8-2009.11

求职编号院015558
姓名院田先生 籍贯院湖南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 关 证 书 院 服 务 簿 适 任 证 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菊荣 机工 2010.9-2010.12
新源 7 机工 2011.2-2011.5

船员资讯

求职编号院015423
姓名院颜先生 籍贯院浙江-舟山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集装箱船
相关证书 院 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东方日本 大管轮 2010.5-2011.9

求职编号院015660
姓名院陈先生 籍贯院重庆-万州
证书等级院丙二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关证 书 院 服务 簿 适任证 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通康 6 二管轮 2009.6-2010.9
苏能 3 大管轮 2011.1-2011.5

应聘职位院 大管轮

应聘职位院 大副

求职编号院015383
姓名院安先生 籍贯院辽宁-大连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关证 书 院 服 务 簿 适任 证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恒荣 6 大副 2009.3-2009.12
长昌 1 大副 2010.4-2010.7
新开源 2 大副 2010.8-2010.12

求职编号院015419
姓名院胡先生 籍贯院重庆
证书等级院 丙二 船舶类型院化学品船
相关证 书 院 服 务 簿 适任 证书

GMDSS证书 江证

航海经验院
民联 大副 2005.3-2009.10
北仑一号 大副 2010.11-2011.2
联合 12 大副 2011.3-2011.5

求职编号院015469
姓名院涂先生 籍贯院湖南-常德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集装箱船
相关证书院 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向湾 三副 2005.8-2008.7
新蛇口 二副 2009.6-2010.4
新鸿翔 98 大副 2010.9-2011.4

求职编号院015391
姓名院徐先生 籍贯院浙江-宁波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关证书 院 服务簿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长航上海 二副 2007.7-2009.4
卓海 二副 2010.2-2010.9
长航和海 大副 2010.12-2011.5

求职编号院015272
姓名院李先生 籍贯院湖北-黄石
证书等级院丙二 船舶类型院油化船
相 关 证 书 院 服 务 簿 适 任 证 书

GMDSS证书 油安/油操
航海经验院
鼎衡 7 轮机长 2009.1-2009.8
海鑫油 603 轮机长 2009.9-2009.12
七星 21 轮机长 2009.12-2011.4

求职编号院015403
姓名院樊先生 籍贯院重庆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 关 证 书 院 服 务 簿 适 任 证 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振宇 61 大管轮 2009.12-2010.3
宏泰 228 大管轮 2010.4-2010.10
荣翔 5 大管轮 2010.10-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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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调查证据和海事诉讼证据的区别

供稿：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舟山分所
法律咨询热线：0580-2265638

海事法苑

海事调查和海事诉讼的不同性质袁决定了相应
的两类证据存在以下区别院
一尧收集的目的不同遥海事调查属于行政管理

行为的范畴袁目的在于改善公共交通安全袁预防类
似事故的再次发生袁意义在于为此后的事前预防提
供决策支持袁保障社会安全袁所以它不仅要找出直
接原因袁还要找出根本原因和潜在原因遥海事调查
工作的至高目的是野预防类似事故再度发生冶袁而调
查人员如何运用和认定调查过程中所搜集到的证

据袁则是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对事故野查明原因尧判明
责任尧提出安全管理建议冶工作的基础与核心遥而海
事审判的目的保障当事人诉权和人民法院审判权

的充分实现袁查明案件事实袁确认权利义务关系袁保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袁及时解决海事纠纷袁维护社会
和经济秩序等等遥海事审判人员主要通过查明侵权
行为与损害后果的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判定双方当

事人应承担的责任袁而不必分析造成事故的潜在原
因及提出防止事故再次发生的措施遥
二尧获取方式不同遥海事调查证据的获取是海

事部门依法主动进行调查的袁属于行政行为袁行政
相对人有接受调查的义务遥叶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
理条例曳 第十一条规定海事部门在接到事故报告
后袁应及时进行调查遥调查应客观尧全面袁不受事故
当事人提供材料的限制遥第十二条规定院野被调查人
必须接受调查袁如实陈述事故的有关情节袁并提供
真实的文书资料遥冶 而海事诉讼证据的获取有两种
途径袁一种是当事人举证遥这是由民事诉讼的性质
所决定的袁野谁主张袁谁举证冶袁否则负有举证责任的
当事人将承担不利后果遥同时袁民诉法还规定当事
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

据袁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袁人民

法院应当调查收集遥这就是海事诉讼证据的另一种
获取途径--法院调取遥当法院向海事行政主管机关
调查收集证据时袁海事行政机关向法院提供的大多
是其调查收集的海事调查证据遥当海事调查证据用
于海事诉讼中时袁即转化为海事诉讼证据遥
三尧认定方式不同遥海上交通事故的调查工作袁

是一种牵涉到当事人权益的行政行为袁既是行政执
法调查袁又是技术调查袁对事故原因的认定主要是
技术认定遥对如何相关相互证据袁目前的法律法规
并没有具体规定袁交通部海事局叶水上交通事故调
查处理指南曳也只是做了一些抽象的规定袁如院要求
调查人员要对全部证据综合分析曰认真分析和解决
证据中的各种矛盾袁采用的证据必须能和其它证据
相印证曰 在取得全部证据并考虑全部因素之前袁不
应得出有关事实的任何最后结论遥海事调查证据的
认定主要依靠调查人员的水平袁海事部门起主导作
用袁行政相对人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袁调查人员所
收集的证据不可能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遥而在海
事审判中袁对证据的认定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袁主要
是围绕证据的合法性尧 关联性和真实性进行认定遥
民诉法第六章野证据冶袁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部分袁
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曳尧海诉法及其司法
解释等法律尧司法解释都有如何审核认定证据的规
定遥与海事调查证据不同袁无论何种方式获取的海
事诉讼证据都要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袁当事人可
充分表达对证据的观点袁合议庭在听取双方质证意
见后最终通过逻辑推理和经验作出判断袁并在裁判
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遥

渊摘编自李立菲尧马鲲叶论海事调查证据在海事
诉讼中的运用曳冤 论海事调查证据在海事诉讼中的
运用

船员资讯

步入 6月袁 航运市场依旧没有任何
起色袁货运价格仍在低谷徘徊遥相对于往
年初夏袁耗电量开始增加袁煤炭需求量逐
步提升袁 可是今年的这个时期国内动力
煤价格的涨势降低了电厂对国内煤炭采

购的热情袁导致航运市场需求平淡袁运价
下跌遥
航运市场的不景气必然也影响到船

员的福利待遇袁 以及市场对船员的招聘
需求遥 船员市场的低迷尧 紊乱自去年底
开始持续到现在袁 大副尧 大管的紧缺袁
三副尧 三管过剩始终是目前整个船员市
场让人为之担忧的问题遥 船员职位晋升
所需的时间袁 也可能是造成该局面的一
个因素遥 同时中介市场的不规范也直接
影响着船员登船求职袁 也成为船员市场

混乱的一个要因遥 一些有影响力的船员
中介靠着自己常年的招人经验和人才资

源提高中介费袁 规模较小的公司则相对
降低中介费袁 这个相对立的局面导致有
些船员对市场才人需求的不信任袁 有些
中介甚至 野冷藏冶 部分市场难寻的高级
船员遥
现阶段这些问题还未有切实而稳妥

的解决办法袁 而船员的综合素质也有待
进一步提高遥 相对来说大副大管是硬性
需求袁 而三副三管则是有弹性的袁 素质
好尧服从性好尧业务能力强尧英语好的三
副和三管船员还是很欠缺遥 估计这种形
式将会在 2013年有个彻底的改变袁届时
现在的三副三管职务上能够提升为大副

大管了袁市场状态自然可以有所改观遥

6
月
份
船
员
市
场
评
述

渊上接第 24页冤

【解 析】

1尧关于保险责任及损失遥被告辩称原告试航时
单程自航距离超过 500海里承保区域袁 但证据不
足袁法院未予采信遥根据本案相关事实袁法院最终认
定保险责任成立遥损失方面袁原告虽对修理费数额
另有主张袁 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发票等证据证明袁法
院未予采信遥 由于该保险赔款数额于 2010年 1月
15日公估报告出具之日即可确定袁根据叶保险法曳第
23条第 2款之规定袁保险人未及时履行赔偿或者给
付保险金义务的袁除支付保险金外袁还应当赔偿被
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利息损失遥

2尧 关于 免赔 额 遥 免赔 额 (franchises 或
deductible)袁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商定的一
个具体数额袁对承保风险造成的损失的索赔累计金
额若袁保险人不予赔偿遥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人做
出赔偿之前承担部分损失袁其目的亦在于降低保险
人的成本袁从而使得降低保费成为可能遥对被保险
人来说袁由自己来承担一些小额的尧经常性的损失
而不购买保险是更经济的遥根据原告提交的由被告

委托的公估公司对涉案修理费进行评估的公估报

告袁修理费评估为 1909854.50元袁该数额基本合理袁
予以确认遥原告虽对修理费数额另有主张袁但未能
提供相应的发票等证据证明袁不予采信遥涉案保险
单中袁保险金额为 2亿元袁保险价值为 2.5亿元袁原
告投保的系 80%不足额保险袁由于每次事故免赔额
为 20万元袁 故被告就涉案船舶艉轴系统故障应支
付原告保险赔款 1327883.6元遥

3尧 关于不足额保险遥 当保险金额 渊Amount
insured冤 等于保险价值 渊Value insured冤 时袁 这种
保险称为足额保险 渊Fully insured冤袁 当保险金额低
于保险价值时袁 这种保险称为不足额保险 渊Under
insured冤遥 对此袁 我国 叶海商法曳 第 238 条规定袁
野保险人赔偿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袁 以保险金额为
限遥 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袁 在保险标的发生
部分损失时袁 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
比例负赔偿责任冶遥
不足额保险和免赔额可以加强被保险人对保

险标的的责任心袁并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袁因此在
海上保险及相关海事司法实务中被广泛采用遥

渊李良鸿根据相关法律文书及网页资料整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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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情】

原告院 浙江平安海运有限公司 渊下称浙江平
安冤遥
被告院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

公司渊下称台州阳光冤遥
原告浙江平安为与被告台州阳光船舶保险合

同保险赔款纠纷一案袁于 2010年 11月 8日诉至宁
波海事法院遥
原告诉称院2009年 8月袁 原告就工程号为 TS-

028在建船舶 渊54500载重吨袁 船名 野平安达 76冶冤
向被告投保了船舶建造险袁 承保期限自 2009年 8
月 20日 0时起至 2009年 10月 31日 24时止袁 保
险金额为人民币 2亿元袁 每次事故免赔额为 20万
元遥 保险价值为 2.5亿元袁 即原告与浙江天时造船
有限公司 渊以下简称天时船厂冤 签订的船舶建造
合同中约定的船舶价值遥 2009年 9月 23日袁 涉案
投保船舶出海试航时尾轴发生故障袁 随后在天时
船厂入坞修理袁 共产生修理费 3171362.5元遥 对该
起保险事故被告聘请了浙江海安发展保险公估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现场勘查尧 理算公估袁 该公司
出具了船舶建造保险公估报告袁 确认修理工期为
37 天 袁 修理费评估金额为 1909854.50 元 遥 在
3171362.5元修理费的基础上袁 考虑本案 80%不足
额保险及 20 万元免赔额等因素 袁 原告提出
2337090元的索赔主张袁 但双方协商未果袁 故诉请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赔款 2337090元及其利息
渊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自事故发生之日计算至
实际赔付之日止冤遥

被告台州阳光就原告主体资格尧试航航区超出
500海里限制尧修理费用明显过高袁以及原告无权主
张利息等问题进行了答辩遥
法院受理后袁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 2010年 12

月 9日尧12月 30日袁 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袁查
明如下事实院2009年 9月 22日袁涉案投保船舶出海
进行航行试验袁试航海域在大陈东约 70海里袁天气
东北风 7级袁船舶处于压载工况遥23日夜晚 2400时
左右袁参加本次试航的副总指挥渊系原告法定代表
人冤在驾驶台听见艉部传来两声响声袁好像有什么
东西与船壳发生碰撞袁 后经检查艉轴发生故障袁并
进坞进行修理遥被告聘请了浙江海安发展保险公估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现场勘查尧理算公估袁浙江海
安发展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出具了船舶建造保险公估报告袁 确认修理工期
为 37 天袁 共计产生修理费用人民币 1909854.50
元遥 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袁 原告诉至法院遥
法院认为院 原尧 被告之间的船舶建造保险合同依
法成立有效袁 被告承保以后袁 涉案投保船舶在保
险期限内发生了保险事故袁 被告应按约及时履行
给付保险金的义务遥 综上袁 海事法院依照 叶合同
法曳 60条尧 第 109条及 叶海商法曳 第 237条尧 第
238条尧 叶民事诉讼法曳 第 64 条第 1 款的规定袁
于 2011年 2月 10日作出判决院 一尧 被告台州阳
光支付原告浙江平安海运有限公司保险赔款

1327883.6元袁 以及该款自 2010年 1月 15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计算的利息曰 二尧 驳回原告浙江平安其余诉
讼请求遥 渊下转第 22页冤

海上保险免赔及不足额保险例解

日前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公
布了 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渊2011年本冤曳袁 对
船舶工业鼓励类尧 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提出了相
应要求遥 该 叶目录曳 将自今年 6月 1日起施行遥
第一类 鼓励类

十七尧 船舶
1尧 散货船尧 油船尧 集装箱船适应绿色尧 环

保尧 安全要求的优化升级袁 以及满足国际造船新
规范尧 新标准的船型开发建造

2尧 10万立方米以上液化天然气船尧 1.5万立
方米以上液化石油气船尧 万箱以上集装箱船尧
5000车位及以上汽车运输船尧 豪华客滚船尧 IMO
域型以上化学品船尧 豪华邮轮等高技术尧 高附加
值船舶

3尧 大型远洋捕捞加工渔船尧1万立方米以上耙
吸式挖泥船尧火车渡轮尧科学考察船尧破冰船尧海洋
调查船尧海洋监管船等特种船舶及其专用设备

4尧 小水线面双体船尧 水翼船尧 地效应船尧 气
垫船尧 穿浪船等高性能船舶

5尧 120米及以上水深自升式钻井平台尧 1500
米及以上深钻井船尧 1500米及以上水深半潜式钻
井平台等主流海洋移动钻井平台 渊船舶冤曰 15万吨
及以上浮式生产储卸装置 渊FPSO冤尧 1500米水深
半潜式生产平台尧 立柱式生产平台 渊SPAR冤尧 张力
腿平台 渊TLP冤尧 LNG-FPSO尧 边际油田型浮式生产
储油装置等浮式生产系统曰 万马力水级深水三用
工作船尧 1500米水深大型起重铺管船尧 1500米水
深工程勘察船尧 高性能物探船尧 5万吨及以上半潜
运输船尧 海上风车安装船等海洋工程作业船和辅
助船

6尧 动力定位系统尧 FPSO单点系泊系统尧 大

型海洋平台电站集成系统尧 主动力及传动系统尧
钻井平台升降系统尧 采油系统等通用和专用海洋
工程配套设备

7尧 豪华游艇开发制造及配套产业
8尧 智能环保型船用中低速柴油机及其关键零

部件尧 大型甲板机械尧 船用锅炉尧 油水分离机尧
海水淡化装置尧 压载水处理系统尧 船舶使用岸电
技术及设备尧 液化天然气船用双燃料发动机尧 吊
舱推进器尧 大型高效喷水推进装置尧 大功率中高
压发电机尧 船舶通讯导航及自动化系统等关键船
用配套设备

9尧 水下潜器尧 机器人及探测观测设备
10尧 精度管理控制尧 数字化造船尧 单元组装尧

预舾装和模块化尧 先进涂装尧 高效焊接技术应用
11尧 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尧 海洋工程装备的

修理与改装

第二类 限制类

十一尧 机械
57尧 出口船舶分段建造项目
第三类 淘汰类

一尧 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渊十一冤 船舶
1尧 废旧船舶滩涂拆解工艺
2尧 船长大于 80米的船舶整体建造工艺
二尧 落后产品
渊八冤 船舶
1尧 采用整体造船法建造的钢制运输船舶
2尧 不符合规范的改装船舶和已到报废期限的

船舶

3尧 单壳油船
4尧 挂桨机船及其发动机

海事法苑 政策法规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船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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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船舶交易市场合作与发展

组织第六届年会在杭胜利召开

2011年 6月 9-10日袁 全国船舶交易市场合作
与发展组织第六届年会在浙江杭州召开遥 合作组
织的会员单位和有关船舶交易市场共 14家单位的
负责人和代表参加了会议遥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李
宏印副局长尧 浙江省港航管理局唐伟明副局长尧
韩力平处长等应邀出席会议遥
李宏印副局长要求各交易服务机构要严格按

照交通运输部的管理规定袁 把好技术安全关袁 提
供优质专业的服务曰 各交易服务机构要统一思想袁
加强行业自律袁 做好服务品牌曰 充分发挥合作组
织在业内的积极作用遥

与会的 14家交易市场的负责人袁 各自介绍了
市场经营运作方面的情况并交流了在执行船舶交

易管理规定中遇到的问题袁 并对如何更好推进船
舶交易市场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 会议重点讨
论了规范交易管理袁 加强行业自律等问题遥

舟山十船企撑起“大半边天”

欧华是舟山确定的 10家重点龙头骨干企业之
一袁 另外像扬帆集团尧 常石集团 (舟山) 公司尧 舟
山中远船务尧 五洲船厂等产值也都超过 10 亿元遥

2010年袁 十家龙头骨干企业创产值 379亿元袁 占
全市船舶工业总产值的 69%曰 造船完工量 662万
载重吨袁 占全市的 94%曰 新承接订单量 879万载
重吨袁 占全市的 88%曰 手持订单量 2204 万载重
吨袁 占全市的 93%遥
目前袁 舟山拥有万吨级以上船台 50余座袁 船

台总吨位 164 万载重吨曰 万吨级以上船坞 30 余
座袁 总坞容量 450万载重吨袁 全市造船能力达到
800万载重吨遥
野十一五冶 期间袁 舟山船舶工业总产值年均增

速达 55%遥 2010年袁 全市规模以上修造船企业 60
余家袁 规模以上船用配套企业 30余家袁 船舶类科
研院所 15家袁 从业人员近 10万人遥
舟山计划在 野十二五冶 末袁 船舶工业的总产

值将达到 1200亿元袁 造船完工量达到 1000 万载
重吨袁 将具备制造新型自升式钻井平台尧 深水半
潜式平台尧 浮式生产储卸装置等先进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能力袁 成为 野全国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基地冶遥

蓬莱船舶将建世界第五大挖泥船

野我们的单子都排到 3年后了袁 下半年还将开
建世界第五大挖泥船遥冶 舟山蓬莱船舶修造有限公
司办公室主任洪毅有点自豪的表示遥

2010年舟山船舶工业产值 549亿元袁 占全市
工业比重达到 46%遥 舟山已经形成了五大集聚板
块的船舶产业基地和四大船舶配套园区遥 2010年袁
舟山造船完工量尧 新承接订单量尧 手持订单量达
到 708万载重吨尧 995万载重吨尧 2361万载重吨袁
分别占全国的 10.8%尧 13.2%尧 12%袁 舟山已经成
了全国重要的船舶基地遥
从造木质渔船起家袁 到现在造出 1.7万立方米

耙吸式挖泥船尧 汽车滚装船尧 5.2 万吨浮式储油
船尧 半潜式海洋平台以及各种工程船和特种船袁
海洋工程装备船正成为舟山船舶工业转型升级的

新利器遥

高雄港与宁波－舟山港签约合作

6月 1日消息袁 高雄港务局局长萧丁训与宁波

本 市 新 闻

市 场 新 闻

政策法规

叶材料与焊接规范曳2011年修改通报 渊报批稿冤
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院

1. 考虑到高等级 Z向钢尧铸钢件尧锻钢件尧高等
级系泊锚链的检测均需进行无损检测袁在材料篇中
增补无损检测人员的资质要求曰

2. 纳入 IACS的W13统一要求袁通过改进厚度
测量方法控制钢板的厚度实际负偏差袁使厚度的平
均负偏差为零袁由此保证钢板的耐蚀寿命曰

3. 考虑锚链钢与锚链制造之间存在一个交货
过程袁 将刚制造与锚链制造分开处理袁 完善钢厂
交货方面规定袁 给不同的生产单位执行规范带来
方便曰

4. 纳入 IACS的 W22统一要求袁 不仅增加了
R4S和 R5级高强度系泊链袁 而且系统地加强了对
系泊链的技术标准袁以满足海洋工程向更深的区域
拓展曰

5. 针对近几年有关船用浇注型环氧机座垫片
材料的许用应力反馈较多的情况袁经分析后对该材
料的许用应力要求进行了放宽袁同时对该材料型式
试验项目的衡准要求进行了调整曰

6. 为适应船舶大型化和完善船体结构的焊缝
检验要求袁增加了船中 0.6L范围以外船体外板和强
力甲板区域及其它一些重要部位的无损探伤要求曰

7. 对其他现场反馈的问题进行了修订遥

叶钢质海船入级规范曳2011年修改通报 渊报批
稿冤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院

1. 根据欧盟审核的意见袁新增了有关审核机关
对 CCS工作进行审核时提供方便的要求袁同时修订
了相关的信息提供与保密方面的要求曰

2. 为满足入级服务的需求增加了混凝土搅拌
船船型附加标志袁根据作业要求增加了限制作业吃
水的附加标志曰同时为保证船上产品的安全袁对某
些特定的产品袁如火星熄灭器尧燃油供油单元等增
加持证的要求曰

3. 根据 IMO MSC.282渊86冤决议的规定袁禁止船
上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曰

4. 根据 1年中 IACS所颁布的新技术要求做出
的修订院 纳入了 UI SC35对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供
电电源的统一解释以及 UI SC 94操舵装置检测报
警的相关要求曰 根据 UR S14修订了关于舱室密性
试验的要求曰根据 IACS有关检验的新统一要求袁修
订了检验的相关内容曰纳入了 IACS于 2010年发布
的对 CSR散货船和油船共同规范的修改通报的全

部内容曰
5. 按 2010年颁布的新修订的芬兰-瑞典冰级

规则对涉及结构尧螺旋桨和轴系等冰区加强的要求
做了修订曰

6. 纳入了经过 1年多对大型集装箱船船体结
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曰同时也在对柴油机曲轴疲劳
强度校核和曲轴直径校核两种方法的分析研究基

础上袁修订了各自的应用范围曰补充说明了螺旋桨
油压无键安装推入量计算要求曰

7. 依据各方面使用经验和用户反馈意见进行
修改袁主要涉及结构总纵强度尧近海供应船等内容曰
修改了锅炉压力表安装要求袁补充了深水锚机工作
负载和航行试验的要求曰对乙炔管路材料要求做了
修订曰针对目前在甲板上专业长距离跨洋运输桥吊
等重型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的方式应用增多袁补充
该类船舶航行及装卸过程中的舾装设备配备尧强度
及稳性等特殊要求曰

8. 此外还对某些使用过程中发现的文字错误
进行了编辑性修改遥

航运传真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11年修改通报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2011年修改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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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令红及舟山市港航管理

局局长傅良国代表签署合作意向书袁 双方将进一
步发展海运与物流相关业务袁 朝向共同合作尧 共
同发展的双赢局面遥 据悉袁 高雄港正积极改善各
项经营环境袁 并鼓励航商拓展航线袁 增辟太仓尧
虎门尧 泉州尧 温州等二线港口航线遥 高雄港务局
表示袁 为促进高雄港与宁波原舟山港在港口和物流
业务的合作袁 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与舟山市港
航管理局袁 本着互惠互利尧 相互促进尧 共同发展
的原则袁 达成共识袁 因而签订合作意向书遥

舟山岙山港区国际航行 VLCC
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1%

今年以来袁 随着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和
发展袁 进出岙山港区的大型油轮明显增加袁 创造
了到港国际航行 VLCC船舶数量的历史新高遥 据统
计 1至 5月份袁 岙山海事处成功保障 125艘次国
际航行油轮进出港作业安全袁 安全装卸油品 704.5
万吨袁 其中 VLCC比重近五成袁 达 61艘次袁 同比
增长 11%遥 岙山港区水上安全与污染形势也与日
严峻袁 岙山海事处积极适应形势需求袁 推出多项
有效措施袁 充分整合社会资源袁 加强全方位监管袁
确保海事监管到位袁 确保 VLCC进出港及作业安
全遥

舟山中远船务新建 5000车位汽车船首航

6月 10日袁 由舟山中远船务承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 5000车位汽车船 野中远腾飞冶 轮袁 10日
在上海外高桥海通国际汽车码头装载着 4400辆中
国民族牌品牌的汽车驶往巴西遥 此举实现了中国
人 野国车国运冶 的历史性突破遥
这艘 5000车位汽车船与今年 2月 16 日由舟

山中远船务承建的 5000车位汽车船 野中远盛世冶
轮袁 是姐妹轮袁 均是由舟山中远船务与上海设计
院共同设计袁 入 NK船级社袁 具有高技术含量尧 高
附加值尧 高建造难度等特点遥 船舶设计航速 20
节袁 总长 182.8米袁 型宽 32.2米袁 型深 14.95米袁
载重量约 14500 吨袁 运输容量为 5000 个标准车
辆袁 具有三层可调甲板袁 可满足不同高度车辆的

运输需求遥
该汽车船抗扭曲方面性能良好袁 并具有船型

小尧 功率大尧 航速快等特点袁 整艘船能通过电子
海图尧 卫星导航等先进设备实现一人驾驶袁 自动
化程度达世界一流水平遥

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该船有先进的监测报警系
统袁 共有 5 个工作站袁 分别安置在机舱集控室尧
驾驶台尧 轮机办公室袁 均能方便地监控全船船舶
动力设备的运行状况袁 并具备最新的防海盗设施遥

三星重工签 13000TEU集装箱船意向书

5月 30日袁 韩国三星重工跟希腊船东 George
Economou签署了 4+4艘 13000TEU 超大型集装箱
船的建造意向书 (LOI)遥

造 船 新 闻

航运传真航运传真

另外袁 George Economou公司明确表示袁 先确
保长期包租合约袁 才可能签署正式合同遥
据韩国媒体报道袁 George Economou公司与现

代商船正进行 10年以上的长期包租合约袁 如果这
一包租合同顺利签署袁 那么 George Economou公司
有计划向三星重工订造 13000TEU集装箱船袁 新船
定于 2013年末以后交付遥

南通中远船务获自升式钻井平台订单

5 月 30 日消息袁 南通中远船务和新加坡 KS
Energy公司旗下的 KS Drilling 公司签订了 2座自
升式钻井平台订单遥
据悉袁 新订单价值为 3.56亿美元袁 第一座钻

井平台预计在 2013年第三季度进行交付袁 第二座
将在 2014年第一季度交付遥 根据 KS Energy公告袁
这 2座自升式钻井平台的总成本约为 3.88亿美元袁
包括项目管理尧 钻油和操作工具尧 备用品和资本
化利息遥

另外袁 该自升式钻井平台采用 LeTourneau
Workhorse 240C设计袁 可在 400英尺的水域作业袁
钻井深度为 35000英尺袁 每座平台可容纳 150人遥

辽宁打造千亿元船舶制造基地

辽宁目前已有 200余家船舶工业企业袁 形成
大连湾尧 大连旅顺尧 大连长兴岛尧 葫芦岛和辽河
入海口等五大造船产业集聚区和 10个专业化船舶
配套园区遥 其中袁 长兴岛是 野十一五冶 时期形成
的造船产业集聚区之一遥 目前韩国 STX集团的造
船项目已投产袁 新加坡万邦和中集集团的造船及

海洋工程项目正在积极实施袁 大船重工投资 30亿
元的绿色拆修船项目将在 2013年部分建成遥 长兴
岛现有和在建项目全部达产后袁 年造船能力可达
千万载重吨袁 相当于 2010年辽宁全省造船产能遥
野十二五冶 期间袁 辽宁船舶产业将继续大力引进外
资袁 扶持民营船企袁 促进兼并重组曰 计划到 2015
年袁 全省造船产能将达到 2000万载重吨袁 比 野十
一五冶 末翻一番曰 实现产值 1200亿元袁 出口创汇
70亿美元遥

正和造船一日实现三大生产节点

5月 30日上午袁 浙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一艘
为东莞海昌船务有限公司建造的七万吨系列散货

船缓缓滑下船台袁 驶向大海遥

当天袁 浙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一片繁忙景
象袁 为东莞海昌船务有限公司建造的七万吨系
列散货船实现了一艘交付尧 一艘下水尧 一艘上
船台 遥 据了解 袁 七万吨散货船总长 222.00m袁
垂 线 间 长 216.20m袁 型 宽 32.26m袁 型 深

18.00m袁 设计吃水11.30m袁 结构吃水 13.00m袁
服务航速 13.80 节遥
目前袁 正和造船依靠工艺革新尧 技术改造袁

船台尧 码头周期都缩短至 55天左右遥 公司现在建
船舶共计 16艘遥 2011年 1-4月份产值 9.56亿元袁
同比增长 83%遥

南京远洋“海澜之星”散货船

在上海船厂交船

5月 20日上午 8时 08分袁 南京远洋轮船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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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新船 野海澜之星冶 轮在上海船厂正
式交接袁 8时 28分袁 该轮开始首航遥 公司副总经
理陈祥旺等人出席了交船仪式遥
野海澜之星冶 轮是一艘载重吨为 56882吨的散

货船袁 这是南京远洋公司与海澜集团合作建造的
第四艘已经出厂的船舶遥 目前袁 公司已有 7 艘超
大灵便型散货船投入营运遥

金海重工与中船九院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5月 24日袁 金海重工与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
工程有限公司 渊以下简称中船九院冤 战略合作协
议签字仪式在中船九院顺利举行遥 中船九院董事
长孙伟尧 总经理周辉尧 副总经理朱云龙以及主任
工程师詹根林袁 金海重工董事长王俊山尧 副总裁
赵军等出席了签字仪式遥
据悉袁 双方此次战略合作协议内容主要涉及

工程设计尧 项目规划尧 起重设备总承包尧 造船设
备设计制造和开发及工程项目承包等多方面的合

作遥 此次合作袁 将充分发挥双方互补优势袁 为金
海重工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保障袁 对提
高金海重工园区规划尧 提升制造能力等均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遥 渊由金海重工 供稿冤

欧华造船第一艘执行 PSPC涂层

新标准船舶顺利通过检验

6月 13日消息袁 浙江欧华造船有限公司 591
船 渊12500吨多用途船冤 接受了 Spliethoff 的船东
代表和 LR涂层专家的压载舱开舱检验遥 此次开舱
检验采取抽检的形式袁 接受抽查的压载舱室有 NO.
6S边压载舱尧 NO.5S 底压载舱尧 NO.3P边压载舱
等遥 在检查过程中袁 LR涂层专家通过对这些压载
舱的油漆膜厚尧 成型尧 表面清洁度等的查看袁 对
该船 PSPC涂层新标准执行的总体状况表示非常满
意遥
该船是公司第一艘执行 PSPC涂层新标准的船

舶袁 标志着公司首次执行 PSPC涂层新标准获得了
成功遥

渊由欧华造船 供稿冤

马士基推迟亚欧线涨价

马士基航运周三宣布原计划 6月 1日起在亚
洲至北欧航线上实施的运价普涨计划将推迟一个

月实施袁 涨价幅度为每 40英尺干货箱上调 500美
元遥
马士基并未说明推迟的原因遥 不过袁 此次

推迟并不适用从亚洲至地中海的西行航线袁 该
航线仍将自 6 月 1 日起每 20 英尺标箱涨价 250
美元遥
此外袁 马士基宣布将从 6 月 1日起在远东和

亚洲至欧洲南部的航线上涨价袁 幅度为每 20英尺
标箱涨 250美元袁 40或 45英尺标箱涨 500美元遥

去年长江货运量达 15.02亿吨

稳居世界第一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刚刚发布的

叶2010 长江航运发展报告曳 显示袁 2010 年袁 长
江干线完成货物通过量达 15.02 亿吨袁 为美国
密西西比河的 3 倍尧 欧洲莱茵河的 5 倍袁 稳居
世界第一遥
目前 袁 长江干线承担着沿江 80%的铁矿

石尧 83%的电煤以及大批量矿建材料的运输任
务遥 2010 年袁 长江航运为沿江经济社会发展的
直接贡献达到 1200 亿元袁 间接贡献达 2 万亿
元曰 直接从业人员达 200 多万人袁 带动间接就
业 1000 万人以上遥

马士基航运增强在华航线部署

随着南沙成为马士基航运公司在华南地区的

第 3个门户港袁 马士基航运不断增强在南沙及珠
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全球航线网络布局袁 迄今为
止袁 已有 9条航线挂靠南沙遥
马士基航运公司华南区总裁盖硕仁表示袁 野9

条航线将南沙与世界主要贸易地区紧紧相连遥 通

过挂靠南沙港袁 我们可为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
客户提供更近一步尧 更为可靠尧 高效尧 低碳的服
务袁 同时还助力客户减少供应链成本遥冶 除南沙
外袁 马士基航运公司在盐田尧 香港等华南地区的
港口亦可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遥
作为世界领先的集装箱航运公司袁 马士基航

运公司拥有一支由 500多艘集装箱船的船队袁 在
中国大陆的逾 40个城市设有办事机构遥

世界第二大集装箱

航运公司落户光谷

5月 31日袁 世界第二大集装箱航运公司瑞士
地中海航运公司在光谷华美达酒店正式揭牌袁 标
志着该公司全球范围内首个信息数据处理公司正

式运营袁 今后袁 这家全球第二大航运商的中国地
区运输单证都将在武汉完成制作遥
去年 12月袁 地中海航运公司与东湖高新区签

订了投资协议袁 正式落户武汉光谷遥 目前袁 该公
司在武汉的经营范围为负责其航运信息和数据处

理等外包业务袁 主要内容是为客户收集尧 制作用
于航运尧 码头停靠等资格单证遥

麦格理预计今年 BDI平均 1300点

麦格理投资机构 5月 30日预计袁 由于运力总
体相对过剩袁 今年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指数
渊BDI冤 均值将落 1300点附近遥 根据该机构统计袁
今年干散货市场各船型运价均有不同程度下跌袁
尤其以海岬型船运价下跌最猛袁 当前运价与去年
同期相比下跌了 80%曰 而巴拿马型船和超灵便型
船运价与去年同期相比袁 也各自下跌了近 60%和
55%遥 市场运价下跌主要是近年来新船运力累计交
付过多导致遥 以海岬型船为例袁2008年全年新船累
计交付 44艘袁2009年为 111 艘袁2010年达 213艘袁
今年截至目前已交付了 76艘袁 全年新船交付量可
能与 2010年相当遥麦格理表示袁当前市场老旧船的
速度正在加快袁根据他们的市场供求模型袁 今年干
散货船的拆解率将达到 3.5%袁 明年将攀升至 6%遥
而以目前市场拆解速度计算袁 今年干散货船拆解
率可能超过他们的模型预测袁 有望达到 4%遥

马士基亚欧航线运费 7月加征

马士基航运 6月 9日公布袁自 6月起袁于亚洲
至地中海航线运费每 20尺箱加收 250美元曰 至于
亚洲至北欧航线袁原定自 6月起在该亚欧航线调涨
运费袁将延至 7月 1日起加收每 40尺箱 500美元遥
业界普遍预料集装箱航运市场已恢复正常增

长状态袁去年从谷底急速反弹情形不会再出现遥 全
球多家集装箱航商今年第一季度业绩报表呈现亏

损状况袁专家认为主要由于运费较去年旺季回落太
多袁第二季度开始的传统旺季货量也未见非常显著
的回升遥

裕民航运预计散货市场 3季度回扬

裕民航运 6月 10日召开股东会袁 公司总经理
王书吉指出袁 散货运输市场今年第一季度应该是谷
底袁随着负面因素散去如澳洲水灾等袁预计第三季开
始回扬袁 但整体而言袁2011尧2012年散货运输市场仍
旧相当辛苦袁2013年市场供需状况将进一步改善遥
王书吉指出袁全球海运市场变化迅速袁经营团

队避开在 2008 年前的高船价时下单造船袁 直到
2010年船价下滑时袁 才陆续执行扩充船队计划袁目
前本公司名下新船订单共有 8艘船袁加上代管营运
台电两艘 93000载重吨船袁 预计 2013年营运及管
理船舶总数将达 40艘袁453万载重吨遥 随新造船价
格在低档徘徊袁 公司将持续执行船队扩充计划袁下
半年有望再洽船厂下单造船遥

黄骅港煤炭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据神华黄骅港务公司消息袁 到 5 月 20 日袁
黄骅港完成煤炭吞吐量 3809 万吨袁 同比增长
19%遥
今年以来袁 神华黄骅港务公司突出抓好重车

接卸袁 通过合理压缩日常保养时间袁 在流程冲突
时优先保证卸车作业袁 有效降低了车辆周转时间遥
同时抓好自有船舶的周转袁 使自有船舶平均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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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时缩短至 72.6小时袁 降幅达 52%遥

秦皇岛港“煤四期”

吞吐量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前 4个月袁 秦皇岛港 野煤四期冶 的管理
使用单位秦港七公司完成吞吐量 2473.9万吨袁 比
去年同期增加 307.9万吨袁 再创历史新高遥
秦港 野煤四期冶 建成 15年来袁 秦港七公司一

直以改革创新为抓手袁 不断推进精细化管理袁 打
造服务品牌袁 使 野煤四期冶 成为秦皇岛港北煤南
运的主力旗舰遥

武汉新港跨入“亿吨大港”

5月 28日袁一艘刚装满货物集装箱的运输船驶
离武汉新港阳逻港遥 与其他港口模式不同袁 武汉新
港是一个全新野港冶遥2008年 5月袁湖北省委省政府
着眼于拓展武汉中心城市功能袁凸显武汉辐射带动
作用袁 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袁 决定将武汉和鄂州尧黄
冈尧咸宁四市范围内的 27个港区资源整合袁统一规
划建设野武汉新港冶袁并确立野亿吨大港尧千万标箱冶
的发展目标遥经过各方全力的资源整合和各港口的
改建尧扩建袁武汉新港 2010年货物吞吐量突破 1亿
吨袁 成为长江中游和上游首个跨入亿吨级的港口遥
今年第一季度袁 武汉新港货物吞吐量又大幅提升袁
仅阳逻港作业量同比就大涨近三成遥

鹿特丹港规划 20年发展计划

据悉袁 鹿特丹港目前面临安特卫普港与汉堡

港二大竞争对手的压力袁 该港正在规划制定未来
二十年发展策略袁 月底前将会对外公布详情遥 此
前袁 安特卫普港曾去年十月宣布袁 未来十五年将
耗资 23亿美元进行扩建遥 而汉堡港也在制定一项
为期十五年的的长远发展规划袁 计划提高三倍货
量袁 新港区设在易北河以北的斯甸韦达遥 根据鹿
特丹的规划袁 该港将在去年 4.3 亿吨吞吐量的基
础袁 至 2030年吞吐货量达到 6.5亿至 7.5亿吨之
间遥 集装箱货量由目前占总量 25%的比例提高至
40%遥

保税港助力广西钦州港货物
吞吐量再创新高

6月 1日袁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码头堆满了集装
箱遥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
保税港区袁 自 2月 16日全面开港运营以来袁 港区
各项业务迅速开展袁 发展势头迅猛袁 推动了广西
钦州港吞吐量迅猛增长遥 6月 1日袁 广西钦州港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布最新数据袁 今年 1 到 5
月份袁 钦州港货物吞吐量达 1839.1万吨袁 同比增
长 58.8豫袁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遥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1.76万标箱袁 同比增长 21.2%遥

南昌港集装箱码头
单月吞吐量创开业以来新高

据江西省交通部门消息袁 今年 5月袁 南昌港
集装箱码头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5900标箱袁 比去年
同期增长 38.95% 袁 创该码头开业以来单月最高吞

吐量遥
南昌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是江西省吞吐能力最

强的现代化集装箱专用码头袁 于 2005年建成遥 自
开业以来袁 该码头每年吞吐量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遥
近年来袁 该码头抓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国
家加快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战略机遇袁 加快发展袁
取得了良好效果遥

洋浦深水航道疏浚及岸滩
形成工程基本完成

海南省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最大的用海项目

洋浦深水航道疏浚 渊一期冤 及岸滩形成工程已基
本完成袁 即将竣工验收遥 该工程共疏浚洋浦港航
道 9.93公里袁 小铲滩已吹填形成陆域 3.95平方公
里袁 新增深水码头岸线 5.5公里遥 小铲滩作业区起
步工程建设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遥
小铲滩作业区起步工程为 2个 10万吨级集装

箱码头泊位袁 设计年通过能力 120万 TEU 渊标准
箱冤 ,投资匡算 23.8亿元袁 建设工期计划 30个月袁
预计今年开工建设遥 这对于加快洋浦的航运枢纽
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遥

香港首季港口货物

吞吐量达 6270万吨同比持平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6月 9日公布袁 今年首
季度港口货物吞吐量为 6270万吨袁 与去年同期持
平袁 其中抵港及离港港口货物分别为 3590万吨和
2680万吨遥
首季度经季节性调整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袁 按

季跌 4%曰 当中抵港和离港港口货物分别跌 5%及
2%遥
抵港港口货物中袁 录得双位数字升幅的主要

装货国家袁 包括印度尼西亚尧 韩国尧 越南和马来
西亚袁 美国和新加坡则分别跌 16%和 15%遥 在离
港港口货物中袁 录得双位数字升幅的主要卸货国
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尧 菲律宾尧 马来西亚和越南袁
其中印度尼西亚升幅达 62%袁 美国则跌 17%遥
今年首季度袁 香港港口处理了 550万标准柜袁

按年升 1%曰 当中载货货柜为 460万标准柜曰 空货

柜共 90万标准柜遥
首季度经季节性调整的载货货柜吞吐量袁 按

季跌 2%遥 当中抵港载货货柜及离港载货货柜分别
跌 4%和 1%遥

福清江阴港物流园区一期工程动工

6月 1日袁 从福州港务集团公司获悉袁 总投资
2500万元的福清江阴港物流园区一期工程项目已
正式开工遥
据了解袁 该项目位于福州新港 1#泊位后方物

流园区北向袁 投资 2500万元袁 主要工程包括建设
5万平方米集装箱堆场以及配套的办公楼和钢结构
仓库等遥 目前正进行软基加固施工及堆载预压回
填砂袁 预计 2011年 12月可完成 2.5万平方米空箱
堆场建设袁 2012年 4月再完成 2.5 万平方米重箱
堆场建设遥

天津港散货物流公司

张家口营销中心项目签约

5月 31日袁 散货物流公司推出战略转型重要
举措袁 与张家口市怀安县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袁
正式启动张家口区域营销中心项目袁 规划建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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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小知识·

船用钢材简述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工程技术部

由于船舶工作环境恶劣袁 船体
壳要受海水的化学腐蚀尧 电化学腐
蚀和海生物尧 微生物的腐蚀曰 船体
承受较大的风浪冲击和交变负荷曰
船舶线型使其加工方法复杂等因素遥
所以对船用钢板要求严格院
首先袁 要有良好的韧性是最关

键的要求曰
其次袁 要有较高的强度袁 良好

的耐腐蚀性能尧 焊接性能袁 加工成
型性能及表面质量遥
再次袁 为保证质量和有足够的

韧性袁 要求化学成分的 Mn/C在 2.5
以上袁 对碳当量也有严格要求袁 并
由船检部门认可的钢厂生产遥
船用钢板是指按船级社建造规

范要求生产的用于制造船体结构的

热轧钢板材遥
船用钢板按照其最小屈服点划

分强度级别为院 一般强度结构钢和
高强度结构钢遥
中国船级社规范标准的一般强

度结构钢分为院 A尧 B尧 D尧 E 四个
质量等级曰 高强度结构钢分为 A尧
D尧 E尧 F四个质量等级袁 三个强度
级别 (32尧 36尧 40)遥

航运传真

那么 A 级尧 B级尧 D级尧 E级代表的是什
么含意呢钥 其实这个指的是钢材的牌号袁 即强
度等级袁 一般强度的钢材分为 A尧 B尧 D尧 E四
个等级袁 且它们的拉伸强度尧 屈服强度和伸长
率的要求是相同的袁 所不同的是冲击韧性的试
验温度遥 A级钢材的冲击温度为 20摄氏度袁 B
级是 0摄氏度袁 D级是-20摄氏度袁 E级是-40
摄氏度遥 一般强度的钢材最小屈服强度都是
235MPa遥
高强度钢材分为 A尧 D尧 E和 F级袁 这些级

别的钢材每种分别对应三个不同的最小屈服强

度院 315MPa (32)尧 355MPa (36)尧 390MPa (40)袁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A32尧 A36尧 A40尧
D32尧 D36尧 D40尧 E32尧 E36尧 E40尧 F32尧 F36尧
F40共 12种级别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不同强度的
钢材需用按照船舶规范尧 船体结构受力情况和
钢板的厚度而决定遥 如舷顶列板尧 上甲板等袁
当板厚在 12mm耀18mm时袁 采用 A级钢曰 板厚
在 19mm耀25mm时袁 采用的 D级钢曰 板厚大于
25mm时袁 采用的 E级钢遥 长时间在-20摄氏度
水域工作的船体结构则采用 E级钢袁 甚至选用
更高级别的 袁 如 MPC (多用途集装箱船 )
16800DWT袁 该船的重吊基座板就选用 F40袁 厚
度 60mm的钢板遥

平方公里物流基地袁 为散货物流中心货场尧 货物的异地
经营尧 周转提供新空间遥
张家口地区是内蒙尧 山西等地煤炭通往港口的重要

中转地袁 也是天津港联通西北腹地的重要枢纽遥 设立这
家营销中心增加了天津港的内陆中转节点遥 根据协议袁
该中心包括物流仓储区尧 公共服务生产区尧 办公区尧 商
贸区尧 生活服务区等功能区袁 开展仓储尧 代理尧 运输尧
配送尧 加工尧 装卸尧 物流金融尧 贸易尧 煤炭装箱等物流
服务遥

合作双方还将在物流园区建设尧 矿产开发业尧 劳务
服务业尧 地产业尧 绿色环保等领域进行合作袁 承担港口
服务功能前移的 野先行先试冶 任务遥

金桥现代物流中心项目落户桃城区

投资 10亿元

5月 30日袁 投资 10.4亿元的衡水金桥现代物流中心
项目正式获批复备案袁 标志着一投资超 10亿元的物流项
目落户衡水桃城区遥
该项目由邯郸市华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袁 主要

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和农产品交易市场袁 项目建设期 2
年袁 建成后袁 正常年销售收入可达 8.5亿元袁 年均利税
2.7亿元遥

郑州铁路局强化市场营销
集装箱运输势头良好

今年以来袁 郑州铁路局强化市场营销袁 科学制订运
输计划袁 积极组织开行集装箱班列袁 集装箱运输呈现良
好发展势头遥 今年前 4个半月袁 该局集装箱发运量同比
增长 9%袁 其中 4月份发送集装箱 13568箱袁 同比增长
13.3%袁 创单月集装箱发送量历史新高遥

四川宜宾江安县签 30亿元煤炭物流项目

6月 6日袁 从江安县招商引资局获悉袁 该县已与安
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年产值 30亿元的煤炭物
流项目遥 该项目将对江安县二龙口作业区码头进行整体
改造袁 将其建成为一个以港口为依托袁 以煤炭物流为主袁
集装卸尧 仓储尧 运输尧 洗选和汽车贸易等为一体的多功
能尧 标准化尧 现代化综合性物流中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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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上半年袁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袁
日军败迹已显遥 驻舟山日军为应付太平洋战场同盟
军的进攻袁 在舟山各岛修建了一批重要军事工程遥
衢山黄泥坎弹药库即为其一遥
据有关史料记载袁1945年 2月 29日袁从马足方

向开来一批日军袁 他们观察了下黄泥坎的海港尧山
头和水井遥 第二天袁1艘登陆艇开进黄泥坎岙口袁走
上十多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遥 翌日袁依附日军的衢
山野土皇帝冶王少冰派翻译尧联络员李同林和伪保长
下达了日军命令院限下黄泥坎所有居民在 3天内一
律搬迁袁过期不许再拿任何一件东西遥 顿时袁宁静的
山村里祸从天降袁 战战兢兢的老百姓吓的魂飞魄
散遥 可怜的下黄泥坎人袁只得扶老携幼袁逃离故地四
处投靠亲友遥 不几天袁又来了 20多个日本兵袁装上
发电机袁在老百姓搬出的空房子里拉上了电灯遥

3月中旬袁日炮艇拖着 4艘大驳船袁从上海方向
载来约 1000多名民工袁 日军把他们赶入老百姓的
空房子袁又搭了 4间芦片工棚遥 后据这些民夫向当
地人透露院他们多数来自上海浦东袁还有无锡尧南京
等地袁内中有父子尧叔侄尧兄弟等遥
日军把下黄泥坎划成禁区袁设 3 个岗哨袁并在

港中一礁石外放了两只航标为警戒线袁禁止所有渔
船和村民民夫随便进出遥 日军在强迫民夫开山凿洞
挖石块尧敲石子尧做泥工尧木匠尧竹匠遥
由于民夫超负荷的劳动袁不到半年袁建成简易

码头一座曰开凿沿海边石崖袁用混凝土浇灌了一条
70多米既可行车尧又可栈物的隐蔽坑道渊日军撤退
后袁 被衢山的国民兵团第五大队大队长王少冰毁
掉袁至今仍留残壁断垣冤曰深 20米尧阔 5米左右的坑
道仓库 1座尧山洞 8只曰还有日军住室和食堂 7间
以及饮用水柜两只遥
到农历五月底六月上旬袁 民夫中发生瘟疫袁并

迅速流传遥 日军怕瘟疫蔓延及自身袁把患病的民夫
一律驱赶到上黄泥坎和老百姓住在一起袁许多还未
断气的民夫也与尸体一起被拖出去活埋袁其情景之
惨袁令人怵目惊心遥
在这次瘟疫中袁上黄泥坎居民糟了灾袁16户 84

口人中死了 24人遥
到农历六月下旬袁瘟疫草逐渐停止袁千余名民

夫死亡大半遥 死在黄泥下坎的葬在祭祀岭袁死了黄
泥上坎的葬在小套遥 小部分有棺木袁大部分用几片
芦苇席裹葬草草了事遥

1945年 8月袁 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遥 8月 19
日袁驻衢日军撤退袁幸存的民夫才逃出鬼门关袁脱离
地狱门袁踏上回归之路遥
最近袁记者踏访黄泥坎遥 71岁的许杏章老人介

绍往事院当年日军在黄泥坎大兴土木袁储备物资有
弹药尧粮食尧燃料及建筑用的钢筋尧水泥等袁不时有
兵舰运送物资到此遥 后来日本人撤退时袁运走了弹
药尧粮食袁剩下的物资均被王少冰接手遥

航海史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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