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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11月运输市场信息简析
一尧 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回落至预期
10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13.2%袁 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速 17.2%袁 居民消费价格
显著回落至 5.5袁 符合预期遥 10月份我国外贸出口
表现弱于预期袁 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袁 对东盟出
口增幅大幅下滑袁 从 9月的 27.3%回落至 10月的
14.4%袁 环比回落幅度达到 9%遥 外贸进口同比增
长 28.7%袁 环比回落 9.5%袁 农产品和铁矿石进口
量显著回落遥 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基本
持平袁 支持因素来自于房地产和农业遥 从单月投
资增速来看袁 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基本持平于 9
月 25%的水平遥
二尧 11月国内外钢价下跌幅度有所收窄
国内钢铁价格院 11月份国内钢价急剧下挫的

态势有所收敛遥 钢市的阶段性底部已经出现袁 但
受制于下游需求疲软尧 外围市场动荡影响袁 尚难
走出趋势性上涨行情袁 小幅震荡将成为市场常态遥
11月 25日袁 宝山钢价指数收于 1039点袁 与 10月
底的 1058点相比袁 降幅达到 1.8%遥
国际钢铁价格院 据国际钢铁协会的统计数

据袁 10月份全球粗钢日均产量为 399.9万吨袁 环
比下降 2.4豫袁 为今年以来最低水平遥 全球钢厂的
整体开工率为 76.5%袁 较 9月份下降约 2.2个百分
点遥 总结来看袁 目前欧债问题余波不断袁 大宗商
品仍有下行压力曰 而 10月份全球粗钢日均产量创
下年内新低袁 各地区钢厂减产力度进一步加大袁
国际钢市仍将持续低迷遥 11月份 CRU国际钢材价
格指数有微幅度的下降袁 11月 18日 CRU国际钢
铁价格指数为 190.8点袁 与 10月底相比袁 微幅下
跌了 0.05%遥

三尧 10月沿海港口外贸吞吐量快速增长
10月份沿海港口外贸煤炭尧 外贸金属矿石尧

外贸原油吞吐量增速均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袁 整

体上来看袁 沿海港口外贸吞吐量增速较快遥 10月
份沿海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为 2.25亿吨袁 同比增
长 25.9%遥 受内贸煤炭和内贸金属矿石吞吐量增速
放缓的影响袁 10月份沿海港口内贸吞吐量增速为
9%袁 今年首次出现增速为个位数袁 内贸吞吐量完
成 3.04亿吨遥 沿海港口吞吐量完成 5.29亿吨袁 同
比增长 15.6%遥
煤炭 院 10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1.35%遥 10月份沿海港口煤炭及制品外贸吞吐量
激增袁 达到 1949万吨袁 同比增长了 51.1%袁 环比
增长 10%遥 而 10月份内贸煤炭增速大幅放缓袁 为
0.98亿吨袁 同比增长 11.6%袁 环比减少 5.4%遥 受
内贸煤炭增速放缓的影响袁 沿海港口煤炭及制品
吞吐量完成 1.17亿吨袁 同比增长仅为 16.7%袁 环
比减少 3%遥
金属矿石院 10月国内粗钢 5467万吨袁 同比增

长 9.7%遥 10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石 4994万吨袁 同
比增长 9%袁 环比减少 17.6%遥 10月份由于沿海金
属矿石外贸吞吐量增长较快袁 环比增长了 14%袁
完成 7029万吨袁 同比增速为 30.2%遥 沿海港口金
属矿石吞吐量完成 8978万吨袁 增速为 23.3%遥 沿
海金属矿石内贸吞吐量完成 1949万吨袁 同比增长
仅为 3.4%袁 环比减少 13.3%遥
原油院 10月全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同比均有所

下降遥 10月份我国外贸进口原油有所增加袁 进口
2080万吨袁 同比增长 26.9%袁 环比增长 1.7%遥 10
月沿海港口原油外贸吞吐量有所好转袁 内贸吞吐
量增长仍为负增长遥 沿海港口原油外贸吞吐量完
成 2083万吨袁 同比增长 19.4%袁 内贸吞吐量完成
1055万吨袁 同比减少 11.4%遥 沿海港口原油总吞
吐量为 3138万吨袁 同比增长 6.9%遥
四尧 11月份 BDI先抑后扬袁 国内运价一路下

跌

3



船市简报 CHUAN SHI JIAN BAO

SSPI院152期袁中国船舶交易价格综合指
数 SSPI为 1002.62点袁较上期下跌 15.86点袁
跌幅 1.56%曰5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
船指数为 828.11点袁较上期下跌 15.33点袁跌
幅 1.82%曰16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指数为 1041.78点袁 较上期下跌 36.52点袁跌
幅 3.39%曰22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指数为 1171.32点袁较上期下跌 5.23点袁跌幅
0.44%遥3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指
数为 1212.78点袁 较上期下跌 4.48点袁 跌幅
0.37%曰50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指
数为 1342.98点袁 较上期下跌 1.77点袁 跌幅
0.13%遥

干散货市场整体下跌

本期袁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BDI呈先抑
后扬的走势袁 截至 12月 2日袁 BDI 指数报
收于 1866点遥 海峡型船市场表现活跃袁 这
主要是受来自澳洲到中国的成交货盘推动曰
而巴拿马型船指数 BPI 及超灵便型/灵便型
船市场则走势较为低迷袁 亚洲地区的货盘量

本刊特稿

前言院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致力于对"中国

船舶交易价格指数 SSPI"的研究编制袁
继今年 3月 21日正式发布以来袁又于
11月 7日对外试运行 3条新船型单项
指数袁 分别为 16500DWT级 3年船龄
干散货船尧22500DWT 级 3 年船龄干
散货船和 5000DWT 级 3 年船龄油船
价格指数遥 3条新船型指数以 2010年
1月份前 2周即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
数 105期作为起始点遥 我们衷心期待袁
通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袁 能征集到更
广泛的意见和建议袁 并将不断地推出
和完善中国船舶交易船价指数体系袁
实时的反映船舶价格波动情况袁 更好
的服务于船东尧服务于航运企业遥

BDI院 中国钢厂需求疲软对铁矿石贸易产生的连锁
效应使船运需求减少遥 除现有运力过剩带来较大压力
外袁 新投放运力也加剧市场竞争遥 据克拉克森统计袁 前
10个月平均每个月有 24艘新的巴拿马型船投入市场袁
且仍有大量新船订单延迟交付遥 运力过剩问题再度凸
显袁 运输市场竞争加剧袁 为保证船舶营运率船东纷纷降
价承运遥 在 11月中旬亚洲地区对印尼煤炭需求和中国
对巴西铁矿石需求短期增加袁 使得运价指数温和回升遥
11月 25日 BDI为 1807点袁 较 10月底下跌了 8%遥

CBFI院 11月煤炭运价指数和金属矿石运价指数均
出现下跌袁 带动沿海运价指数较 10月底下跌了 7.7%袁
11月 23日报收于 1166.5点遥

需求低迷成为煤炭运价下滑的主要原因遥 全球经济
低迷袁 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全面紧缩尧 成本压力高位袁
出口加工型企业经营困难袁 纷纷限产尧 停产袁 且目前南
方天气暖和尧 气温适宜袁 以上因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电
厂煤炭消耗袁 煤炭需求下滑袁 且电厂库存基本处于饱
和袁 工业用电也不见好转遥 另一方面在国内煤炭价格高
企的带动下袁 导致近期进口煤明显增加袁 给国内煤炭需
求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遥 11 月 23 日煤炭运价指数为
1272.4点袁 较 10月底下跌了 9.7%袁 其中曰 秦皇岛到广
州尧 上海煤炭运价分别为 42 元/吨袁 32 元/吨袁 分别较
10月底下跌了 12.5%和 13.5%遥
由于进口铁矿石价格持续走低袁 钢材需求疲软袁 钢

厂压力较大袁 购买积极性不高袁 再加上煤炭运输市场低
迷的影响袁 沿海金属矿石运价难有起色遥 11月 23日金
属矿石运价为 1007.2点袁 较 10月底下跌了 3.5%遥
五尧 船舶价格指数
克拉克森二手船指数院 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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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万美元袁
与 10月底持平遥

SSPI院 11月 18日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为 1018.48
点袁 较 10月底下跌了 1.8%遥 5000吨级尧 16500吨级和
22500吨级干散货船指数分别为 843.44点尧 1078.3点和
1176.55 点袁 较 10 月底下跌了 0.98%尧 3.5%和 2.5%遥
3000 吨级和 5000 吨级油船指数分别为 1217.26 点和
1344.75点袁 较 10月底分别下跌了 0.73%和 1.1%遥
注院 2011年 11月 7日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的三

条新船指数试运行袁 16500吨级 3年船龄散货船尧 22500
吨级 3年船龄散货船尧 5000吨级 3年船龄油船遥

渊来源院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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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第 152期
船舶航运市场行情评述

船价窑指数

尚可袁 但其他区域的货盘成交稀少遥
煤炭运输市场运价继续刷新年内新低遥 国家

发改委 30日宣布袁 对发电用煤实施价格临时干预
措施袁 市场煤价或将进一步下跌袁 短期内完成
野冬储冶 任务的电厂观望气氛加重袁 采购欲望降
低袁 加上部分电力企业近期借此压低市场动力煤
的采购价格袁 虽处冬季电力消费的高峰期袁 煤炭
需求也有所降温袁 沿海市场景气程度一般遥 本期袁
由于电煤运输的减少袁 煤炭海运价格大幅走低袁
刷新年内最低价格遥 截至 11月 30日袁 2~3万载重
吨船型秦皇岛港至上海尧 张家港运费分别报收 30
元/吨和 33元/吨袁 较上期均下跌 1元/吨袁 同船型
至广州港方向的煤炭海上运费本期再下跌 2元/吨袁
报收 58元/吨袁 上述价格继续刷新了今年沿海市场
同船型同航线的最低运费遥
金属矿石市场行情继续下滑袁 有探底态势遥

目前钢市需求依然平淡袁 钢厂普遍对后市都不看
好袁 考虑到控制原料成本的风险袁 矿石采购也基
本以少量补库为主袁 中小钢厂国内矿库存的可用
天数一般维持在 7天左右袁 而大中型钢厂也以消
耗进口矿的库存为主袁 对国内矿的采购较少袁 实
际成交量不足袁 金属矿石海上运价继续下跌遥 11
月 30日袁 金属矿石货种运价指数报收于 1007.22
点袁 两周来下跌 2.2%袁 其中 1万载重吨船型青岛
至张家港和 5000载重吨船型舟山至张家港航线运
价分别报收于 27元/吨和 16元/吨袁 分别下跌 2元/
吨和 1元/吨袁 但主要航线运价与上周持平袁 在延
续 2个月的下滑之后袁 呈现触底迹象遥
粮食运输市场行情大幅回落遥 东北产区新玉

米陆续批量上市袁 但由于年末生猪集中出栏高峰
的到来以及宏观经济环境不佳的影响下袁 下游以
饲料和深加工为首需求仍较为有限袁 国内玉米市
场现货价格再度走低袁 加剧了收购主体的谨慎心
态袁 补库意愿不强袁 国内沿海粮食运输市场表现
冷淡袁 粮食运价大幅回落遥 11月 30日袁 粮食货种
运价指数报收于 804.26点,两周来下跌 8.4%遥
由于临近年底袁 国内散货船买卖市场出现了

部分成交袁 一艘 3年船龄 4700载重吨的散货船以
700万的价格成交袁 另有一艘 35000载重吨的新造
CCS级散货船袁 以 1.6亿左右的价格成交袁 该价格
略高于市场价遥 来自某经纪人的消息袁 一艘 07年
造 13000载重吨的散货船袁 双机配置袁 以 1700万
左右较低的价格成交袁 原因是船东出现了资金问
题遥 另有一艘 3年船龄的 14000载重吨 ZC级散货
船出售袁 船东的报价在 2700万左右遥 有北方买家
求购 38000左右载重吨的半成品船袁 要求为国际
航线船袁 用于改造成渔业加工船遥

本期袁 5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指数
为 828.11点袁 较上期下跌 15.33点袁 跌幅 1.82%曰
16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指数为 1041.78
点袁 较上期下跌 36.52点袁 跌幅 3.39%曰 22500吨
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指数为 1171.32点袁 较上
期下跌 5.23点袁 跌幅 0.44%遥 根据经纪人的估价袁
本期二手干散货船价格仍维持了下跌的走势遥 3年
船龄 16500载重吨跌幅较大袁 这与近期市场上出
现较多该类船舶的出售有关袁 而 5年船龄 5000载
重吨散货船和 3年船龄 22500 载重吨散货船价格
跌幅相对较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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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和成品油运输市场行情依旧平稳

虽然目前国际油运市场持续低迷袁部分运力由
国际航线转投国内油运市场袁 导致市场运力增加袁
但国内沿海油运需求保持稳定增长袁加上受野国油
国运冶以及国家对沿海成品油运输市场宏观调控政
策的影响袁国内沿海油运市场整体保持稳定袁原油
和成品油运价继续保持平稳遥
油船买卖方面袁 有部分买家求购 3500左右载

重吨的加温油船遥宁波地区有较多买家求购 500载
重吨加油船袁 该类船舶在市场上一直比较抢手遥来
自船东的消息袁 一艘 1年船龄 8200载重吨的成品
油船成交袁价格为 4750万遥来自经纪人的消息袁有
几条新造 4900载重吨的加温油船成交袁 买家来自
北方袁成交价格在 3300万左右袁明年年中交船遥本
期 袁3000 吨级 5 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指数为

1212.78 点袁较上期下跌 4.48 点袁跌幅 0.37%曰5000
吨级 3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指数为 1342.98点袁较
上期下跌 1.77点袁跌幅 0.13%遥根据经纪人的估价袁
3年船龄 3000载重吨及 5000载重吨油船的价格仍
出现小幅下跌袁油运市场虽然相对较为平稳袁但运
力的大幅增加还是给油运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遥

浙江 11月份二手船成交量示意图

船价窑指数

152期船舶交易价格综合指数

二手干散货船价格指数渊5000吨级 5年船龄冤

二手干散货船价格指数渊16500吨级 3年船龄冤

二手干散货船价格指数渊22500吨级 3年船龄冤

二手油船价格指数渊3000吨级 5年船龄冤

二手油船价格指数渊5000吨级 3年船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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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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

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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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重吨

近海 ZC 双底单壳 液压折叠
1765kW
渊2400马力) 宁动 江浙

新造船

5年
10年

16500
载重吨

近海 ZC 双底单壳 液压折叠
2970kW
渊4000马力冤 宁动 江浙

新造船

5年
22500
载重吨

近海 ZC 双底单壳 液压折叠
4400kW
渊6000马力冤 陕柴 江浙

新造船

5年
27000
载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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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造船

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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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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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
10年

5000载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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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
新造船

3000载重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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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S
ZC

双底双壳

双底单壳

8000载重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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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价窑指数

1521
917
723

4186
3997
7971
7196
9364
9080

引0.72%
引1.71%
引2.82%
引6.56%
引3.36%
引2.20%
引0.44%
引2.86%
引0.76%

441
342
247
1998
1385
928
3228
2711
4761
4730

尹1.15%
引4.20%
引3.14%
引0.34%
引0.29%
引0.96%
引0.06%
引0.11%
引1.22%
引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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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BDI BDTI BCTIBCI BPI BSI BH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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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价窑指数

12月 13日
12月 12日
12月 9日
12月 8日
12月 7日
12月 6日
12月 5日
12月 2日
12月 1日
11月 30日

1922
1930
1922
1882
1849
1848
1856
1866
1862
1846

3695
3725
3697
3529
3405
3387
3390
3409
3386
3298

1751
1733
1713
1693
1687
1690
1693
1701
1710
1727

1206
1218
1230
1248
1278
1300
1322
1335
1347
1359

597
599
602
606
612
617
620
623
624
625

882
864
839
817
776
773
775
776
784
788

757
749
741
741
736
732
730
726
725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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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市场行情不佳袁 最近数月还是签订了一
些与海工装备有关的新合约袁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投资热情将会降温遥
马士基钻井公司 Maersk Drilling向韩国三星重

工订造了 2艘超深海钻井船袁 预计于 2014年的第
二和第三季度交付使用遥 该项目的总造价大约是
13亿美元袁 其中包括与船厂所签交钥匙合同袁 设
备袁 项目管理袁 试运营袁 启动成本及化作本金的
利息遥 同时袁 马士基钻井公司还打算再度订造 2
艘钻井船遥

马士基钻井公司首席执行官 Claus Hemmingsen
在通告中说院 野我们立志成为领先的超深海钻井
商袁 这次订造新船是在充满吸引力的市场中获得
更大份额的一个重要步骤袁 这反映了我们将致力
于发展钻井船队袁 并在超深海工程上更有序尧 更
良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客户遥冶 迄今为止马士基钻井
公司已在 2座新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和 4艘钻井船
上投资了 838亿美元遥
他认为在全球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增加而成熟

油田产量不断下滑的情况下袁 深海钻井平台将拥
有很广阔的市场前景遥
他还说院 野这意味着必须在接下来的 20-25

年内将六倍于目前沙特阿拉伯出产的石油产量投

入使用袁 这将推动钻井服务成为一个坚实的增长
需求遥 边远地区如深海区域将是这一增长的主要
来源遥冶
这 2艘钻井船与之前今年 4月马士基公司在

三星重工订造的 2艘船设计大体一致袁 即船长 228
米袁 拥有在 12000英尺 渊3650米冤 深的海上进行

作业袁 并在超过 40000英尺 渊12200米冤 深处进行
钻井的能力遥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他表示袁 鉴于平台建造

成本的不断上涨袁 马士基钻井公司将暂缓其进一
步的扩展遥

Hemmingsen说院 野我们认为目前海上钻井平
台造价太高袁 所以我们暂时不会去作进一步投资袁
我们还需要对市场进行观察遥冶 他还向彭博社透
露袁 公司一直在等待并购同业的时机遥
他还说院 野虽然并购企业的市值可能已经很

低袁 但最终收购价格并不低遥 我们一直在跟踪市
场袁 我们发现目前并购其他企业的时机还未到遥冶
最近马士基钻井公司的另一项投资是和马士

基培训公司向英国钻井系统有限公司订制了一个

最先进的钻井模拟器遥 这个完全沉浸式钻井仿真
模拟器将提供一个真实的体验袁 并按照马士基钻
井公司最新建造的钻井平台和现有的深水半潜式

钻井平台订制袁 预计于 2012 年年中全面投入运
行袁 并将安置于由马士基培训公司在斯文堡为此
特建的综合楼内遥

Hemmingsen 还说院 野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新尧
最先进的钻井船队遥 在拥有高度先进的设备条件
下袁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寻求更先进的培训和能力
评估方式袁 以确保安全运营遥 这个仿真模拟器将
提供市场中最富经验和个性化的培训袁 使船员在
钻井作业时将面临的特定环境下进行训练遥冶

Songa公司融资

挪威公司 Songa Offshore透露袁 该公司已完成

船价窑指数

———虽有新的合约仍忧心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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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价窑指数

总额达 4.2亿美元的银行融资遥 这笔资金将用于支
付野Songa Eclipse冶 号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交付
时的所需费用袁 有 8.5年的偿还期遥 目前该设备已
准备在新加坡的裕廊船厂交付使用遥
该公司宣称袁 野此外袁 Songa公司已收到 1亿

美元的银行实盘融资资金袁 部分资金将用作在大
宇造船科技与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订购的 2艘半潜
式钻井平台的首期付款遥冶

道克怀斯交易

荷兰道克怀斯海运公司签署了多项总价为

4200万美元的合约遥 这些合约包括运输疏浚设备
至西班牙和乌拉圭袁 运送动力驳船和自升式驳船
至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埃及袁 运送自升式钻井平台
至加蓬尧 墨西哥和特立尼达袁 运送半潜式平台至
越南袁 还有 3份将多功能驳船和拖轮运送至巴西
和哥伦比亚的合约遥
道克怀斯海运公司也因雪佛龙石油公司经营

的高庚液化天然气项目而获得一份合约袁 该项目
位于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巴罗岛遥 这份包含陆上液
化天然气预制模块运输的合约将从 2012年初开始
生效袁 并由 野MIGHTY SERVANT III冶 半潜船负责
此次运输任务遥 该合约的总价大约为 2670 万美
元遥
道克怀斯海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Andr佴 Goed佴e

评论道院 野2011年第二季度的经营活动仍然疲弱袁
反映出行业内的整体状况依然低迷遥 尽管如此袁
相较于第一季度袁 道克怀斯海运公司发现现货市
场中的工程询价和预订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袁 虽然
仍处于低的周期价格水平遥 我们将继续积极地对
长期项目进行投标袁 在这个方面袁 高庚天然气合
约的签订可视为改善公司长期储备订单的另一个

重要举措遥冶
高庚天然气项目由雪佛龙公司在澳大利亚的

子公司运作袁这是一家合资企业袁股份份额分别是
雪佛龙子公司渊47%冤袁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渊25%冤袁
壳牌集团公司渊25%冤袁大阪瓦斯集团渊12.5%冤袁东京
燃气公司渊1%冤袁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渊0.42%冤遥

斯堪国际船运

丹麦项目货承运商斯堪国际船运公司赢得了 6

艘原先由德国布鲁格船务公司经营的德国多用途

船的商业管理合约遥 4艘 12700载重吨的 E/F级船
野Elegance冶 轮尧 野Efficiency冶 轮尧 野Federation冶
轮和 野Foundation冶 轮和 2艘 17000载重吨的双甲
板船舶 野Generation冶 轮和 野Gravitation冶 轮将与
其现有的 30艘更小规模的多用途船和散货船组成
的船队一起投身于项目货和散货市场中遥 斯堪国
际船运公司执行官 Kim Vestergaard-Hansen表示新
合约将增加其 40%的总运力袁 达到 285000 载重
吨遥 根据公司的情况袁 此次商业上的扩展将带领
企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层次遥
这些船舶由一家德国财团要德国项目货运输

公司的成员公司拥有并提供专业化管理遥 成员公
司包括 Hamburg KG houses Ownership 公司和
ElbeEmissionshaus 公司 遥 Ownership 公司总经理
homas Wenzel表示袁 由于布鲁格公司经营期间承运
的货物中有 80%是散货袁 只有 20%是项目货袁 所
以财团希望斯堪国际船运公司能够提升其所运输

货物中的项目货的比例遥
如果达到一定的盈利目标袁 该商业管理协议

将在最初的 12个月合同期之后自动续期遥 Thomas
Wenzel说袁 根据斯堪国际船运公司在合同期间的
表现袁 如果得到其他成员公司的支持袁 德国项目
货运输公司可能会委托斯堪国际船运公司经营更

多的船舶遥 德国项目货运输公司表示其拥有 23艘
多用途散货船袁 其中大部分目前已经租出遥

Seadrill 公司

挪威 Seadrill 公司获得两艘自升式钻井平台
野West Triton冶 和 野Offshore Resolute冶 包租合约袁
承租方为中东能源巨头哈夫吉联合作业公司 KJO
渊AL-Khafji Joint Operations冤袁 两船将服务于沙特
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的联合开发区遥 租赁合同在
东南亚的现行合同结束之后开始执行袁 每个平台
的租期包括 3年的固定期限外加平台移至阿拉伯
海湾所需的时间遥 此外袁 哈夫吉联合作业公司有
权将每份合约的租期延长 1年遥

Seadrill 管理公司的执行官 Alf Thorkildsen 声
明院 野这些新合同将加强与阿拉伯海湾的主要客
户之一的哈夫吉联合作业公司的关系遥 此外袁 在
颇具吸引力的市场费率下袁 将两个钻井平台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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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袁 也符合我们在这个石油和天然气活跃地
区提升长期参与度的战略需求遥冶
吉宝船厂 Keppel Shipyard Ltd ( Keppel

Shipyard) 有望完成对 野OSX-1冶 轮的改装和
升级工作袁 这也是巴西 OSX 石油服务公司
(OSX) 的第一艘浮式生产储油船 (FPSO)遥
在租给巴西 OGX石油公司之后袁 浮式生

产储油船 野OSX-l冶 轮将在巴西近海坎普斯盆
地的威美亚海域作业遥 此次的项目将使建立四
年时间的巴西 OGX石油公司出产第一桶石油袁
并预计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开始产出遥
今天袁 赞助商 Cristina Pinto在新加坡的巴

西大使馆顾问大臣 Joao Ziccardi Navajas 和
OGX石油公司的生产总监 Reinaldo Belolti的出
席下对该船进行了命名遥

野OSX -1冶 轮工程 尧 租赁和运营总监
Carlos Bellot说院 野耶OSX-1爷 轮是为满足 OGX
石油公司的需求而开发的第一艘浮式生产储油

船遥 而鉴于吉宝船厂在 FPSO领域的优良业绩袁
选择该船厂对 耶OSX-l爷 轮进行改装和升级是
十分明智的袁 耶OSX-1爷 轮能提供专用和专业
的服务遥 我深信这将有利于 OGX 公司和巴西
的石油天然气行业遥冶
吉宝船厂对浮式生产储油船 野OSX-1冶 轮

的修造范围包括装配尧 改装和升级顶边处理模
块遥 其姊妹公司布里斯托 DPS 渊Bristol冤 有限
公司将负责该船上部模块的施工设计和采购工

作遥
吉宝远东有限公司从世界最大海底钻探台

承包商瑞士越洋钻探公司 Transocean Ltd的子
公司 Transocean Offshore Deepwater争取到价值
1.95亿美元的追加订单遥
继 2011年 2月 17日向吉宝远东有限公司

定下两个自升式钻井平台的订单之后袁 越洋钻
探公司 Transocean行使了订造另一座高规格的
野KFELS Super B Class Bigfoot冶 船型的自升式
钻井平台的选择权袁 将在 2013 年第 3季度交
付遥

叶BALTIC曳 AUTUMN 2011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译

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 11 月
29日举行的 野2011 年中国国际海
事会展高级海事论坛冶 上透露袁
野十二五冶 期间袁 交通部将通过设
置营运船舶能耗和排放限制标准袁
强化交通运输业的节能减排和环

保袁 力争到 2015年袁 与 2005年相
比袁 海洋和内河船舶单位运输周转
量能耗分别下降 16%和 14%遥
徐祖远指出袁 中国的交通运输

业作为能源资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

放的重点领域之一袁 在国际航运领
域可能将率先面临直接的减排压

力袁 因此袁 必须加快实施绿色航运
发展战略袁 目前袁 交通部就正在研
究对国内营运船舶设置更严格的排

放限制标准遥
据了解袁 与航空业类似袁 目前

欧盟国家已经开始对航运业出台越

来越高的排放限制袁 由于航运企业
的业务涉及全球袁 来自环保的压
力袁 也将同样影响运营远洋航线的
国内航运企业袁 这或将进一步增加
企业的运营成本遥
徐祖远表示袁 除了要对运营船舶排放设置

更严格的限制标准袁 交通部还将逐步推广港口
太阳能尧 地源暨海水源能尧 潮汐能尧 风能等新
能源利用技术遥 力争 野十二五冶 末与 2005年
相比袁 港口生产单位吞吐量综合能耗下降 8%遥
此外袁 徐祖远还透露袁 预计到 野十二五冶

末袁 我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 78 亿吨袁
内河货运量达到 38.5亿吨袁 沿海港口规划新增
深水泊位约 440个袁 新增北方煤炭装船港煤炭
码头通过能力 3.1亿吨袁 新增大型原油码头接
卸能力 1亿吨袁 新增大型铁矿石码头接卸能力
3.9 亿吨袁 新增集装箱码头通过能力 5800 万
TEU遥

交
通
部
将
设
置
营
运
船
舶
能
耗
和
排
放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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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船 舶 推 荐

类型 编号 编号

船级 主机型号 主机型号

总吨 主机功率 主机功率

净吨 建造时间 建造时间

主尺度 建造地点 建造地点

满载吃水 报价 报价

类型

船级

总吨

净吨

主尺度

满载吃水

类型 编号 编号

载货量 主机型号 主机型号

总吨 主机功率 主机功率

净吨 建造时间 建造时间

主尺度 建造地点 建造地点

满载吃水 报价 报价

类型

船级

总吨

净吨

主尺度

满载吃水

类型 编号 编号

载货量 主机型号 主机型号

总吨 主机功率 主机功率

净吨 建造时间 建造时间

主尺度 建造地点 建造地点

满载吃水 报价 报价

类型

载客量

总吨

净吨

主尺度

满载吃水

驳船渊内河冤
2600
2812
1462

98.60伊15.50伊3.50米
2.20米

驳船

3000
1678
939

76.00伊16.80伊3.80米
2.50米

挖泥船

ZC
1779
533

81.00伊19.00伊4.50米
2.20米

ZS2212
X6170ZC-3WC

774千瓦
2003-1
宜昌

430万

ZS2207
宁动 8160(两台)

705千瓦
2010-2
中国

面议

ZS1481
-
-

1997-2
日本

面议

交通艇

99
-
-

33.64伊6.60伊3.00米
1.40米

挖泥船

国内 CCS
2588
776

99.84伊18.20伊5.20米
3.50米

挖泥船

ZC
576
172

46.10伊12.00伊3.50米
1.78米

ZS2119
6135ZCa

266.2千瓦渊2台冤
1992-7
舟山

面议

ZS1482
-
-

2009-5
舟山

面议

ZS1480
-
-

2007-12
东莞

面议

船舶供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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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舶 出 售 信 息

货 船

编 号 类 型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S2163 散货船 载重吨 2300吨袁总吨 1460袁净吨 776袁主尺度 76.92伊11.80伊6.50米袁满载吃水 5.20米袁主机
型号 NIIGATA6M31AFTE袁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1987年日本建造袁船级柬埔寨袁报价 420万

ZS2202 散货船 载重吨 3000吨袁总吨 1846袁净吨 1033袁主尺度 84.00伊12.00伊6.50米袁满载吃水 5.40米袁主
机型号宁波中策 G6300ZCA袁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2002年建造袁船级 ZC袁报价 430万

ZS2173 散货船 载重吨 3400吨袁总吨 1998袁主尺度 88.00伊13.20伊6.20米袁满载吃水 5.00米袁主机型号宁动
6300袁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2005年浙江建造袁船级 ZC袁报价 580万

ZS2203 散货船 载重吨 3500吨袁总吨 1850袁净吨 1036袁主尺度 87.00伊12.50伊6.70米袁满载吃水 5.45米袁主
机型号日本 DM36袁主机功率 746千瓦袁1986年日本建造袁船级 ZC袁报价 330万

ZS2205 干货船
载重吨 3714吨袁总吨 2747袁净吨 1538袁主尺度 94.03伊15.00伊6.50米袁满载吃水 4.80米袁主
机型号中策 G63002CA袁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2009年舟山建造袁该船双壳结构袁B级冰区加
强袁船级 ZC袁价格面议

ZS2200 散货船 载重吨 5000吨袁 总吨 2992袁 净吨 1675袁 主尺度 105.10伊16.20伊6.50米袁 主机型号无锡G8300ZC16BH袁主机功率 1765千瓦袁2005年建造袁船级 ZC袁报价 1100万
ZS2139 散货船 载重吨 5000吨袁总吨 2985袁净吨 1672袁主尺度 100.00伊14.80伊6.80米袁满载吃水 5.50米袁主

机型号宁动 6300ZC38袁主机功率 1104千瓦(两台)袁2003年江苏建造袁船级 ZC袁价格面议
ZS2176 散货船

载重吨 5146吨袁总吨 2985袁净吨 1671袁主尺度 98.00伊15.80伊7.40米袁满载吃水 5.90米袁主
机型号无锡 G8300ZC16BH袁主机功率 1765千瓦袁2005年乐清建造袁该船为双底双壳袁船级ZC袁报价 880万

ZS2144 散货船 载重吨 5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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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6300ZC18B袁主机功率 1323千瓦袁2005年建造袁船级 ZC袁价格面议

ZS2162 散货船 载重吨 8000吨袁 主尺度 116.00伊17.20伊9.30米袁 满载吃水 7.00米袁 主机型号 YANMAR6N330-EN袁主机功率 2574千瓦袁2012年江苏建造袁船级 BV袁报价 5000万
ZS2208 散货船 载重吨 13478吨袁总吨 8616袁净吨 4824袁主尺度 140.70伊20.00伊10.80米袁满载吃水 7.88米袁

主机型号 6G32/A广柴袁主机功率 2665千瓦袁2008年在温岭建造袁船级 ZC袁报价 2700万
ZS2210 散货船 载重吨 14736吨袁总吨 8963袁主尺度 144.58伊21.00伊10.80米袁满载吃水 8.00米袁主机型号8PC2/5L陕柴袁主机功率 3824千瓦袁2006年宁海建造袁船级 ZC袁价格面议
ZS2175 散货船

载重吨 16500吨袁总吨 10327袁净吨 5783袁主尺度 146.50伊21.00伊11.60米袁主机型号宁动双
机袁主机功率 4800马力(两台)袁2011年广东建造袁船级国内 CCS袁该船双底双壳袁报价 5000
万

ZS2138 散货船
载重吨 27000吨袁总吨 17984袁净吨 9278袁主尺度 169.37伊25.00伊14.30米袁满载吃水 10.20
米袁主机型号宜昌 YMD-MAN BNW 6S35ME-B袁主机功率 5220千瓦袁2010年宁波建造袁船
级国际 CCS袁报价 2000万美元

船舶供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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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船 舶

ZS2190 拖轮
载重吨 484吨袁总吨 165袁主尺度 37.70伊10.40伊4.80米袁满载吃水 3.65米袁主机型号洋马6EY26袁主机功率 3822千瓦(两台)袁2011年建造袁船级国内 CCS, 5200马力全回转拖轮袁报
价 700万美元

ZS2186 拖轮
主尺度 28.55伊8.50伊2.89米袁主机型号 Yanmar T260-ST2袁主机功率 2058千瓦(两台)袁1994
年日本建造袁船级 KST袁2800马力港拖袁价格面议

船舶供求信息

油 船

ZS2129 油船
载重吨 2666吨袁总吨 1817袁净吨 1017袁主尺度 84.70伊12.60伊5.60米袁满载吃水 4.90米袁主
机型号 G6300ZCA袁主机功率 1800马力袁2007年舟山建造袁船级 ZC袁该船双底双壳袁报价
1800万

ZS2114 油船
载重吨 4300吨袁总吨 2950袁净吨 1652袁主尺度 97.28伊15.00伊6.50米袁满载吃水 5.60米袁主
机型号 GN6320ZC2B袁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2011年浙江建造袁船级国内 CCS袁带锅炉袁报价
3100万

ZS2113 油船
载重吨 4500吨袁总吨 2991袁净吨 1366袁主尺度 96.43伊15.80伊7.15米袁满载吃水 5.60米袁主
机型号 GN6320ZC2B袁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2011年浙江建造袁船级国际 CCS袁带锅炉袁报价
3600万

ZS2171 油船 载重吨 4800吨袁总吨 2997袁净吨 1678袁主尺度 96.09伊15.80伊6.80米袁满载吃水 5.78米袁主
机型号 8320ZCd-4袁主机功率 1765千瓦袁船级国内 CCS袁带加温袁报价 3400万

ZS2128 油船
载重吨 4900吨袁总吨 2995袁净吨 1677袁主尺度 96.17伊15.20伊6.90米袁满载吃水 6.00米袁主
机型号 GN6320ZC2B袁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2012年浙江建造袁船级国内 CCS袁该船成品油船
带锅炉袁报价 3500万

ZS2172 油船
载重吨 5400吨袁总吨 3398袁净吨 1903袁主尺度 105.89伊15.80伊7.80米袁满载吃水 5.90米袁主
机型号 8320ZCd-4袁主机功率 1765千瓦袁2012年建造袁报价 3400万

ZS2164 油船
载重吨 5700吨袁总吨 3772袁净吨 1598袁主尺度 104.65伊16.40伊8.15米袁满载吃水 6.70米袁主
机型号 6E34/82SDZC袁主机功率 2206千瓦袁1995年南京建造袁船级国际 CCS袁该船双底双
壳袁报价 2200万

ZS2125 油船
载重吨 6400吨袁总吨 4314袁净吨 1806袁主尺度 111.98伊16.30伊8.30米袁满载吃水 6.20米袁主
机型号 6N330-EN袁主机功率 2574千瓦袁2011年宁波建造袁船级 BV袁该船成品油船袁报价
800万美元

ZS2149 油船
载重吨 7980吨袁总吨 4918袁净吨 2754袁主尺度 132.09伊15.60伊8.60米袁满载吃水 6.80米袁主
机型号 BNW6S50HU袁主机功率 2796千瓦袁1989年芬兰建造袁船级 ZC袁该船双底双壳袁价
格面议

ZS2148 油船 载重吨 12000吨袁总吨 8422袁净吨 4043袁主尺度 131.60伊20.80伊11.20米袁满载吃水 8.20米袁
主机型号 MAN 7I32/40袁主机功率 2980千瓦袁2012年建造袁船级国际 CCS袁价格面议

ZS2157 油船
载重吨 12673吨袁总吨 7967袁主尺度 141.70伊20.00伊10.20米袁满载吃水 7.80米袁主机型号
YANMAR8N330-EN袁主机功率 3310千瓦袁2011年建造袁船级国际 CCS袁该船成品油船袁报
价 1.1亿

ZS2137 散货船
载重吨 52000吨袁总吨 32175袁净吨 17984袁主尺度 198.98伊32.26伊16.60米袁满载吃水 11.50
米袁主机型号 MAN BNW 6S50袁主机功率 8532千瓦袁2011年浙江建造袁船级国内 CCS袁该
船双底双壳袁报价 1.88亿

ZS2177 散货船
载重吨 79600吨袁总吨 42868袁净吨 25805袁主尺度 229.00伊32.26伊20.40米袁满载吃水 14.62
米袁主机型号 MAN BNW 7S50MCC7袁主机功率 11060千瓦袁2012年建造袁船级 DNV袁价格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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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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8日提供袁仅供参考遥 详情请拨
打电话院0580- 2038358 2039798 或登陆网站 www.csi.com.cn 查询遥 冤

船 舶 求 购 信 息

货 船

ZS783 散货船 求购 2500吨左右散货船袁要求船长度在 68米以内袁必须是双机配置袁价格尽量便宜

油 船

ZS770 油船 求购 2000吨以下三级油船袁最好双底双壳袁用于加油作业
ZS769 油船 求购 3000吨左右重油船袁要求价格合理袁最好是双壳的重油船袁一级油船也可
ZS764 油船 求购 3500-5000吨成品油船袁船龄要求 2005-2006年袁要求双底双壳袁船级 ZC
ZS762 油船 求购 3000至 4000吨重油船袁船龄要求 2000-2005年袁要求带锅炉袁价格 1000万以内
ZS750 油船 求购 500到 600吨 04年左右造的沿海加油船

其 他 船 舶

ZS780 驳船 求购 1000吨左右平板驳船袁最好有吊机袁要求自航
ZS761 驳船

求购 10000吨左右无动力驳船袁要求船长 90米以上袁甲板荷重 15吨/平方以上袁可在亚洲
地区交船

ZS778 散货船 求购 3500吨散货船袁要求 85年后日本造散货船袁挂方便旗袁跑东南亚航线

ZS728 驳船 求购 1000吨左右驳船袁要求带动力的沿海驳船
ZS765 拖轮

求购 2000马力左右普通拖轮袁船龄老一点也可袁港内作业用袁要求双机袁带齿轮箱袁船长在27-28米左右

ZS766 散货船 求购 20000吨外贸散货船袁要求国际船级社袁带 30吨克令吊 4台
ZS747 散货船 求购 13000吨左右散货船袁船龄最好在 2年内袁价格要求在 2700万以下
ZS739 散货船 求购老龄 14000吨左右散货船袁船龄 10-20年左右

船舶供求信息

ZS2184 拖轮
主尺度 33.60伊10.00伊4.50米袁满载吃水 3.30米袁主机型号 8230ZC-4袁主机功率 2646千瓦
(两台)袁2011年建造袁船级国内 CCS袁3600马力全回转拖轮袁报价 2200万

ZS2185 运沙船
载重吨 3258吨袁总吨 2260袁净吨 678袁主尺度 81.70伊14.80伊5.35米袁满载吃水 4.20米袁主机
型号 CW6200ZC-36 潍柴袁主机功率 432千瓦(两台)袁2008年建造袁船级 ZC袁该船自卸运沙
船袁价格面议

ZS2183 运沙船 载重吨 2800吨袁总吨 1588袁净吨 889袁主尺度 77.30伊15.80伊4.68米袁满载吃水 3.90米袁主机
型号重庆康明斯 KTA19-M3袁主机功率 407千瓦袁2007年建造袁船级 ZC袁价格面议

ZS2082 吸沙船 总吨 791袁净吨 237袁主尺度 62.00伊10.30伊3.20米袁主机功率 722千瓦(两台)袁主吸泵功率1980PS(康明斯)袁吸沙量院每小时 4000吨袁2003年南京建造袁船级 ZC袁报价 4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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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船东另有他业袁 欲整体转让该航运公司袁
运力指标及固定运输业务亦可同时整体转让出

售遥
一尧 11800DWT加温油船概况院 总长院131.60

米曰 型宽院20.80米曰 型深院11.20米曰 设计吃水院
8.2m曰总吨院8422t曰净吨院4043t曰航区院无限航区曰主
机型号院MAN主机 7L32/40曰 主机功率院2980kw伊
750r/min曰船舶建造日期院在建曰售价院6980万遥

二尧 7980DWT 双壳双底油船概况院 总长院
132.09米曰 型宽院 15.60米曰 型深院 8.60米曰 最
大吃水院 6.8m曰总吨院4918t曰净吨院2754t曰闪点>60
度曰主机型号院B&W主机曰主机功率院2796kw曰船舶
建造日期院1990年曰售价院1980万遥
如有意向袁 请联系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

心袁 电话院 0580- 2038358 2039798 或登陆网站
www.csi.com.cn 查询

造船市场

浙江海洋学院船舶与建筑工程学院承担的

厅市会商重大科技项目 野大型船舶数字化建造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冶顺利通过省科技厅验收遥
专家组对该项目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遥
该项目由浙江海洋学院联合扬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尧金海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尧浙江海运集
团五洲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尧 舟山大神州造船有
限公司等多家船舶企业袁 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
方式袁 针对大型船舶数字化建造过程中四项关
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遥 项目课题组以一次定位
搭载为目标袁 利用船舶三维模型对虚拟搭载技
术进行了系统研究袁 开发了 DACS搭载辅助软
件袁研制了部分关键工装设备袁建立了一次定位
搭载工艺流程曰 以火工矫正大型船体分段为目
标袁 采用数值模拟与实验方法研究了分段火工
矫正的影响因素袁 建立了分段火工矫正工艺数
学模型袁开发了火工矫正数字仿真系统袁研制了

数控切割喷粉装置以及双曲面加工设备袁 形成
了大型分段火工校正工艺曰 以船舶虚拟建造监
控为目标袁 进行了虚拟建造仿真模型生成技术
研究袁开发了 4D船舶数据库袁建立了船厂虚拟
建造系统与计划管理监控系统袁 并对船舶建造
过程进行了虚拟仿真曰以船舶精度安装为目标袁
进行了上层建筑总段尧 舾装尧 桨轴舵系以及管
系尧电缆尧机电安装精度控制技术研究袁建立了
数值仿真模型袁并对组件进行了虚拟安装遥项目
实施期间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 17项袁授权 7项;
发明专利实质审查 4项曰授权软件登记 3项曰制
订标准草案 7项曰发表学术论文 16篇遥
目前 该 项 目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袁 已 在

92500DWT 散 货 船 袁57000DWT 散 货 船 袁
5000PCTC 汽车滚装船尧176000DWT 散货船等
船型建造过程中得到了成功应用袁 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遥

渊浙江海洋学院供稿冤

浙海院承担的
省厅市会商重大科技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航运公司整体转让 并出售油船两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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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营销

自 2008年四季度以来袁 国际航运业深受金融
危机的影响袁 经历了过山车式的震荡遥 今年这种
强烈的震荡又给航运界和市场判断带来了分歧院
一方面袁 乐观情绪引来了新一轮的运力扩张曰 另
一方面袁 市场需求的增速低于运力扩张的速度袁
使得航运市场陷入低迷遥 作为全球经济的晴雨表袁
今天的国际航运业在复苏的道路上波动起伏尧 曲
折前行遥
危机之下袁 复苏之前袁 航运界人士都清楚院

航运业春天尚远袁 仍需耐心等待遥 业界人士也清
楚院 航运业需要突破现状尧 转变战略才能迎来新
的春天遥

野三个发展冶 应对 野五个不均衡冶

在 野国际海运 渊中国冤 年会 2011冶 上袁 交通
运输部部长李盛霖表示袁 目前航运业正处于 野老
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袁 新问题又出现袁 新问题尧
老问题交织在一起冶 的时期袁 而且这种由新老问
题交织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复杂遥
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把这种新老问题交织

在一起表述为 野五个不均衡冶院 供需关系不均衡尧
成本收入不均衡尧 市场主体不均衡尧 利益诉求不
均衡尧 利润分配不均衡袁 认为这五大失衡的整体
格局 野深刻地影响到所有的航运企业遥冶
魏家福分析说袁 过去几年航运市场的持续繁

荣和航运企业的充裕现金导致行业运力增长过快袁
过快增长的运力袁 使运价持续压低袁 出现行业性
亏损袁 导致一些企业破产遥 目前航运企业面临着
高成本和低收入的双重夹击遥 同时袁 航运市场的
开放尧 透明袁 传统的货主如矿商尧 钢厂尧 电厂尧
煤矿袁 以及银行袁 甚至贸易公司袁 近几年处于产
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同时涌入航运市场尧 造船市
场袁 造成市场秩序出现混乱遥 航运在整个产业链

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袁 利润分配不均使航运业失
衡进一步加剧袁 利润空间被明显挤压遥
航运业向来是高风险的业态袁 对于现代航运

业袁 更大的风险在于供求关系变化所导致的运价
波动袁 以及由此导致的财务盈亏的剧烈变化遥 魏
家福认为袁 目前的经济背景下袁 中国航运企业应
对好机遇与挑战袁 关键要立足于 野三个发展冶袁 以
野三个发展冶 应对 野五个不均衡冶遥
一是理性发展遥 比如袁 大型企业要提高行为

自律意识袁 从大局出发袁 从维护航运市场整体可
持续发展高度袁 审视和制定经营策略袁 维护市场
秩序袁 不引发市场恶性竞争曰 中小企业不能盲目
跟风造船袁 该停止造船就要停止袁 避免过度投资尧
过渡投放运力遥 企业应该立足本职袁 做自己最擅
长的事袁 提高核心竞争力是根本遥
二是创新发展遥 当前经济复苏道路漫长袁 航

运需求相对平淡袁 航运企业只能进行结构调整袁
从企业实情出发袁 对业务结构尧 产品结构尧 市场
结构尧 客户结构做一些新的适应性变革袁 以客户
需求为导向袁 推进航运服务创新袁 为客户提供更
多的延伸服务和增值服务袁 实现 野双赢冶 或 野多
赢冶遥
三是合作发展遥 航运业是一个产业集中度并

不高的领域袁 合作发展既包括航运业内部协调协
作袁 也包括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合作共赢遥 一方面袁
业内要共同维护行业秩序遥 在市场集中度最高的
集装箱运输市场上袁 前 20大船公司的运力比例不
到 85%袁 最大的公司也只有 15%的份额遥 因此袁
任何一家公司对行业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袁 只有
拥有合作的意识袁 才能联手发挥企业的行业领导
力袁 尽到企业维护行业秩序的基本责任曰 另一方
面袁 大型货主企业尧 航运企业应合理分工袁 加强
合作遥 要进一步深化 野国货国运冶袁 共同增强话语

航运业战略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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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袁 避免企业间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袁 这将有
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和保障国内航运市场平稳尧
健康发展袁 提高共同应对国际市场挑战的竞争力遥

转变方式调整结构

李盛霖表示袁 目前航运业最突出的矛盾是航
运市场运力供需不平衡遥 一方面袁 2002 年以来袁
世界航运业高速发展袁 运力高速扩张袁 船东纷纷
造大型船舶袁 国际航运运力大幅增长袁 航运企业
竞争加剧袁 造成了供需失衡曰 另一方面袁 在全球
通胀的背景下袁 航运企业经营成本呈直线上升之
势袁 尤其以燃油成本增长最为突出遥 市场运力供
求的不平衡和经营成本的刚性上升袁 对世界航运
业形成了双重挤压袁 导致目前航运业比 2008年金
融危机时期更为低迷的状态遥
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袁 航运业面临严

峻挑战袁 李盛霖指出袁 航运业要增强信心袁 立足
当前袁 着眼长远袁 努力推进航运业实现新的突破遥
首先袁 航运业要转变方式调整结构遥 针对当

前全球航运业面临的严峻形势袁 特别是当前运输
需求增幅放缓袁 新的运力不断投入袁 运力供过于
求的矛盾较突出袁 经营成本继续上升袁 部分企业
经营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袁 国内的航运企业要立足
于发展现代物流袁 推动集约发展降低物流成本袁
继续加强船舶运力的宏观调控袁 积极引导港口货
船尧 集装箱运力的有序投放袁 千方百计缓解运力
过剩的状况遥
其次袁 全球的航运企业要深化合作共促发展遥

航运业发展的前景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早日走出

后金融危机时代影响巨大袁 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
制度单边行动都会给航运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袁
不利于经济贸易的长远发展遥 航运业是中国对外
开放最早袁 开放水平最高的产业之一袁 中国航运
业在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袁 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袁
有利地支撑了国家经济和贸易发展遥 中国将坚定
不移地坚持改革和开放袁 促进贸易投资市场化尧
便利化袁 推动区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袁 与各国加
强航运合作袁 本着互利共盈的原则袁 着力加强对
水运市场的管理袁 为国际航运业共同营造和维护
公平尧 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遥
最后袁 政府要加强监管袁 鼓励发展技术先进尧

经济安全节能环保的运输装备袁 加快淘汰落后运
输装备袁 引导船舶向大型化尧 专业化尧 清洁化方
向发展遥

扩大内需促进航运发展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改变袁 消
费升级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主线遥 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表示袁 中国明年
的经济发展将会靠内需来拉动遥 投资尧 消费和出
口三大需求将出现两减一升的态势袁 其中投资和
出口的增幅相对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和出口

的增幅都会有所减少袁 而消费则会有所上升遥
受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影响袁 国内消费将成

为中国航运市场恢复的关键点袁 国内消费品进口
的上升影响全球航运市场的景气度遥

1-9 月袁 中国进口原油 1.9 亿吨袁 同比增长
4%曰 铁矿石 5.1亿吨袁 同比增长 11.1%曰 煤炭 1.2
亿吨袁 同比增长 1.9%曰 大豆 3771 万吨曰 进口车
71.2万辆袁 同比增长 26.6%遥 这一系列数据反映出
中国国内投资需求和耐用消费品需求比较旺盛袁
表明扩大内需政策刺激下袁 国内进口持热袁 为航
运业带来交易机会遥
对此袁 瑞信董事总经理尧 亚洲区首席经济分

析师陶冬表示袁 中国内需市场的强劲是因为这个
市场涵盖了 10 多亿消费者遥 随着新兴国家的崛
起袁 各国对消费的需求都将增加袁 各国的内需将
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袁 是拉动大宗商品交易的最有
力支持遥
长荣集团副总裁谢志坚也持同样观点袁 他表

示 野十二五冶 规划和航运业最为密切的就是扩大
内需袁 发展国内的机场尧 铁路尧 公路尧 航运尧 桥
梁等基本交通设施袁 促进航运业发展袁 进而促进
经济发展遥 此外袁 他还认为扩大内需将会继续刺
激产业的转型袁 对中国的服务和物流业带来新的
机遇袁 促进贸易结构的重新平衡遥
魏家福也强调 野中国因素冶 将是引导世界海

运业走出低谷的一个重要因素遥 他表示袁 中国
野十二五冶 规划调结构尧 转方式把拉动经济的三驾
马车从投资为主尧 出口为主转向消费为主的调整袁
将会对中国的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作出重大贡献遥

来源院 中国海运信息网

管理与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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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袁钢价在连续小幅上涨了 3周之后袁又
开始走下坡路袁钢价重现下跌行情遥 目前钢材市场
主要面临着四大问题遥
一是资金问题遥 国际上欧洲的债务危机袁国内

方面年底企业面临还贷压力袁 整体的经济形势致
使钢厂及下游市场资金严重不足遥
二是钢厂限产保价力度不大遥 前期各地钢厂尧

焦煤厂频频限产袁保价意图明显袁钢材价格大幅下
挫后袁在底部呈现趋稳之势遥 社会库存连续七周下
降无疑减弱了供应压力袁 但近期钢材社会库存出
现周环比上升的现象遥 11月上旬国内粗钢日均产
量降幅减小至 3%左右袁 与前期 5%以上的降幅相
比明显放缓遥 后期钢厂若无大的检修计划出台袁供
应与库存压力将再次上升袁并推动钢价下跌遥
三是原料需求下降袁钢材成本下跌遥 目前航运

市场低迷袁铁矿石运价节节下跌曰10月份进口铁矿
石价格出现暴跌袁进入 11月份铁矿石价格则持续
上涨三周袁导致国内港口库存上升袁11月份铁矿石
港口库存一度创出 9930万吨的年内新高遥 国内庞
大的原材料库存和国际市场疲软的需求袁 铁矿石
价格再次出现回落袁 后期原材料价格下跌将助推
钢价下行遥

四是终端市场提早过冬遥 国内大部分城市楼
价开始下降袁 此前价格坚挺的开发商纷纷下调开
盘价遥 12月份后资金还贷压力不断放大袁房地产市
场已经提前过冬袁 而明年新开工工程的谈判数量
也大幅减少遥 11月份 PMI初值再创年内新低显示
出制造业持续低迷袁 建筑钢材需求萎缩局面没有
改善袁后期钢材需求量将加速下滑袁钢材市场价格
下跌空间增大遥
制造业的低迷致使造船钢在 11 月份的钢价

地区 规格 产地 价格渊元/吨冤 涨跌幅

上海
8mm 日照 4620 ―

10mm 日照 4620 ―

宁波
10mm 唐钢 4610 引50
12mm 唐钢 4550 引50

广州
8mm 韶钢 5030 引50
10mm 新钢 4560 引50

天津
8mm 济钢 5160 引230
10mm 济钢 5000 引230

福建
10mm 三钢 5070 ―

14-20mm 三钢 4920 ―

钢市短期回暖再次转冷
渊12月 7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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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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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3100
3050
3500
3470
3310
2960
2900

涨跌幅

引50
―

尹50
尹100
尹100
―

尹110
尹50

船用物资

11月份钢市回暖对废钢起到了一定利好作用袁而
目前钢市回落袁废钢方面的成交意愿也趋于冷淡遥按照
钢市目前的运行状态袁废钢价格下跌在所难免遥部分地
区废钢价格如下院

上涨期也未出现提振形势袁 依然延续底部企稳或小幅
下跌的行情遥 部分地区造船钢价格如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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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职 招 聘

应聘职位院 三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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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5653

或加人才 QQ：513268612

船员资讯

求职编号院015110
姓名院冯先生 籍贯院浙江-上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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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渔 909船长 2005.06-2007.08 渔船
沪渔 816大副 2006.06-2010.12 渔船
柏安 9 三副 2011.04-2011.11

集装箱船

求职编号院014664
姓名院邵先生 籍贯院湖北-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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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马 008 水手 2008.04-2008.12 散货船
云鹤 1 水手 2009.05-2010.10 散货船
国裕 7 三副 2011.02-2011.11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6022
姓名院许先生 籍贯院天津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 服务簿 护照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航海经验院
YM IMAGE 驾助 2007.11-2008.11 集装

箱船

COS INTREPID 三副 2009.08 -2010.01
散货船

新安源 1 三副 2010.07-2011.01 多用
途船

求职编号院015657
姓名院唐先生 籍贯院浙江-舟山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油船
相关证书院 服务簿 适任证书

航海经验院
粤神州 69轮 实习三副

2010.07-2011.01 散货船
致远顺 68 三副 2011.02-2011.05

散货船

锦航强 三副 2011.06-2011.07
散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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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资讯

应聘职位院 机工/机工长

应聘职位院 二管轮

求职编号院007058
姓名院胡先生 籍贯院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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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海经验院
乾利山 18 二管轮 2008.05-2008.09

杂货船

海泉 二管轮 2010.04-2010.09 散货船

中信 二管轮 2011.03-2011.09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5658
姓名院翁先生 籍贯院浙江-舟山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油船
相关证书院海员证 服务簿 适任证书

航海经验院
远胜 6号 三管轮 2009.12-2010.01 油船
腾翔 2号 三管轮 2010.01-2011.04 油船
浙甬 18 二管轮 2011.06-2011.10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4093
姓名院刘先生 籍贯院山东-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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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海经验院
东展彩艺五号 二管轮 2007.12-2008.12

散货船

东展彩艺五号 二管轮 2009.06-2010.03
散货船

宝运通 99 二管轮 2010.10-2011.04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5135
姓名院张先生 籍贯院山东-菏泽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不限
相关证书院 服务簿适任证书
航海经验院
天顺 三管轮 2007.10-2009.01

集装箱船

天达 三管轮 2009.11-2010.07
集装箱船

长山轮 二管轮 2011.05-2011.11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7187
姓名院唐先生 籍贯院辽宁-大连
证书等级院乙一 船舶类型院不限
相关证书院海员证 服务簿 适任证书

航海经历院
易丰 机工长 2003.12-2004.08

集装箱船

新平 机工 2008.01-2008.08 散货船

新山 机工 2010.09-2011.09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7185
姓名院徐先生 籍贯院山东-济宁
证书等级院乙一 船舶类型院不限
相关证书院海员证 服务簿 适任证书

航海经历院
通洋海 1号 机工长 2007.10-2009.12 集装箱船

浩航 158 机工长 2010.01-2011.05 散货船

BETTER FORTUVE 机工长 2011.08-2011.12
散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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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职位院 水手

船员资讯

求职编号院017177
姓名院陈先生 籍贯院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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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海经历院
明州 28号 机工长 2006.12-2007.03

散货船

明州 20号 机工 2007.05-2008.07 散货船
M.V.LIGHAI 机工长 2008.11-2009.05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6976
姓名院于先生 籍贯院安徽-阜阳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油化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航海经历院
北海展望 铜匠 2008.10-2009.02 油船

欲丰 6 机工长 2010.05-2010.09
化学品船

金色王朝 机工长 2011.01-2011.11
油化船

求职编号院017176
姓名院罗先生 籍贯院湖南-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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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

航海经验院
天翔 68 实习水手 2010.05-2010.12

集装箱船

福海 11 水手 2011.03-2011.10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7085
姓名院郭先生 籍贯院河北-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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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任证书

航海经验院
中凯旺 实习水手 2010.01-2010.07

散货船

运舟 1 水手 2010.09-2011.03 散货船

嘉瑞 水手 2011.04-2011.10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5983
姓名院潘先生 籍贯院福建
证书等级院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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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利 G证
航海经历院
ORIEIETHOPEI 水手 2009.10 -2010.01

散货船

EVER PROSPER 水手 2010.01-2010.06
散货船

宝中 218 水手 2010.11-2011.05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7133
姓名院潘先生 籍贯院山东-潍坊
证书等级院乙一 船舶类型院不限
相关证书院 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适任

证书

航海经验院
安达盛 88 水手 2010.03-2010.11

散货船

海大海 2 水手 2010.11-2011.04 散货船
北方 8 水手 2011.06-2011.11 散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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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人才

近日袁 香港船东会与舟山海员管理协会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遥
根据协议袁 香港船东会与舟山海员管理

协会将本着 野互相支持尧 双向介入尧 优势互
补尧 利益共享尧 互利互赢冶 的原则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遥 双方约定袁 前者邀请后者作为非
正式会员加入香港船东会袁 并且将就内地和
国际航运法规尧 公约的发展袁 特别是涉及海
员培训和雇佣等加强沟通和交流曰 后者将向
前者通报内地有关航运和海员的政策和法规

的最新动态袁 以及舟山的相关活动和项目遥
双方网站实行对接袁 传递相关的网络信息服
务遥
据介绍袁 香港船东协会成立于 1957年袁

荣誉赞助人为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尧 首任香
港特首董建华先生遥 在过去的 50多年中袁 该
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船东会之一袁 其成员
控制并管理的船队运力达 1.1亿吨遥
舟山海员管理协会有 128 家会员单位袁

管理和服务着占全国海员总数十分之一的近 6
万名舟山海员遥 今年 4月中旬袁 舟山海员协
会赴香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遥 在港期间袁
与香港船东会进行了交流遥 此次袁 香港船东
会来到舟山袁 签订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袁
将为增强舟山海员在全国海员劳务市场的竞

争力和影响力袁 积极推进 野舟山国际海员培
养基地冶 建设袁 把舟山建成国际海员聚集地
起到积极作用遥

香港船东会与舟山海员管理协会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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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在作业过程中因发生碰撞导致损害发生袁
既可按侵权之诉向责任方主张损害赔偿袁也可按保
险合同向保险人或互保协会提出索赔遥若选择向保
险人或互保协会提出赔偿请求袁在实践中需要注意
若干事项遥
一尧关于报案程序及注意事项
按照农业部 叶渔业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

则曳第 5条规定袁野船舶发生交通事故袁必须立即用
有效的通讯手段尽快向就近的渔港监督报告袁报告
内容包括院船舶或设施的名称尧呼号尧国籍尧起迄港袁
船舶或设施的所有人或经营人的名称尧事故发生的
时间尧地点尧海况及船舶或设施的损害程度尧救助要
求袁碰撞事故还应包括对方的船名号尧航向尧航速和
船舶特征等冶袁 第 6条规定袁野船舶发生海上交通事
故袁除应按第 5条规定立即提出扼要报告外袁还必
须向渔港监督提交 叶渔业海上交通事故报告书曳和
必要的文书资料冶遥渔港监督接到事故报告后袁应及
时进行调查袁对涉及一方是商船的袁应该及时会商
海事部门袁在海事部门主导下进行调查遥根据对海
上交通事故的调查袁作出叶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书曳袁查明事故的原因袁判明当事人的责任遥
从保险角度来说袁 商业保险条款中一般规定袁

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袁被保险人应在到达第一
港后 48小时内向保险人报告袁 并书面说明事故发
生的原因尧经过和损失情况遥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

未及时通知袁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尧原因尧损失程度
等难以确定的袁保险人对无法确定部分袁不承担保
险赔偿金责任遥
互助保险也有类似的规定袁依据中国渔业互保

协会叶渔船互保条款曳第六条野会员义务冶第五项的
规定袁野发生互保事故后袁会员应及时采取一切可能
的施救保护措施以减少损失同时利用最有效的的

通讯手段立即通知有关渔港监督和互保机构袁并须
在到达第一个港口后 24小时内袁提交事故报告遥若
会员不按规定及时报案影响本会及时勘验尧准确理
赔的袁本会有权视作自动放弃权益拒绝赔偿或相应
扣减赔款冶遥
在浙江舟山发生的一起纠纷中袁 渔船方面称袁

该船在抵港后向渔港监督作了口头报案袁但渔港监
督部门除了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发出了叶水上交通事
故肇事协查书曳外袁未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袁最终也
未出具过事故报告书遥这样保险人就有理由怀疑该
船并没有按照规定向渔港监督部门提交叶渔业海上
交通事故报告书曳和必要的文书资料遥这导致了该
案中碰撞事故是否发生存在不确定性袁同时即使事
故发生了袁事故责任如何认定袁这一核心问题确定
起来也变得异样复杂困难遥这样该渔船将很难向互
保协会主张保险赔偿遥
二尧关于渔船适航义务
作为船舶保险中的特别约定事由袁两个保险条

栏目供稿院京衡律师集团渊海事海商部冤 垂询热线院0574-27896896 李律师 Leelawyer1616@163.com

渔 船 保 险 权 利 之 保 障

海事法苑

1 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银发 [1996] 459号 野关于印发 叶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解释曳 的通知冶 中对于
除外责任的解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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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都将船舶不适航作为免除责任的事由之一袁一旦
证明事故发生时渔船处于不适航状态袁保险人或者
互保协会可以免除保险赔偿责任遥
所谓适航袁是船舶能经受所驶航区通常所遇到

的各种危险袁 它与保障等方面的适宜程度有关遥保
险合同中的船舶适航通常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院一
是船舶在设计尧构造和设备上应符合船舶建造和检
验规范的要求袁 并经过检验获得相应的合格证书曰
二是船员资格尧配备燃料和供给应符合有关法规的
规定并满足航区的需要曰三是配载货物应符合有关
规定的要求遥
我国叶海商法曳第 244条规定袁野除合同另有规

定外袁因下列原因之一造成保险船舶损失的袁保险
人不负赔偿责任院渊一冤船舶开航时不适航袁但是在
船舶定期保险中被保险人不知道的除外噎噎冶遥需
要指出的是袁由于渔船作业的特点之一是被保险人
即渔船船东袁往往也在渔船上工作尧作为作业人之
一袁因此袁他要想证明自己对于船舶开航时不适航
是很困难的遥
通常袁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袁均构成了船舶不

适航袁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院
渊1冤船舶未持有法定的技术证书袁或伪造尧涂改

证书袁或船舶实际状况与证书所载不符遥渊2冤不遵守
船舶性能限定的航行区域袁 擅自扩大航行区域袁或
未经过船检部门检验批准改变船舶原定的用途遥
渊3冤法定的技术证书到期渊在航行途中到期者除外冤
而未经船检部门检验换发新证书袁签证或准予展期
的遥渊4冤船舶未配备安全值班的船员袁或船员实际担
任的职务与其所持职务适任证书不符袁或船员资格
不符合港监的有关规定遥渊5冤船舶发生海渊水冤上交
通事故袁造成船舶损坏且未修复或未采取临时有效
的安全措施遥渊6冤 其他不能使船舶保证安全航行的
情况遥1
同样在上述案例中袁渔船在出港作业时袁有证

据表明开启了 AIS系统袁 但后来又关闭了该设备袁
船东在庭审答辩过程中称该设备自始至终都是坏

的袁从一开航就不能使用袁这显然是自认了该船属
于不适航遥 该行为直接影响了该起事故责任的认
定遥自 2010年 8月 10日起袁叶浙江省渔船安全救助
信息系统船舶终端管理制度曳尧叶浙江省渔船安全救
助信息系统值班员岗位责任制度曳尧叶浙江省渔船安

全救助信息保密制度曳尧叶浙江省渔船安全救助信息
系统接警处置流程曳等四项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
制度施行遥这些制度要求袁渔船在航行尧作业和防汛
抗台时应全时开启系统终端设备渊即 AIS系统冤遥因
此 AIS系统是否能完好袁是否能正常工作应当作为
船舶适航与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如果船东自认
不适航袁渔船将很难向互保协会主张保险赔偿遥
三尧关于事故后的减损义务
一般而言袁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主

动地防止损失扩大袁 对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均会有
利曰而且袁由于被保险人对保险财产的性能尧保险事
故现场及其周围情况比较了解袁如果被保险人尽力
采取措施袁通常情况下能够防止损失扩大袁故大多
数国家的保险法均规定了被保险人的防灾减损义

务袁我国亦不例外遥叶保险法曳第 57条第 1款规定院
野保险事故发生时袁 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
措施袁防止或者减少损失遥冶从条文的表述看袁规定
了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有减损义务遥
应当认为袁上述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减损义务

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袁被保险人必须遵守袁否则
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袁即被保险人未尽及时施
救义务的袁就由此扩大的损失部分保险人不承担保
险责任遥而且袁叶合同法曳第 119条规定院"当事人一方
违约后袁 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曰
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袁不得就扩大的
损失要求赔偿遥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
理费用袁由违约方承担遥"尽管合同法的该条规定不
能直接套用到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中袁但该条
规定所体现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诚实信用

原则的精神值得借鉴遥
商业保险条款中一般都有规定袁即野保险标的

发生保险事故时袁被保险人应该袁尽力采取必要尧合
理的施救保护措施袁防止或减少损失袁否则袁对因此
扩大的损失袁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遥冶互助保险条
款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袁野发生互保责任范围内的事
故后袁应该院会员或其船员应积极采取一切合理措
施袁减轻事故的损失噎噎冶遥
从上述纠纷来看袁据渔船方面诉称袁在碰撞事

故发生时袁该渔船带有 9200只蟹笼入海作业袁但由
于碰撞导致渔船的拨网管变形袁导致蟹笼无法回收
造成了全损袁光这一项损失就达到了 62万元遥但渔

海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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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交通厅袁 河北省尧 山东省尧 江苏
省尧 浙江省尧 福建省尧 广东省尧 海南省尧 广
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袁 上海市尧 天津市
交通运输与港口管理局袁 主要港口行政管理
部门袁 主要港口企业院
沿海港口是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促

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设施袁 是我国
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支撑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袁 沿海港口发展与建设
取得了巨大成就袁 港口通过能力初步适应运
输需求袁 沿海港口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
史起点上遥
为贯彻落实 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曳袁 组织实施好 叶交通运
输 野十二五冶 发展规划曳袁 针对沿海港口建
设与发展存在的问题袁 防止出现 野过度超
前冶 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袁 促进沿海港口健
康尧 安全尧 持续发展袁 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袁 特提出如下意见院
一尧 积极促进港口协调发展

促进大中小港口协调发展遥 加快上海尧
天津尧 大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袁 进一步提高
我国沿海港口发展水平与国际竞争力袁 服务
国家战略需要遥 继续强化主要港口在全国港
口中的骨干地位袁 有序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建
设与完善袁 大力拓展现代物流尧 现代航运服
务功能袁 着力提升发展水平袁 充分发挥主要
港口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枢纽作用和对区域

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遥 积极推进中小港口发
展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袁 发挥中小港口对临
港产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遥 推动大
中小港口协调发展袁 形成我国布局合理尧 层
次分明尧 优势互补尧 功能完善的现代港口体
系遥
促进区域港口群协调发展遥 贯彻国家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袁 针对当前区域港口发展的
突出问题袁 把握区域港口发展重点袁 推进五
大港口群体协调发展遥

船却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袁即蟹笼与渔船是可以分
离的袁碰撞可能会导致蟹笼暂时无法回收袁但蟹笼
沉在海里本身并未受损袁完全可以由其他方式甚至
于其他船舶来进行回收的遥渔船主张蟹笼全部灭失
是没有道理的袁属于自己未尽到减损义务遥如果向
互保协会索赔袁同样是难以获得全部赔偿的遥
四尧合理确定损失金额
在上述纠纷中袁 渔船的损失包括船舶修理费

用尧船上渔具损失尧渔货的损失以及船期损失袁据渔
船所诉称袁船舶修理费用为 16万元袁渔具蟹笼的损
失 62万元袁渔货活蟹损失 28万元袁修船期间的船
期损失 32万元袁合计近 140万元遥只能说袁本案也
是绝大多数涉及渔船事故发生后袁渔船船东要价缺
乏依据甚至夸大的一种表现遥
对于因船舶碰撞导致的案件袁根据叶最高人民

法院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规定曳
第 9条规定了野船上财产冶损失的计算方法袁即院1尧
船上捕捞的鱼货袁以实际的鱼货价值计算遥鱼货价
值参照海事发生时当地市价袁 扣除可节省的费用遥
2尧船上渔具尧网具的种类和数量袁以本次出海捕捞
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袁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
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袁不予认定曰渔具尧
网具的价值袁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
和残值计算遥
叶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

损害赔偿规定曳第 10条规定袁野船期冶损失的计算方
法袁即院渔船渔汛损失袁以该渔船前 3年的同期渔汛
平均净收益计算袁或者以本年内同期同类渔船的平
均净收益计算遥计算渔汛损失时袁应当考虑到碰撞
渔船在对船捕渔作业或者围网灯光捕渔作业中的

作用等因素遥
从海洋渔业局捕捞部门拿到了海洋捕捞生产

简况等统计文件袁可以证明事故发生前后的时段里
事故海域的捕捞情况及产值袁最终法院也以这个为
依据袁 进行计算并以此为基础双方达成了调解协
议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袁保险条款中对于因碰撞导

致的间接损失袁包括船期损失袁保险公司与互保协
会是不予赔偿的袁就此部分的损失袁直接向责任方
按侵权之诉提出索赔是唯一的选择遥

渊京衡律师集团宁波事务所 余妙宏冤

26



船市简报CHUAN SHI JIAN BAO

政策法规

关于促进沿海港口健康
持续发展的意见

要要要环渤海地区遥 完善煤炭装船尧 外贸铁矿
石接卸码头布局遥 统筹开发新港区袁 重点推进符
合国家重大产业布局规划和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带动作用的新港区开发袁 注意把握建设节
奏袁 突出重点尧 分期实施袁 避免过度超前和分散
建设遥 积极发展大连尧 天津尧 青岛等主要港口现
代物流尧 现代航运服务等功能遥
要要要长江三角洲地区遥 进一步完善集装箱运

输体系尧 大宗散货海进江中转体系和江海物资转
运体系袁 把握外贸进口原油码头建设节奏遥 积极
推进沿江港口资源整合袁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遥 苏
北沿海港口应进一步突出发展重点袁 结合港口建
设条件和产业发展需要袁 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遥 浙江沿海港口应完善港口规划袁 明确发展重
点袁 合理布局大宗散货码头袁 推进港口与产业的
规模化发展遥 加快发展上海尧 宁波-舟山等主要
港口现代物流尧 现代航运服务等功能遥
要要要珠江三角洲地区遥 在继续巩固香港国际

航运中心地位的基础上袁 积极发展深圳尧 广州等
主要港口现代物流尧 现代航运服务等功能遥 建设
公共煤炭接卸码头袁 完善中转运输体系遥 把握集
装箱码头建设节奏袁 适时完善集装箱码头布局遥
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转型升级发展要求袁 研究
推进珠江口港口资源整合袁 推动粤东尧 粤西港口
协调发展遥
要要要东南沿海地区遥 进一步加强规划指导袁

根据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要求袁 合理布局尧 有序
建设码头设施袁 注重港口开发与产业布局的互动
发展袁 提高港口专业化尧 规模化水平遥 把握集装
箱码头建设节奏遥 加强对台运输码头设施建设袁

加快完善两岸直接 野三通冶 水运基础条件遥
要要要西南沿海地区遥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要

求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袁 有序发展专业化尧 规模
化港区遥 积极推进老港区专业化改造袁 注重环境
保护遥 加强规划指导和行业管理袁 合理利用和有
效保护岸线尧 土地等资源遥 发展邮轮运输袁 提升
客运服务水平遥
二尧 有序推进专业化运输系统码头建设

提高煤炭运输系统保障能力遥 结合煤炭铁路
外运通道的扩能与新建袁 相应建设煤炭装船码
头遥 统筹布局尧 有序建设长江三角洲尧 珠江三角
洲尧 东南和西南沿海地区公共煤炭接卸码头遥
完善外贸进口原油运输系统遥 根据炼厂扩能

和布局要求袁 结合原油管道建设和原油战略储
备袁 相应布局建设大型原油接卸码头袁 保障原油
供应安全遥
加强重点区域外贸进口铁矿石码头建设遥 建

设环渤海尧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贸进口铁矿石公共
接卸码头遥 结合钢铁企业结构调整和沿海大型钢
铁基地布局袁 相应建设铁矿石码头遥
把握集装箱码头建设节奏遥 根据集装箱运输

市场需求袁 充分发挥既有设施能力袁 稳步推进干
线港集装箱码头建设袁 相应发展支线港尧 喂给港
集装箱码头袁 积极发展内贸集装箱运输遥
推进其他专业化码头建设遥 加强液化天然气

码头规划工作袁 在规划阶段深入开展通航安全影
响评估专题研究袁 先规划尧 后建设遥 相对集中建
设成品油尧 液体化工码头袁 提高码头利用率和公
共服务水平遥 继续完善商品汽车尧 散粮尧 邮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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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码头建设遥
三尧 稳步实施新港区开发

明确发展重点遥 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尧 主
体功能区规划尧 城市发展及产业布局的新要求袁
深化和完善各省 渊区尧 市冤 区域港口布局规划袁
统筹新港区与老港区合理分工袁 统筹区域内新港
区的功能定位袁 进一步明确和突出区域内的重点
新港区袁 注重形成规模效应袁 带动和促进临港产
业集聚发展袁 实现新港区与临港产业良性互动发
展遥 防止新港区开发一哄而上尧 遍地开花和低水
平重复建设遥
合理确定开发规模遥 深入研究新港区建设条

件袁 结合资源特点尧 区位条件尧 城市发展和产业
布局需要袁 科学尧 合理确定新港区的布置方案与
开发规模袁 避免贪大求全遥 同时袁 要做好新港区
开发与国土尧 海洋等方面的协调袁 加强对港口岸
线和集疏运通道线位等资源的保护遥
坚持有序开发遥 新港区开发应坚持 野规划指

导尧 需求导向尧 有序开发尧 分期实施冶 的原则袁
妥善处理好近期与长远尧 规模与效益的关系袁 制
定分期实施方案遥 合理确定新港区防波堤尧 航
道尧 码头等起步工程建设规模袁 结合产业布局进
展和港口运行实际情况袁 稳妥把握后续工程建设
节奏袁 切实提高投资风险意识袁 避免过度超前遥
四尧 继续推进港口结构调整与资源整合

重视和加强老港区改造工作遥 继续实施老港
区专业化改造袁 推进老港区功能调整与优化袁 提
高既有设施通过能力和岸线资源利用效率遥 全面
实施老港区节能减排和环保设施建设袁 有效降低
煤炭尧 铁矿石等码头产生的粉尘污染袁 促进港口
与城市和谐发展遥 进一步加强老港区城市化改造
的管理与指导袁 地方各级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应落
实港口城市化改造的补偿政策袁 稳妥实施老港区
城市化改造与搬迁袁 保障港口生产的连续与稳
定遥 全面推进老码头结构加固改造工作袁 充分利
用港口岸线资源袁 保障港口生产安全袁 进一步提
高港口的适应能力遥

提升港口专业化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遥 加强
煤炭尧 石油尧 铁矿石尧 集装箱尧 液化天然气尧 粮
食和汽车滚装等专业化码头改造与新建袁 优化运
输组织袁 进一步提升港口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运输
效率袁 推动港口转型升级遥 大力发展公用码头袁
推进码头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袁 加强政策研
究袁 鼓励和规范企业专用码头在公平竞争前提下
提供社会化服务袁 进一步提升港口为社会提供公
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袁 提高港口资源利用效率遥

有效实施港口资源整合遥 港口行政主管部门
要根据市场规律和港口实际袁 稳妥推进港口资源
整合袁 鼓励以优势港口企业为主袁 采取合资合
作尧 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实施企业间资源整合袁
优化港口资源配置袁 注重提高港口效率和企业效
益袁 提升区域港口现代化水平和整体竞争力遥 鼓
励港口企业与石化尧 冶金尧 电力尧 航运等企业开
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袁 延伸港口服务产业链袁 实现
港口生产与产业发展的双赢遥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根据区域港口资源特点和发展需要袁 加强区域内
港口资源配置的监管袁 及时总结和协调解决港口
资源整合中出现的问题袁 完善配套政策措施袁 为
港口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遥
五尧 大力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

编制集疏运体系专项规划遥 抓紧组织开展港
口集疏运体系专项规划编制工作袁 根据港口长远
发展要求袁 研究提出集疏运体系规划方案袁 批准
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尧 港口总体规划和相关交通
专项规划遥 同时袁 研究制定" 十二五" 港口公
路尧 铁路等集疏运通道的建设与扩能改造方案袁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袁 纳入相关专项规划袁 抓紧组
织实施遥

加快集疏运通道建设遥 各级港口行政主
管部门和港口企业要重视沿海港口集疏运通道能

力不足问题袁 共同推进公路尧 铁路等集疏运通道
建设袁 加快主要集装箱港区疏港高速公路和铁路
建设袁 实现规模化集装箱港区与高速公路 渊或城
市快速路冤尧 铁路的直接连通遥 具备条件的港口
应建设专用公路集疏运通道遥 推进集装箱和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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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散货港区后方铁路通道及场站建设袁 积极发展
铁水联运遥 加快长江三角洲尧 珠江三角洲水网地
区内河高等级航道集疏运体系建设遥
六尧 着力推动港口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港口现代物流遥 依托主要港口建设
国际及区域性物流中心袁 构建以港口为重要节点
的物流服务网络遥 加强港口物流园区尧 货运场站
及物流通道的建设与衔接袁 发展集装箱尧 大宗货
物专业化物流袁 继续推进内陆无水港建设遥 积极
发展多式联运袁 完善不同运输方式间的货运技术
标准袁 加强运输组织和管理协调遥 加强港口物流
公共信息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遥
积极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遥 以国际航运中心

为重点袁 大力发展航运金融尧 保险尧 海事仲裁尧
信息尧 航运交易等现代航运服务业务袁 延伸航运
服务产业链袁 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
区遥 充分发挥保税港区政策优势袁 积极发展国际
中转袁 促进国际配送尧 出口加工等保税业务遥
提升港口信息化水平遥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袁 提升港口服务效率和现代化水平遥 推进港口
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尧 散货码头装卸自动化控制
系统尧 集装箱多式联运信息服务系统等应用遥 推
进电子口岸建设袁 加快港口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建
设袁 建立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单证体系和信息服
务体系袁 实现信息共享和通关一体化服务遥
发展绿色安全港口遥 继续推进港口节能减

排袁 加强港口码头节能设计工作袁 应用先进节能
技术袁 优化港口装卸工艺及配套工程遥 全面加强
港口环境保护力度袁 注重港口污水回用系统建
设袁 提高到港船舶污水尧 垃圾处理水平和溢油防
控能力遥 减少港口生产环节的扬尘和噪音袁 注重
港口尧 航道工程的生态保护遥 加强港口安全设施
建设和管理袁 加快航道通过能力和锚地保障能力
建设袁 完善公共资源共享共用机制袁 坚持节约集
约利用港口岸线尧 土地和海洋资源遥
七尧 切实加强港口规划管理

进一步完善港口规划遥 加强对港口建设和运

营的跟踪分析袁 对港口发展与国民经济运行的适
应性进行评估袁 开展分层次港口及重要货类运输
系统港口布局规划的深化论证工作袁 适时启动全
国及区域沿海港口布局规划修编工作遥 加强和规
范新港区规划编制工作袁 进一步完善港口总体规
划遥 同时袁 加强对港口发展重大战略问题尧 热点
问题的研究袁 创新港口规划理论与方法袁 进一步
提高港口规划的科学性遥
严格规划执行遥 港口规划一经批准袁 必须严

格执行遥 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 叶港口
法曳 的要求袁 切实维护港口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遥 港口基础设施必须先规划尧 后建设遥 要加强
对港口建设项目规划符合性的审查工作袁 对不符
合港口规划的建设项目不予办理岸线使用审批袁
不予办理项目核准尧 初步设计审批和施工许可等
手续遥 同时袁 要加强对港口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
与检查袁 对发现的问题要依法及时制止和纠正遥
严格规划修订与调整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随意对批准的规划进行修订与调整袁 需要对规划
进行修订与调整的袁 必须严格按照 叶港口规划管
理规定曳 的程序袁 对原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
估袁 并就修订与调整的必要性进行说明袁 经原规
划审批部门同意后袁 方可开展规划修订与调整工
作袁 按规定程序报批遥
八尧 切实加强港口岸线使用管理

加强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遥 抓紧制定并颁
布 叶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办法曳袁 进一步规范
港口岸线使用审批与管理工作袁 坚持先许可尧 后
使用遥 使用深水岸线的港口建设项目 渊包括码头
水工结构兼顾万吨级及以上船舶靠泊冤袁 必须经
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遥 坚决制止
以 野建大报小冶 方式规避深水岸线审批程序遥
加强重大项目配套码头建设的行业审查工

作遥 由国家审批或核准的重大建设项目 渊如液化
天然气接收站尧 火力发电厂尧 大型石化和钢铁项
目冤袁 需要配套建设码头设施尧 使用港口深水岸
线的袁 必须取得交通运输部关于配套码头设施使
用港口深水岸线的意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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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小知识·

航 区 划 分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工程技术部

一尧 叶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渊2011冤曳
渊海法规 [2011] 391号冤 中航区的划分院
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划分为 A尧 B尧 C三级袁 其

中某些水域袁 依据水流湍急情况袁 又划分为急流
航段袁 即 J级航段遥 航区级别按 A级尧 B级尧 C级
高低顺序排列袁 不同的 J级航段分别从属于所在水
域的航区级别遥
船舶航行于 A 级航区的较航行于 B尧 C级航

区为高级航区遥 因此袁 一般 A 级航区的船舶能够
到 B尧 C级航区航行遥 因为袁 高级航区覆盖低级航
区遥 (但是三峡库区对船舶航行另有特别规定的应
按其规定执行)
如广东省内航线院
A级航区要要要珠江水系自虎门 渊沙角冤 至淇澳

岛大王角灯标孖洲岛灯标联线以内的水域袁 以及
至香港尧 澳门距岸不超过 5公里的水域曰 自磨刀
门经洪湾水道至澳门航区曰 渊其余为海区冤

B级航区要要要自梧州至珠江三角洲各口门曰 自
石龙至东江口曰 新丰江水库曰 自榕城以下至汕头
港航区曰

C级航区要要要北江曰 东江石龙以上曰 韩江曰 广
东省内河凡未列入的其他水域遥
二尧 船员适任证书等级按航区分为院
1尧 无限航区
海上任何通航水域袁 包括世界各国的开放港

口和国际通航运河及河流遥
2尧 近洋航区
北纬 55度至北回归线之间与东经 142度以西

的太平洋水域以及北回归线至赤道之间与东经 99

度以东袁 东经 130度以西所包括的太平洋水域 渊俗
称东南亚航线尧 中日韩航线冤遥

3尧 沿海航区
中国的近岸航区尧 黄海尧 东海尧 南海和中国

各沿海港口的水域遥
4尧 近岸航区
距中国海岸不超过 50海里或按习惯航线航行

于中国沿海港口水域遥
三尧 叶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曳

渊2011冤 总则中对营运船舶航区划分院
12.1 航区划分为以下 4 类院
(1) 远海航区院 系指国内航行超出近海航区的

海域遥
(2) 近海航区院 系指中国渤海尧 黄海及东海距

岸不超过 200n mile 的海域曰 台湾海峡曰 南海距岸
不超过 120n mile 渊台湾岛东海岸尧 海南岛东海岸
及南海岸距岸不超过 50n mile冤 的海域遥

(3) 沿海航区院 系指台湾岛东海岸尧 台湾海峡
东西海岸尧 海南岛东海岸及南海岸距岸不超过
10nmile 的海域和除上述海域外距岸不超过 20n
mile 的海域曰 距有避风条件且有施救能力的沿海
岛屿不超过 20n mile 的海域遥 但对距海岸超过 20n
mile 的上述岛屿袁 海事局将按实际情况适当缩小
该岛屿周围海域的距岸范围遥

(4) 遮蔽航区院 系指在沿海航区内袁 由海岸与
岛屿尧 岛屿与岛屿围成的遮蔽条件较好尧 波浪较
小的海域遥 在该海域内岛屿之间尧 岛屿与海岸之
间的横跨距离应不超过 10n mile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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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 新 闻 本 市 新 闻

航运传真

舟山中远船务 5#92500吨散货船下水

2011 年 11 月 30 日 9:38 分袁 5#92500BC 船
渊中远船务编号 N236冤 在舟山中远船务有限公司
1#船台顺利下水袁 下水日期比合同优惠期提前 5
天遥 5#92500DWT散货轮由舟山中远为德国船东建
造袁 入 ABS船级社遥

5#92500船由苏通船务舟山事业部总包 100%
船台合拢及上建内装工程袁 该船从 9月 12日上船
台袁 10月 20拉线照光袁 11月 6日主甲板贯通袁 11
月 30日下水袁 NSS人创造了 38天照光尧 55天贯
通尧 79天下水且下水完整性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等
一系列中远船务集团散货轮建造记录遥

NSS舟山事业部自 2011年 1月组建以来袁 以
苏通船务 野创新/创未来冶 的公司精神为引领袁 以
半潜驳尧 钻井驳等高端海工项目实施为契机袁 大力
推广实施高效工法尧 KPS理念尧 定额工时尧 成本预
算等创新的理念和做法袁 使事业部的安全尧 质控尧
计划节点尧 工时效率等工作全面可控遥 5#92500船
是 2011年以来由舟山事业部总包下水的第 4艘散
货轮袁 目前舟山事业部参与合拢的 6#92500 将于
12月中旬下水曰 总承包的新加坡 150m半潜驳项目
正全面总组袁 计划于 12月 2日举行上船台铺底仪
式袁 1月底下水曰 33#57000散货轮计划于 12月 15
日上船台合拢遥 一系列大节点计划的完成袁 为舟山
事业部 2011年生产任务的圆满完成袁 以及 2012年
开门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舟山中远船务 92500吨
散货船 N305交付

11月 29 日袁 舟山中远船务为德国 CONTI 航
运公司建造的 92500DWT散货船 渊N305冤 成功命
名遥 德国 CONTI 航运公司副总裁 Josef Obermeier
先生 尧 ABS 船级社宁波地区经理 Bishwadeep
Banerjee 先生尧 建造方舟山中远船务总经理董业
宗尧 党委书记曹华东等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袁

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敏尔

莅临市场视察工作

11月 30日袁浙江省委常委尧常务副省长陈敏尔
一行在舟山市委书记梁黎明尧市长周国辉尧副市长李
善忠等的陪同下莅临浙江船舶交易市场视察工作袁
并听取了市场负责人关于市场发展基本情况尧船舶
交易信息平台建设尧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及市场
发展思路等的工作汇报遥 同时袁也希望市场在建设
好舟山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发挥积极作用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

莅临市场视察工作

12月 5日袁浙江省委常委尧组织部长蔡奇一行
在舟山市委书记梁黎明尧副市长李善忠等的陪同下
莅临浙江船舶交易市场视察工作袁并听取了市场负
责人关于市场发展基本情况尧船舶交易信息化建设尧
市场发展工作思路等方面的汇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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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别在交船仪式上致辞遥 教母 Suwarie Topaz女
士将该船正式命名为 野POS TOPAS冶遥

92500DWT散货船 野POS TOPAS冶 是舟山中远
船务为德国 CONTI航运公司建造的四艘系列船的
第二艘袁 该船型深 20.7米袁 型宽 38米袁 总长 230
米遥 命名仪式上袁 德国 CONTI 航运公司副总裁
Josef Obermeier先生对该船表示满意袁 并向舟山中
远船务致谢遥 当天下午袁 双方在交付合同上签字遥
截止目前袁 舟山中远船务共交付新造船舶 13

艘袁 交付载重达 82.05万吨袁 与去年同比增长 20
个百分点袁 预计全年完工船舶 18艘遥

造船新闻

“河北石家庄”号远洋货轮下水

12 月 2 日袁 以 野河北石家庄冶 命名的一艘
93000吨超巴拿马型散货船袁 在秦皇岛山海关造船
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下水遥

野河北石家庄冶 轮由全国最大民营航运企业河
北远洋集团建造袁 船长 235米袁 船宽 38米袁 船高
20.7米袁 航速 14.5节袁 载重 93000吨袁 建造费用
3亿多元遥
河北远洋共将建造 6 艘 93000 吨散货船袁 分

别以 野河北石家庄冶尧 野河北秦皇岛冶尧 野河北张
家口冶尧 野河北唐山冶尧 野河北邢台冶尧 野河北沧
州冶 等名字命名袁 目的是为了在全世界宣传河北袁
提高河北各个城市的知名度遥

欧债危机蔓延

韩国造船业将遭打击

据韩联社报道袁 韩国产业研究院 渊KIET冤 发
布 叶2012年经济和产业展望曳 报告显示袁 受欧债
危机等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影响袁 预计明年韩经
济增长率仅为 3.7%遥 报告称袁 若欧洲债务危机继
续蔓延袁 导致全球经济继续衰退袁 这将会给韩经
济造成致命性的打击遥 受油价继续下调等因素影
响袁 预计明年韩出口增势低迷袁 出口增长率仅为
7.1%遥 在进口方面袁 由于油价尧 原材料价格继续
走低袁 预计明年韩进口增长率为 8.5%袁 贸易顺差
将会达到 240亿美元遥 欧债危机蔓延袁 韩国首先
遭受打击的将是造船业袁 预计明年韩造船业的出
口和生产较今年将明显下滑袁 甚至出现负增长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半岛船业 38000吨
自航半潜船顺利下水

12月 1日袁 由浙江夏之远船舶经营有限公司
投资袁 浙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 38000吨自
航半潜船 野夏之远 6冶 顺利下水遥 浙江夏之远公司
董事长夏汉仁先生尧 马方廷技术总监曰 舟山市农

航运传真

造 船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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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各位领导尧 普陀支行陈辉行长曰 挪威 OHT
公司邵磊总经理等多位领导出席了仪式遥
野夏之远 6冶 自航半潜船总长 195.6米袁 型宽

41.5米袁 下潜吃水 23米袁 总载货面积 6000余平
方米袁 可承运目前世界上 90%以上的石油钻井平
台及大型海洋工程产品遥 该船是首艘由民营企业
投资建造袁 采用了目前世界上领先的电力推进方
案袁 并实现了全船的自动化控制遥
野夏之远 6冶 的顺利下水袁 是海洋工程领域的

又一新台阶袁 为推动舟山船舶产业的转型升级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遥 渊半岛船业供稿冤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金海重工 VLCC两个设计项目分
获省市重大科技专项奖励

11月 25日消息袁 金海重工 野32万吨 VLCC设
计与创新冶 和 野VLCC超大型分段区域建造设计研
究冶 项目袁 分别获得省市重大科技专项奖励遥
金海重工自 2010 年被评为省级技术中心以

来袁 不断加快技术研发创新步伐袁 在短短一年时
间里袁 已获得了多项技术成果遥 金海重工作为浙
江省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袁 也是浙江省首家建
造VLCC的船舶企业遥 此次 野32万吨 VLCC设计与
创新冶 项目袁 是该公司技术中心所开展的代表项
目之一袁 得到政府及行业主管单位的肯定和支持袁
并最终荣获省财政厅专项资金奖励 遥 另一个
野VLCC超大型分段区域建造设计研究冶 项目袁 突
出体现了该船先进的建造技术袁 对于进一步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遥 渊金海重工供稿冤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欧华造船成立
“欧之星”船舶设计公司

12月 5日消息袁 中外合资舟山欧之星船舶设
计有限公司于近日成立袁 自此袁 欧华造船公司有
了自己的前期设计和产品研发的专业机构遥
舟山欧之星船舶设计有限公司由欧华造船和

德国 NS尧 上海浦欣船舶设计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出
资成立袁 其中欧华造船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42%袁
具有控股权袁 公司地址将设在舟山科技创意园区
待建的欧华楼遥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院 船舶及船舶

配套产品的开发与设计尧 技术咨询尧 技术转让尧
技术服务以及售后服务等遥
欧华造船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组织自身和合

作单位力量袁 逐步开展船舶产品的研发袁 从以前
被动地按照船东要求造船袁 走向了主动推出具有
自身特色的产品去吸引船东下单建造的经营方式遥
特别是 4800TEU集装箱船等最新开发的船型推出
以后袁 受到了船东的欢迎袁 所以在船市处于低谷
时袁 公司仍接获了大批量系列船订单遥 而此次欧
之星公司的注册成立袁 使公司在船型开发和技术
研究上拥有了自身的专业机构袁 对公司技术研发
能力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袁 将对欧华产品开发能
力的提升产生重要作用遥 渊欧华造船供稿冤

航运新闻

班轮业绩料全现赤字

全球主要的集装箱班轮公司今年第三季度亏

损进一步恶化袁 令业界对今年集装箱运输盈利希
望化成泡影遥 由于货运淡季已经来临袁 集装箱承
运商将在今年底出现财政赤字袁 预期第四季度集
装箱运输的数量和运费袁 都将较第三季度为差遥
据巴黎 Alphailiner 咨询公司调查所得袁 班轮公司
亏损加剧袁 15家主要班轮公司第三季度平均盈利
为负 9%袁 而今年第二季度为负 8%袁 当中只有德
国赫伯罗特航运公司在这一期间获利袁 其余 14家
全现赤字袁 亏损程度从负 3%至负 25%不等遥 大量
的亏损袁 为承运商带来很多压力袁 导致他们不断
寻求现金注入公司袁 来应对未来数个季度行业内
持续下滑的恶劣情况遥 一些主要的运营商目前正
记录负利润 渊未计利息尧 税项尧 折旧及摊销前盈
利冤袁 留意班轮业务的损失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德鲁里：集装箱运力

将供大于求 10%

德鲁里称袁 未来两年运力将供大于求 10%遥
如以当前总运力 1500 万 TEU 为基数袁 10%即为

航 运 新 闻

航运传真

33



船市简报 CHUAN SHI JIAN BAO

150 万 TEU袁 即 2012 年闲置船运力约 150 万
TEU遥 2011年初箱船总运力为 1493万 TEU袁 全年
新船交付 130万 TEU袁 拆旧报废 3万 TEU袁 运力
增率 8.7 %袁 年底总运力 1620万 TEU遥 2012年初
箱船总运力为 1620万 TEU袁 全年新船交付 155万
TEU袁 拆旧报废暂不计袁 运力增率 9.5 %袁 年底总
运力 1775万 TEU遥 各著名机构在去年底至今年初
对今年全年的箱量增率预估大多过高袁 有的甚达
到 10.6%遥 马士基与德鲁里预估为 6%耀6.5%袁 预
估相对较准确遥 今年临近年底还剩不足两个月袁
各家的预估逐渐相近袁 平均为 6.75%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地中海航运接获
2艘 13000TEU型新船

北方资本集团 (Nordcapital) 旗下的船舶管理
公司 渊E.R. Schiffahrt冤 已经接收了 13092TEU 的
野ER 克里斯蒂娜冶 和 野ER 本妮迪塔冶 号 2 艘新

船遥 这两艘船是 2007年 7月该集团与韩国现代重
工集团签署的 8艘新型巴拿马船系列订单中的前
两艘遥 第 1艘船原本打算于 2010年 4月交付袁 但
由于 2008年 9月的金融危机袁 整个系列订单延迟
了大约 18个月遥 这 8艘船中的 3艘已于 2008年
出售给挪威一家投资公司袁 第四艘也转手给新船
东袁 但均委托 E.R. Schiffahrt公司经营管理遥 这 8
艘船又于 2010年抵押给地中海航运 15年经营权袁
本周地中海航运接管了 野ER本妮迪塔冶 号袁 并将

投入到公司的亚欧 野丝冶 线运营遥 而另一艘 野ER
克里斯蒂娜冶 号袁 近期接管后预计将投入到其亚
欧 野狮冶 线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马士基将削减亚欧航线运力

12月 2日消息袁 全球最大集装箱船运公司马
士基航运公司北美地区首席执行官日前表示袁 由
于欧元区债务危机使国际贸易需求承受越来越大

的压力袁 马士基将宣布削减亚洲至欧洲航线运力
的计划遥 该首席执行官称袁 现在几乎所有的船运
公司都在亏损袁 运能过剩仍是全球船运行业面临
的关键问题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韩进延伸远东美西北航线

作为 CKYH联盟成员袁 韩进将通过增加其泛
太线 渊PNH袁 24226冤 青岛挂靠并二次挂靠西雅图袁
延伸其远东到美西北航线 (FE-PNW )袁 调整后航
线巡航时间延长一周袁 即从原来的 5 周延长到 6
周遥 为确保航线周班频次袁 公司从暂停的远东到
美东全水路季节性航线 AWE 5线调出 1艘 野韩进
日内瓦冶 轮袁 作为第 6艘运力投入运营遥

辽宁：港口吞吐量大幅提升

入冬以来袁 继 野绪扬 9冶 轮大型船舶在盘锦港
有限公司圆满作业完毕后袁 野穗海晖 688冶 轮尧
野永鸿 8冶 轮等许多大型船舶陆续来港作业遥 封港
前夕袁 盘锦港抢时作业袁 港口吞吐量大幅提升袁
生产进入新一轮高峰期遥
为进一步提高大型船舶来港作业安全与生产

效率袁 盘锦港提出 野超人一步尧 先人一步尧 快人
一步冶 的工作目标遥 在港口作业中调度员尧 安全
员尧 理货员加大了对作业质量尧 操作标准的检查
力度袁 做好生产全程监护同时袁 盘锦港内部还实
行了 野倒向监督冶 生产流程袁 即监管人员对现场

航运传真

港 口 新 闻

34



船市简报CHUAN SHI JIAN BAO

人员进行监管袁 一线操作人员同步对监管人员进
行监督袁 确保安全生产工作及时尧 到位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福州港可门作业区
4-5号泊位投入运营

12月 5日消息袁 经过 3年多的紧张施工袁 我
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干散货码头福州港可门作业区

4-5号泊位于近日投入运营遥 可门作业区位于福州
市连江县袁 是临海工业尧 大宗散货尧 油品运输的
主要港区袁 又是福州市 野一城两翼冶 城市发展战
略格局中的北翼袁 正成为福建省重要的临港工业
基地遥
可门港港口资源得天独厚袁 水深港阔袁 航道

通畅袁 不冻不淤遥 水道平均水深达到 30 米袁 利
用天然水深可全天候通航 10-30 万吨级大型船
舶遥 港区避护条件好袁 可以躲避 10级以上大风袁
锚地与港区毗邻袁 是大型船舶理想的停泊和避风
良港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福建最大集装箱码头投产

厦门海沧保税港区远海集装箱码头日前投产袁
这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尧 设备最精良尧 政策开
放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遥
作为福建省建设 野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冶

的重要基地袁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由中远集团太
平洋有限公司和厦门海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资

建设袁 总投资超过 45亿元袁 建设经营海沧保税港
区 4个 10万吨级集装箱专用泊位袁 设计吞吐能力
为每年 260万标准箱袁 基本可满足目前世界最大
吨级集装箱船舶的靠泊和高效作业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扬州港成集装箱“出海口”

近年来袁 从扬州港中转的淮安尧 泗阳尧 宿迁
等地集装箱达 35000标箱袁 扬州港成为运河沿线
地区集装箱 野出海口冶遥 现在袁 扬州港每周有 30
余航班从扬州至上海外贸集装箱支线运输袁 40余
航班从事内贸集装箱支干线运输袁 为苏北地区从
野运河经济冶 迈向 野海河经济冶 架起了金桥遥

宜宾港口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截止 10月袁 宜宾市港口建设进展顺利袁 成效
显著遥

宜宾港志城作业区一期工程已建设 4个 1000
吨级多用途泊位袁 1个滚装泊位袁 志城作业区 2个
件杂泊位正在积极开展前期工作遥 五粮液安吉码
头改扩建工程袁 建成 500吨级件杂和集装箱泊位 2
个袁 成功申报水运二类口岸袁 结束了宜宾无集装
箱码头运输的历史曰 宜宾复龙换流电大件运输码
头 800吨级大件泊位 1 个袁 建设并投入试运行遥
长宁香炉滩码头工程 1000吨级件杂和液货泊位各
1个袁 已完成码头斜坡道及后方陆域平场尧 储罐安
装袁 正在进行设备购置和面层施工曰 江安三滩子
码头工程建设袁 建成 500吨级液化泊位 1个曰 烧
瓦沱翻坝运输码头工程建设袁 建成 800吨级液化
泊位 2 个曰 南溪罗龙作业区一期工程建成 2 个
1000吨级件杂泊位尧 江安阳春坝作业区 6个 1000
吨级件杂和液化泊位遥

物流新闻

全力打造沈阳国际物流港

按照规划袁 沈阳国际物流港将以中铁沈阳集
装箱中心站和陆港物流园为双核心袁 建设成层次
化尧 市场化尧 专业化的现代物流体系遥 目前袁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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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国际物流港已经开始显现吸引重大项目的优势袁
其中包括 100亿元的五洲工业博览城项目袁 100亿
元的卓尔商品城项目袁 50亿元的传化陆港物流园
项目袁 35亿元的农业冷链物流中心项目袁 20亿元
的沈阳东北金属物流产业园项目袁 10亿元的中国
物流项目袁 4亿美元的世界 500强普罗斯项目袁 1
亿美元的 500强嘉里化工物流项目等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重庆港务“联姻”中远物流

12月 6日消息袁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与中远物
流签署了 叶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曳遥 根据 叶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曳袁 中远物流将为港务集团物流产业发展
方面提供产业规划尧 咨询策划等服务曰 双方将在
港务集团物流产业的供应链服务尧 金融物流等业
务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曰 共推物流公共信息服务
平台尧 数据处理中心等遥
重庆港务集团表示袁 公司与中远物流的 野联

姻冶袁 是港务集团打造西部现代综合物流航母企
业尧 做强做大综合物流产业尧 推动企业跨越发展
的重大举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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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息烽县建物流中心

12月 5日消息袁 投资 2.5亿元的息烽九寨物
流中心建设项目开工遥 该项目选址于息烽县小寨
坝镇袁 项目建成后袁 预计年运集装箱达 10 万标
箱尧 散货 300万吨遥
作为息烽工业重镇的小寨坝镇袁 南距遵义尧

北离贵阳仅 1小时车程袁 这里聚集了合成氨尧 物
业管理尧 建设建材尧 磷煤化工企业等多家产业袁
又地处川黔铁路尧 贵遵高速公路和 210国道结点
上袁 区位尧 交通优势明显遥
该物流中心计划明年建成投用袁 预计年产值

1.6亿元尧 创税 1200万元袁 解决就业 300余人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DHL推中国至日本多式联运服务

12 月 5 日消息袁 国际物流巨头 DHL 日前宣
布袁 其全球货运部门推出了中国至日本的多式联
运服务袁 将使运输成本较空运降低 60%袁 运输时

间较海运缩短 3天遥
DHL中国-日本多式联运服务综合利用了国际

渡轮袁 铁路和卡车运载 12英尺集装箱遥 货物可从
中国上海尧 宁波尧 杭州尧 苏州尧 南通尧 无锡尧 南
京尧 合肥尧 武汉等地装箱袁 由卡车运到上海袁 用
国际渡轮运往日本博多袁 然后通过日本铁路运往
日本各目的地遥 在这项服务中使用的 12英尺集装
箱袁 与通常的 20-40英尺集装箱相比较小袁 因此
可以通过所有三种模式公路尧 铁路和渡轮进行运
输袁 并可在日本大多数铁路货运码头装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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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物流信息平台下月上线

四川省铁路尧 水运尧 航班运量如何查询钥 物
流企业如何预定集装箱钥 噎噎12月 7日袁 从四川
省物流办获悉袁 整合了公路尧 铁路尧 水运尧 民航
等四川省物流管理部门信息的四川省公共物流信

息平台将于 2012年 1月 1日上线袁 届时袁 市民和
物流企业不仅能查询到物流电子政务信息袁 还能
从事物流电子商务业务对接遥
据介绍袁 这一平台由电子政务网和电子商务

网两部分组成袁 实现物流电子政务和物流电子商
务相融合袁 基于云计算创新技术的 野物流云冶袁 同
时预留其他平台的数据接口袁 将是全国首个面向
全球制造企业尧 商贸企业尧 物流企业和社会公众
的功能齐全尧 开放共享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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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重工”欲在滇做强物流产业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昆明有限公司在昆正

式揭牌袁这标志着中船云贵公司与昆明向荣经贸有
限公司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袁同时也是野央企入滇冶
的一项硕果遥
野此次新公司的成立袁 旨在抓住西部大开发及

云南耶桥头堡爷建设的机遇袁通过与云南本地相关企
业的合作袁争取用几年时间在云南市场上打响知名
度遥 冶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昆明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贵清表示袁未来袁公司在云南主要发展黑色金属尧
有色金属尧机电产品和仓储等业务袁尤其是做大做
强物流产业遥 目前与昆钢尧东源煤矿等企业已经达
成了联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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