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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SHI JIANBAOCHUANSHI JIANBAOCHUANSHI JIANBAO
关注窑航运

银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李宏印

李宏印副局长介绍了目前国内水路运输的总体情况袁
解读交通运输部对国内航运市场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今后几

年对国内水运业发展的政策导向遥 围绕航运形势这一主题袁
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袁 从国内沿海干散货运输市场尧 国内沿
海液化危险品 渊包括油品尧 化工品尧 液化气冤 等方面分析
了目前我国国内水路运输的一个总体情况遥

他指出目前国内运输船舶大型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袁 由
于引导企业发展大吨位船舶的理念得到了船东的认可袁 加
大了老旧船舶的拆解和淘汰的力度曰 个体经营户的数量多

年来持续减少等原因袁 导致船舶的平均吨位不断增加遥 货
主也通过独资或合资的方式建立了大量的船队规模袁 对国
内沿海市场形成比较大的冲击遥

一尧 当前国内水路运输的基本情况

水运局数据袁 截止 2011年底袁 全国共有水路运输单
位 6558家袁 同比增长 44家袁 其中省外 4773家袁 增长 351
家袁 浙江省内 1785家袁 增长 93家曰 个体经营户 29776家袁
减少 811 家曰 营运船舶 162420 艘袁 增加 14719 艘袁 增长
10%曰 运力 8629.83 万吨袁 增加 1929 万吨袁 增长 28.8%遥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袁 船舶的大型化趋势日益明显袁 平均
载重吨位不断增加遥 综其原因袁 一是货主船队投资不断增
长袁 如华能尧 神华等企业均组建了自己的独立船队曰 二是
造船产能过剩袁 总体需求不足曰 三是金融危机造成了新造
船舶的交付延迟曰 四是当今船价较低袁 部分企业投机新造
船业务遥 国内干散货市场万吨以上船舶共计 1271艘袁 3453
万载重吨袁 占国内总运力的 20%袁 相对于 2009 年增加了
800 万吨曰 单船载重 533吨袁 相较于 2009年增加了近 100
载重吨遥 其原因一是引导贯彻大吨位船舶的理念初见成效袁
二是老旧船舶的淘汰更新袁 三是个体经营户的减少遥 李宏
印副局长并对各细分市场情况做了介绍院
国内沿海干散货市场方面

水运局去年对华北尧 华东尧 华南包括长江流域等地市
场进行了万吨以上干散货船舶调研 渊不包括集装箱船及特

2012国内航运市场形势
专题讲座在舟举行

由浙江船舶交易市场和宁波市船舶交易市场共同主办的 野2012年航运市场形势冶
讲座冶袁 于 3月 16日在舟山如期举行遥 此次讲座的主旨在于分析当前国际国内航运经
济环境袁 帮助国内航运企业应对不利的航运形势袁 找准企业自身的发展定位袁 从而促
进国内航运业的持续稳步发展遥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李宏印尧 中国船东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守国尧 交通运输部
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大山应邀参加演讲遥 浙江省港航管理局林建亚副局长尧 韩力
平副处长袁 浙江沿海各地市港航管理局尧 船舶工业局尧 航运协会的负责人袁 以及各航
运界尧 船舶工业界和金融保险行业的代表 130余人齐聚座谈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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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航运

种船舶冤袁 得到了 2011年的最新数据院 国内沿海万吨以上
干散货船舶数量为 1500艘袁 运力 4287万载重吨袁 比 2011
年底净增了 229艘袁 运力增长 834 万载重吨袁 运力增长了
24%袁 其中 2011年投入的新船为 728艘袁 占同期总运力的
29%遥 这一时期的特点包括以下方面院

一是新造船的数量高速增长袁 平均吨位逐年增加遥
2008年新建沿海散货船呈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袁 可以说 09
至 11 年这三年是运力高速增长的时期袁 新增运力近 2000
万载重吨袁 占国内沿海万吨以上散货船总运力的 64.4%遥 以
上数据清楚地表明袁 新建船舶已成为推动国内干散货运力
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遥 同时袁 新建船舶的吨位也在逐年增
加袁 新造船大型化趋势十分明显袁 其中 5 万吨级的 野大灵
便型冶 成为增长主角遥 渊详见下表数据冤

二是沿海万吨以上干散货船的平均船龄年轻化趋势十

分明显遥 截止到 2011年底袁 平均船龄为 8.4年袁 较 2010年
减少近一年遥 在老旧船方面袁 船龄 18年以上的老旧船和船
龄 28年以上的特检船分别为 327 艘和 72 艘袁 运力所占比
例分别为 28.7%和 4.7%遥

三是地方中小民营企业及货主投资设立的干散货运力

大幅增长遥 三大央企所占的干散货运力比重有所下降袁 到
2011年底为 194艘和 851 万载重吨袁 占全国总运力的不足
20%遥 地方航运企业中袁 如浙江省沿海万吨以上运力达到
1008万载重吨袁 成为全国第一个沿海干散货运力超千万的
省份遥 近三年来袁 货主及民营企业所占干散货运力份额不
断增长袁 运力不断增强袁 二者所拥有万吨级以上干散货船
的企业总数占到了 72%袁 合计 600万载重吨袁 占国内新建
万吨级以上干散货船队的 32.9%遥

2011年地方航运企业运力情况

国内沿海液货危险品运输方面

在油船方面袁运力总量整体保持平稳增长袁运输水平稳
步提高遥 截至 2011 年底袁 从事国内跨海运输的油船共有
1163艘尧 881 万载重吨袁 相对于 2010 年分别增长了 84艘
和 45.9万载重吨袁 增幅分别为 7.8%和 5.5%袁 增长幅度较
为平稳袁 且与航运量增长基本匹配遥 2011年全年强制报废
船舶为 7艘袁 同时有 35艘船舶根据政策提前淘汰遥 全年新
造船舶 132艘袁 相对于 2010年的 115艘增幅较为平稳袁 船
型结构上以 1000载重吨以内的小型船舶为主袁 此外 4000要
5000载重吨的油船增长也较快遥 随着老旧船舶的逐步淘汰袁
油船的船龄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善袁 船舶的整体技术水平稳
步提高遥 数据显示目前平均船龄只有 7.6 年袁 相较于 2010
年降低了 0.6年遥 老旧船和特检船在吨位上和数量上分别仅
占 1.4%和 3.1%袁 其对于调整运力结构的作用较为有限遥 由
于新建 1000吨以下油船的数量较多袁 导致沿海油船运输大
型化的趋势有所减缓袁 2011年的平均吨位为 7579载重吨袁
较上一年略有下降遥 而 500要1000 载重吨油船数量增加的
原因袁 一是近年来运输船舶的数量增加导致供油船的数量
相应增加袁 二是政策规定新建 1000载重吨以上油船需要向
中国船级社申请入级袁 成本增加遥 从船龄与吨位结构来看袁
整体分布较为合理遥

在化学品船方面袁 化学品船运力增速放缓袁 结构调整
明显加强遥 2011年沿海化学品船运力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袁

新建万吨以上散货船 载重吨 新造船平均吨位

2007年 57艘 100万
2008年 152艘 268万
2009年 336艘 659万 19600载重吨
2010年 223艘 657万 29400载重吨
2011年 183艘 673万 36700载重吨

万吨以上运力渊载重吨冤 排名

浙江 1008万 1
广东 500万 2
上海 498万 3
江苏 410万 4
福建 306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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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新建船舶 24艘袁 15.7万载重吨遥 截至 2011年底袁 沿
海化学品船总量为 222 艘袁 70.2万载重吨袁 总规模相较于
2010 年增长了 17%袁 相较于 2010 年 23.4%的增速有所放
缓袁 2011年国家对于化学品船的宏观调控措施有所体现遥
由于化学品运输的新型运输方式袁 2011年仅有一艘化学品
船报废袁 由于政府实施鼓励老旧船舶报废的相关政策措施袁
另有 15艘尚未达到报废年限的化学品船提前退出了市场袁
多以 1000吨以下的小型船舶为主遥 截至 2011 年底袁 平均
化学品船船龄为 6.1年袁 其中船龄 12年以上的老旧船舶和
船龄 26年以上的特检船舶比例分别为 11.8%和 3.8%遥 化学
品船的发展存在着大型化和油化两用的两个趋势袁 化学品
船的平均吨位为 3552载重吨袁 并且存在着逐年递增的大型
化趋势遥 截止到 2011年底袁 油化两用船共有 115艘袁 占总
艘数的 48%袁 吨位上占68.3%遥

在液化气船方面袁 液化气船的船舶更新较快袁 船舶大
型化趋势较为明显遥 相对其他船型而言袁 液化气船的船龄
较大袁 2011年液化气船的平均船龄为 10.8年袁 较 2010 年
下降了 2.9%袁 液化气船总数为 63 艘袁 较 2010 年增加了 5
艘遥 2011年共报废淘汰液化气船 6 艘袁 根据统计袁 今后 3
年内将要报废淘汰的船舶将有 7 艘袁 其中 2012 年报废 4
艘遥 同时 2011年液化气船的大型化趋势比较明显袁 平均吨
位达到 2441载重吨袁 较 2010 年增长了 22%遥 而从液货危
险品运输的经营企业来看袁 野弱尧 小尧 散冶 的现象比较突

出袁 经营者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遥 数据显示袁 液货危险品
运输的经营企业共有 331家袁 较2010年增加了 32家袁 液货
危险品运输的经营企业的数量分散化及吨位小型化特征更

为明显遥 对此交通运输部也已经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袁 鼓
励规模大尧 素质好的企业加快发展遥

二尧 当前管理工作的重心

目前航运业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供需的不平衡袁 新增
运力的大规模投入市场导致了运力供求的不平衡遥 解决运
力过剩的方式第一是靠市场调节袁 第二是靠宏观调控遥 对
于客运和液货危险品运输袁 我们采取了多项宏观调控的措
施和手段袁 加强了政府管理部门的直接干预曰 对于沿海干
散货运输市场袁 自 2002年开始逐步放开袁 采取登记制袁 基
本以市场为导向袁 主管部门的宏观干预较少袁 从而直接的
推动了干散货市场的自由发展遥

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袁 打击不
正当竞争袁 提高整体的技术水平袁 当然也不排除在特殊情
况下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袁 应对一些极端性问题遥 从市场
情况看袁 自 2010年下半年起袁 沿海在建干散货船的数量较
2008要2010年的高峰时期已经有所下降袁 说明市场这只无
情的手已经在发挥着作用遥 因此袁 当前仍继续坚持依靠市
场机制配置资源袁 同时会进一步的密切关注市场情况袁 依
据市场变化来调整政策遥 一是加强市场监管袁 打击不正当
的竞争行为袁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曰 二是结合 叶水路运输
管理条例曳 的出台袁 提高市场准入门槛袁 进一步提高经营
者的集约化程度和抗风险能力袁 进一步规范货主投资国内
航运的相关事宜袁 推动大型货主和航运企业开展战略合作袁
充分发挥中国船东协会的中介组织作用袁 加强行业自律袁
防止恶性竞争曰 三是研究提高国内新建干散货船技术标准
的可能性袁 在全面提高干散货船技术水平的同时袁 达到技
术调控的目的曰 四是加强信息引导袁 及时向社会公布运力
信息袁 引导航运企业合理投入运力遥

在液货危险品运输方面袁 由于液货危险品运输存在高
风险的属性袁 事关运输安全和水域环境等公共安全袁 因此
交通运输部对于液货危险品船的定位一直是实施有限度的

市场竞争遥 规定油船只有在现有运力建成投产之后才能申
请新增运力袁 并已会同中国船东协会袁 对化学品船采取新
增运力评估的模式袁 在总体上从严把握遥 同时沿海液货危
险品运输经营者的整体素质还不高袁 野弱尧 小尧 散冶 的现
象还比较突出袁 因此还必须加大政府的干预力度袁 通过调
控提高经营者的整体素质和经营水平袁 来提高整个行业的
形象和竞争力遥 此外袁 危险品运输的的规模和市场容量还
比较小袁 相对比较封闭袁 自我调节的能力比较弱袁 一旦运
力过剩袁 需要自身消化解决的时间较长袁 这也是需要政府
加大干预力度的原因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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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中国船东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守国

中国船东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张守国袁首先介绍了中国船
东协会袁这一全国性的民间行业组织袁会员有 170多家袁主要
是一些央企袁较大规模的企业遥 并对当前航运市场形势总体
作了分析袁也鼓励广大航运人要树立足够的信心袁保持清醒
的头脑与认识袁航运和造船企业要深刻的反省此次行业危机
的各方面原因遥 相信在航运管理部门和航运企业的共同努力
下袁我们能够尽快的走出市场低迷期遥

一尧有关对行业现状的认识
张守国副会长认为航运行业是一个相对古老传统的行

业袁在较长的周期内它的投资回报率处于社会平均水平偏低
的状态遥 不同于某些新兴的高科技产业的高投资回报率袁它
通过提高准入门槛来解决投资回报问题难度较大遥 因此袁当
出现投资回报率异常的情况时袁大家要有所警惕遥

同时航运业具有高投资尧高风险尧专业性强尧回报期长的
行业特征遥 我们不太赞成货主办船队袁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分
工需要突出核心主业袁 航运市场的竞争性相对比较成熟袁避
免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与资源浪费等遥 船舶的流动性较大袁需
要我们从全局的角度加以统筹规划遥

三是航运业归属于服务业袁具有周期性的波动袁需要加
以调节以避免出现较大的波动袁同时在波动的高峰时要学会
自律袁在波动的低谷时要树立信心遥

二尧企业代表渊央企冤应对危机的措施

张守国副会长介绍一些央企袁包括中远尧中海尧中外运尧
长航等企业集团应对此次危机的举措遥 这些企业与一般的航
运企业具有较大的差别袁如中外运尧长航袁其具有结构分散的
特征袁业务运作的多元化程度较高袁航运业务板块比重较小袁
其困难和压力可以在其他板块业务方面得以缓解曰中海是基
于沿海运输为主而走向世界的企业代表袁再加上国内的行业
困难程度要低于国际市场袁 中海在国内市场的业务比重较

大袁因此其承受的损失相对较轻遥 同时中海的资产负债率仅
占 40%左右袁其自身净资产较多袁当危机到来时抗风险能力
较强袁所承担的压力和困难也较小曰不同于以上两家企业袁中
远集团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较多袁中远拥有总吨位世界第一
的干散货船队袁吨位高达 2000多万载重吨袁在此次行业危机
中袁干散货市场无疑所受冲击最大遥 但是由于前期的资金积
累等原因袁仍具有较强的行业风险抵御能力遥

面对此次行业危机的严峻形势袁这些深受危机影响的航
运企业协同中国船东协会袁纷纷加强了与国家航运管理部门
的汇报沟通袁希望能够得到相关方面的支持遥 国务院有关部
门会同相关部委也在积极研究和帮助解决这类问题袁并将陆
续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袁帮助航运企业共度难关遥 此外袁这些
央企自身也在积极开展整合重组等相关举措袁如中远集团整
合深圳尧青岛尧天津等地的干散货运力袁成立了新的中散集
团袁调整运力资源结构遥 中外运长航也在积极调整重组航运
板块袁中海和中远也在加强交流合作和沟通协商袁共同开发
货运航线遥 长荣集团也从行业大局出发袁取消了预期的新造
集装箱船计划遥

三尧船东协会应对行业危机的建议和对中小型船东的建议

虽然此次行业危机的波及范围较广尧 影响较为深远袁但
是世界经济在发展袁行业运力的增幅还在袁运力需求还很大袁
航运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袁这是我们得
以树立信心的一块基石遥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袁国内航
运市场整体上好于国际市场袁存在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曰二是
航运业存在着周期性的发展特征袁航运市场的低弥期终究会
过去袁通过各方的共同沟通协调后加以改革重组袁将会获得
新的发展机遇曰三是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此次行业危机的严
重性与危害程度袁 并通过各种渠道采取了相应的市场监管尧
财税政策及改革等方面的措施袁如财政补贴老旧船舶提前报
废等袁最大程度的激发航运市场回暖袁发挥调控政策的放大
效应遥

同时袁广大的航运企业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院企业是市
场永恒的主题袁航运市场的恢复与发展更大程度上需要我们
自身的不懈努力袁政府的政策支持只是一种外在的辅助性因
素遥 一定要杜绝野等尧靠尧要冶的消极思想袁要依靠自身的努力
来解决问题袁学会野多条腿走路冶袁练好内功袁加强合作袁降低
成本袁获取规模效益遥 面对行业市场的低弥形势袁千万不要产
生不必要的畏惧和恐慌袁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判断袁
在政府的监管与行业协会的理性引导下袁 与货主进行谈判袁
避免恶性竞争袁 控制船员工资及燃油等运营成本的增加袁团
结合作袁促进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遥 在今后的工作中袁中国船
东协会将更多地关注行业客观存在的实际困难袁加强协调服
务职能袁开展试点与指导价的专项服务袁在加强行业自律的
同时袁共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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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大山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技研究院的贾大山副院长分析了

2012年国际国内外部经济环境形势袁 国内国际航运市场现
状尧 造船工业的发展袁 并从供求关系等角度分析认为航运
市场将迎来新一轮的衰退袁 且形势不容乐观遥

一尧 对航运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

认识航运业市场的发展规律袁 是我们认识这个行业的
基础遥 航运业 200多年的历史规律一再的告诫我们袁 我们
的繁荣期短于衰退期袁 供给调节的缓慢性特征袁 决定这个
行业一直都是一个 野苦日子长尧 好日子短冶 行业遥 单纯从
直观的统计规律来看袁 繁荣期与衰退期的时间比重大概是

1:1.7袁 这也是 2008年徐祖远副部长询问行业低谷的未来持
续时间时袁 我们水科院给出大约为 8 年时间的统计依据遥
依据 BDI指数发展的轨迹袁 航运业在经历了一个 25要30年
空前的繁荣期后袁 步入 2008 年经济危机的短暂的 野恐慌
性冶 下跌袁 但仍未到达行业的历史冰点遥 对此袁 我们要有
一个理性全面的认识遥 2007年失去理性的疯狂造船袁 造就
了 2010年一系列的航运问题袁 2011 年底供求关系持续恶
化袁 出现 8500万吨左右的富余运力袁 也造就了未来 7要8
年的行业萧条袁 在学术界也出现了 野航运业的 2010冶 问题遥
需求长期保持年均增长 4%袁 2003-2008 年为 6.6%袁 近 10
年来中国干散货进口年均增长 28%遥 这些数字表明袁 行业
危机的主要原因并非全部是因为市场疲软袁 而是船东自身
的大量造船所导致的运力供需失衡袁 这需要大家有一个清
醒的认识袁 并在今后的经营开展中加以重视和规避袁 否则
在今后的工作中仍有可能重蹈覆辙遥

二尧 国际国内航运供求关系分析

从新造船的角度来看袁 我们判断市场是否回暖的一个
重要信号是手持订单与船队规模的比值袁 在行业危机最糟
糕的时期袁 这个比值曾出现过 80%袁 是严重的市场负向信
号袁 相对于每年 4%要8%的市场总体需求能力袁 这无疑是
难以在短期内可以消化的袁 到目前这个比值仍然维持在
40%的水平遥 从拆船的角度看袁 2011年创历史记录的拆解
量也只有 1600万吨袁 按这个发展趋势袁 要消耗上述 40%的
富余运力袁 仍需要 5年的时间遥

2007年疯狂造船袁 造就航运 2010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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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市场恢复的预期将受到下面一些因素的影响遥 一
是造船能力的严重过剩袁 仅中国造船能力就可以满足全世
界需要袁 而且能够使之富余曰 二是中国国内的市场需求已
经很小袁 工业化尧 城镇化以及转型发展的需要使得外贸进
口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已经没有可能袁 不存在以往强劲的行
业发展的推动力袁 而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国内和国外转移也
需要一定的周期袁 短期内不会出现新一轮需求高峰遥

世界造船工业的产量配置在 7000万载重吨的水平袁 并
在 20世纪 70年代达到高峰袁 到 2011年更是达到了 16000
万载重吨遥 中国的造船吨位在 2000年达到 260万吨袁 2005
年是 1009 万吨袁 2011 年是 6700 万吨袁 而舟山则达到了
1000万吨遥 新造船在这一轮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袁 积累已久
的新造船吨位将促使造船市场的饱和袁 预计造船业的苦日
子整体上将会在 2013年来临遥 大规模的航运市场供给能力
退出市场虽然残酷袁 但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无疑是
有积极意义的遥 而拆船业无疑会迎来一个业务量的上升期袁
当市场不景气的时候袁 历史上的拆船规模与船队规模之比
可以达到 6%袁 而此时对于拆船业将是一个积极地信号遥 长
时间持续的高速拆解袁 对于航运市场的恢复是具有较大意
义的遥 但目前从整体上 渊包括集装箱船和油船冤 来看袁 船
舶拆解已处于历史的低位袁 也就是说船运公司还具有一定
的抵御危机的能力遥

在今后的发展中袁 所拼比的将是成本和市场的判断与
掌控能力袁 还有就是在技术尧 管理尧 服务等方面的创新能

力遥 前一段时间干散货运输的最大船型不断突破袁 淡水河
谷 40万吨散货船已在建造袁 这不仅仅是技术升级与载重规
模的数字增加袁 更标志着贸易方式尧 运输方式及理念尧 整
个物流链等方面的转变 遥 再就是马士基公司推出了
18000TEU的集装箱船 3E级建造袁 在节能尧 环保尧 高效方
面有所突破袁 同时也推出了 野天天马士基冶 航线遥 以上是
除技术创新之外袁 在管理与服务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 国内与国际航运企业的运营分化较大袁
盈亏差异也较大遥

三尧 我国沿海运力与运量趋势分析

依据我们的研究袁 在沿海运输运力需求方面袁 2011年
国内沿海运输的需求仍然旺盛袁 在 15%左右袁 2012年大体
处于 7%要8%的水平 遥 在沿海运输运力供给方面 袁 自
2009要2011年袁 运力富余分别为 20%尧 10%和 10%遥 当国
际市场形势好的时候袁 运力就会流向国际市场袁 同时也会
为国内运力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袁 反之运力就会囤积国内袁
进一步加剧国内运力的富余遥 此外袁 沿海运输另一个非常
显著的变化就是大型化的加速袁 运力结构有所调整遥

国内市场袁 也面临着货主大规模的进入货运市场袁 如
神华集团在煤运方面的高速增长遥 浙江是沿海运输船舶量
最大的省份袁 2010年浙江为 3654艘尧 1272 万载重吨袁 分
别占全国的 35%和 26%袁 这表明浙江整体海运能力较强遥
在国内干散货运输市场上袁 也形成了包括央企尧 货主尧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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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和其他省份在内的四大板块格局遥 造船是舟山的支柱产
业袁 能力在 1000万载重吨以上遥 舟山总体发展状况优于国
内的平均水平袁 但挑战期也将在 2013年到来遥

四尧 今后发展举措及相关建议

在行业危机的大背景下袁 航运业的发展出路将取决于
以下几个方面院

一是改变供求关系遥 供求关系的改变是最为本质有效
的方式遥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举措院 一是希望需求能够较
快的增长遥 二是减少订单袁 理性发展新造运力遥 三是增加
拆解遥 伴随市场形势的低迷袁 拆解量将会持续增加袁 但是
拆解又会受到船龄的直接影响袁 所以对于仅有高龄船舶的
企业现实意义不大遥

二是改变议价机制遥 和其他运输市场相比袁 干散货运
输存在着集中度低的特征遥 在运力持续过剩的形势下袁 是
否可以研讨改变议价机制袁 而这就需要企业的大规模重组袁
以高度的集中形成谈判优势遥 国内铁矿石进口谈判的高度
集中性产生了明显的谈判优势袁 而散货运输则在议价上处
于明显不利地位遥 随着企业的分化袁 大规模的市场重组势
在必行遥

三是改变成本遥 这需要企业努力降低运营成本袁 同时
提供更为优质全面的服务曰 对外需要国家及航运管理部门
给予更多的财政税收支持袁 水运局正在考虑完善这方面的

各项工作袁 地方政府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对航运企业予以各
项支持袁 变 野输血冶 为 野造血冶遥 在货主涌入航运市场方
面袁 我们也要在政策上给予有分别的甄选袁 优化市场遥 在
造船工业方面袁 对于央企来说则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袁
其原因包括航运业务所占总业务量的比例不断降低袁 使之
对于造船业的依赖度降低遥

从国家的层面袁 政府需要加大救助航运业的力度遥 航
运业是涉及国家安全的 7 大产业之一袁 事关国家的经济安
全与社会的稳步发展遥 中国政府对于航运业的规范及支持
力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袁 以世界海运大国为目标出
台政策遥 在税收方面袁 营业税与船员所得税都需要依据实
际情况加以调节袁 提高或者取消船员所得税袁 还有就是要
改变现行的营业税加所得税的计税方式袁 向国际公认的吨
位税看齐袁 这也是争取的最佳时机遥 在造船融资方面袁 要
通过多种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袁 建立专业基金袁 优惠融资袁
以造船融资的优惠政策的方式追求投资的平均回报率遥 在
货载方面袁 加快货主与航运公司联合袁 形成一体化的产业
链袁 形成较强的纽带关系遥 交通运输部已经出台了相关的
文件袁 并在实际上付诸实际运行遥

在企业方面袁 除加快与货主合作联合的进程外袁 更要
把握创新服务的永恒主题袁 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行业服务水
平袁 和政府一起来迎接航运市场危机的挑战袁 同时也要深
刻反思袁 对于未来市场的发展做出更加科学理性的判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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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打造国际强港取得新突破

2012年 3月 5日袁宁波海湾重工有限公司迁建码头工程岸线使用获省交通运输厅的批复袁该工程
项目建设规模为 5000吨级一座渊5000吨级出桩泊位和 5000吨级通用泊位各 1个冤袁年设计通过能力 62
万吨袁使用港口岸线 179米遥该项目岸线获批袁这意味着宁波打造国际强港取得新的突破袁将极大地推动
全市港口岸线资源整合袁推进港口转型发展遥
原宁波海湾重工有限公司 5000吨级钢管码头位于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青峙作业区袁 根据宁波打

造国际强港行动纲要和宁波港口岸线资源整合要求袁野十二五冶 期间北仑港区青峙作业区将着重发展液
体化工物流和贸易为主的现代服务业遥从产业规划来看袁宁波海湾重工有限公司已不适合继续留在青峙
作业区发展袁因此决定对宁波海湾重工实施搬迁至穿山港区南作业区袁腾出宝贵的深水岸线资源用于建
设 5万吨级大码头袁以更好地整合港口岸线资源袁推进港口转型发展遥
港口岸线是港口发展的核心资源和重要依托条件遥 宁波港口岸线资源虽然丰富袁但经过多年发展袁

宁波港正面临容纳能力尧岸线资的制约与饱和袁岸线资源愈加稀缺遥
野十二五冶宁波市委尧市政府提出野加快打造国际强港冶战略方针袁宁波市港航部门开始思考如何对宁

波市港口岸线资源如何更科学合理规划利用袁最大限度地提高港口岸线资源的利用效率袁推动港口转型
发展袁发挥港口资源优势遥 2011年袁经过认真调研袁宁波港航部门形成叶宁波-舟山港宁波港域港口岸线
资源整合利用研究报告曳袁启动港口岸线资源整合工作袁其中野十二五冶期间袁计划重点对 19个已建码头
进行结构升级改造和功能布局优化遥 通过整合袁可以将现状码头的通过能力提高 3537万吨/年袁这意味
着可以节约几十公里的岸线资源袁将大大提高港口岸线资源的使用效率遥

资讯速递

厦门港跻身世界第 18大集装箱港 欲实现新跨越

3月 30日袁 从 2012年厦门港口工作会议上获悉袁 2011年袁 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646.5万标
箱袁 在全国沿海集装箱港口中继续保持第 7名袁 而在世界集装箱港口排名上升一位袁 跨入世界 18强
行列遥 2012年是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元年袁 也是厦门港实现新跨越的关键一年遥

据悉袁 2012年厦门港将依托厦门东南航运中心建设的历史机遇袁 全港货物吞吐量达到 1.7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710万标箱袁 力争达到 720万标箱曰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2亿元袁 其中袁 环东山湾
四港区投资 5亿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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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
3月份船舶航运市场行情述评

中 国 船 舶 交 易 价 格 指 数 SSPI
名 称 159期 158期 环比

船舶交易价格综合指数 898.51 906.08 引0.84%
5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740.76 745.55 引0.64%

16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892.04 905.38 引1.47%
22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1035.89 1048.14 引1.17%
3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 1142.95 1146.25 引0.29%
50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 1231.03 1237.54 引0.53%

船价窑指数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3月国内沿海航运市场呈上涨态势
煤炭运价有明显上涨遥 3月初煤价企稳回升袁而煤炭产

地逐步限产袁对煤价反弹也形成一定支撑作用袁下游贸易商
趁低买入袁煤炭交易活跃程度明显改善遥 工厂开工率恢复袁全
国重点电厂存煤数量出现持续下降态势袁电厂存煤和采购煤
炭的积极性已经有所提升袁贸易商尧电厂运煤的积极性日益
高涨遥 由于运输需求整体旺盛袁华东以及进江航线小船依旧
紧俏袁市场上甚至出现一船难求的格局袁部分大型船舶也已
摆脱低迷行情袁需求明显回升遥3月受环渤海动力煤炭价格的
反弹影响袁沿海煤炭运输市场供求趋于活跃尧价格持续回升遥
北方港口以及长江部分航线受天气影响封航袁船舶滞期现象
增加袁提高了市场煤炭运输价格回升的预期袁煤炭运价继续
惯性上涨遥 后期南方天气好转袁用煤需求减弱曰航线封航结
束袁运力逐步释放曰囤煤步入尾声袁发货有所减少袁多方因素
使得沿海煤炭运输价格上涨遭遇阻力袁运价步入平稳阶段遥 3
月 23 日袁5-6 万载重吨船型秦皇岛至广州航线平均运价为
51.3元/吨袁比 3月 9日上涨 6.5元/吨遥 4-5万载重吨船型秦
皇岛-上海航线平均运价为 42.9元/吨袁 比 3月 9日上涨 3.4
元/吨遥

金属矿石运价出现小幅上涨遥 在月初钢材市场需求低
迷袁市场信心仍不足袁然随着季节性需求的逐步启动袁特别是
建筑钢材需求开始逐步改善袁3月份市场整体上行的预期较
强袁另外袁钢材库存连续四周持续下降袁受到钢厂上调出厂价

格以及贸易商拉涨的带动袁钢厂产能逐步释放袁原材料需求
渐涨遥

粮食运价延续良好上涨势头遥贸易商普遍预期后期市场
货源紧张袁月初收购积极性高涨袁产区价格继续上涨袁产销区
价格倒挂情形愈发严重遥 玉米运费在高成本的推动下也有上
涨袁同时受近期煤炭运输市场提振影响袁粮食运输市场行情
继续回暖遥 后期玉米产销区价格走势平稳袁南北市场继续看
涨袁煤炭运输市场利好的余温仍未消退袁粮食运输市场运力
依旧略显紧张袁这些利好因素带动粮食运价小幅上涨遥
国内散货船买卖市场仍显得较为清冷

虽然国内沿海航运市场出现了大幅回升袁但国内散货船
买卖市场仍然没有起色袁国内二手干散货船市场成交仍然比
较冷清遥 市场求购热点依然集中在吨位较小的如 2000-5000
载重吨左右尧15000载重吨左右等散货船袁只因该类船舶价格
低廉袁风险可控袁一旦市场回升也容易转手处理袁虽然抄底买
家增加袁但所给出的低价袁令船东不忍割舍遥 来自经纪人消
息袁3月上旬袁一艘 08 年造 8500 载重吨散货船袁成交价格为
1500万遥 另一艘 08年造的 5000载重吨散货船袁 成交价为
980万袁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价格了遥 来自市场消息袁3
月下旬一艘 05年造 3300载重吨散货船袁以 360万左右的价
格成交曰 另外 10000 载重吨左右的低价散货船也有部分求
购遥 在小型散货船出现亏本的时候袁较大型的如 30000载重
吨以上散货船还能保持小幅盈利袁因此市场上偶尔还可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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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价·指数

到求购 40000载重吨左右买家的声音袁而这类船舶日后
可挂方便旗船投入到东南亚航线使用袁也是买家考量的
一个重要因素遥 广东地区有融资租赁公司希望购买
45000载重吨左右的散货船袁 然后以投资租赁的方式出
租给客户遥 可见市场仍有不少资金充裕的买家还是希望
能够投资已处于底部的航运业袁并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市
场迅速回升后袁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遥 国内船舶大型化
发展的趋势无可避免袁 甚至已有买家求购灵便型船舶袁
以期投入国内运营遥

本月 5年船龄 5000载重吨干散货船价格指数跌幅
缩小袁虽然市场上有较多买家求购袁但成交价格仍然比

较低袁成交量不大袁预计再次大幅下跌空间有限遥3年船龄 16500载重吨干散货船和
3年船龄 22500吨载重吨干散货船价格指数下跌幅度稍大袁 这类船舶处境尴尬袁在
上市不久就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境地袁市场上升空间有限也在所难免遥
原油和成品油市场仍然保持平稳

3月初受国际油价支撑袁国内汽柴油调价的两个必要条件渊22个工作日袁三地
原油变化率突破依4%冤都已具备袁新一轮成品油上调窗口再度打开袁汽柴油涨价潮即
将来临遥

在国际原油价格高企于 100-110美元区域背景下袁 发改委宣布自 3月 20日
起上调成品油价格 6%要7%袁下游企业按需采购袁汽柴油需求平稳袁成交清淡袁成品
油运输市场维持平稳袁运价未出现明显变化遥
油船买卖市场成交活跃

油船买卖市场相对较热遥市场一直有买家求购 1000载重吨左右的一级加温油
船袁而 600载重吨以下的加油船仍然炙手可热遥 有部分经纪人反映袁已有越来越多
的买家求购 3000载重吨以上的油船作为加油船袁3000 载重吨左右轻油船成交活
跃袁对于新造 4500左右载重吨 CCS级成品油船也有一定的求购遥 随着船舶大型化
发展的趋势袁港内配套服务用的加油船和污油水处理船也将会进一步热销遥 来自市
场消息袁一艘 06年造 3100载重吨一级油船袁成交价格在 1000万左右遥

单壳油船市场已经没有空间袁 而寻求通过转为方便旗船来延长生命力的方式
也将在 2015年画上句号遥 对于船龄还较小的单壳油船袁不妨趁现在船厂生意清淡
之时尽快改造成双壳油船袁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袁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措施将日益严
苛袁政府在这些政策上出现妥协的可能性不大遥

交通部对油船运力的审批暂时停止袁这对
已经获得运力并可转让的新造油船来说无疑是

一大利好袁尽管发改委再次提高了成品油价格袁
但终端市场对成品油需求增长依然迅猛袁 从而
推高了成品油的运输需求遥

从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来看袁3 年船龄
3000载重吨油船的价格指数跌幅缩小袁且该类
船型本月也出现了部分的成交盘袁 对该类船舶
价格有小幅支撑遥而相比而言 3年船龄 5000载
重吨油船价格指数的跌幅稍大些袁 市场大量新
造油船的下水是造成价格冲击的主要原因遥

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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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3月份

二手船成交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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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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
815
599

3704
3391
7083
6300
8458
8093

引0.22%
引0.61%
引0.66%
引0.32%
引0.88%
引0.52%
引1.02%
引1.99%
引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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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301
210

1859
1271
797

3015
2463
4560
4290

引0.48%
引1.31%
引0.47%
尹0.16%
引0.55%
引0.75%
引0.20%
引0.89%
引0.61%
引0.69%

CHUANSHI JIANBAO
船价窑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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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袁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BDI维持了小幅上
涨的走势袁 截止 2012年 4月 5日袁BDI报收于 928
点袁较上期渊3月 23日冤上涨 2.20%遥 本期经历中国
节日和西方复活节袁所以节前一周货主加大出货量袁
海峡型船运价上涨袁 推动海峡型船指数 BCI攀升袁
这也是本期 BDI走势能够稳中有升的主要原因遥 而
巴拿马型船指数 BPI以及灵便型船指数 BSI及超灵
便型船指数 BHSI表现则较为糟糕袁 东南亚镍矿石
成交量开始减少袁南美谷物运输也波澜不惊袁太平洋
区的整体货量也出现下滑遥
从具体船型指数来看袁 截止 4月 5日袁BCI尧BPI尧

BSI和 BHSI指数分别报收于 1507点尧1036点尧949
点和 547点遥 分别比上期渊3月 23日冤上涨 10.08%袁
持平袁下跌 8.31%和下跌 0.73%遥 海峡型船指数 BCI
强势反弹袁澳洲矿石运输业务量提升袁运价上扬袁但
大西洋区的货量仍然堪忧曰 巴拿马型船指数 BPI涨
跌互现袁各大洋区货量稳定袁起伏不大曰灵便型指数
BSI/超灵便型船指数 BHSI出现下跌走势袁太平洋区
成交货盘量下降袁东南亚镍矿石运输量开始减退袁大
西洋区和南美区货量变化不大袁 但运价开始小幅下
降遥

BDI 指 数 走 势 图

船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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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行情综述

BCI出现反弹 BSI/BHSI急转直下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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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众议院对野深水地平线冶海上石油钻井
平台发出警告袁但海工企业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遥
上月袁 美国众议院的海岸警卫队和海事运输委

员会召开会议袁汇报对野深水地平线冶海上石油钻井
平台泄漏事件起因调查的最新进展袁 海岸警卫队并
对此作出解答遥
根据委员会主席 Frank LoBiondo所说袁 几乎所

有的报告都指出区域突发事件应急计划并不足以应

对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泄漏事件遥 该计划必须更新添
加包含油脂分散剂的使用协议尧 其他泄漏的应对技
术和环境敏感区的最新报告遥

Frank LoBiondo说院野我同样对海岸警卫队汇报
的石油泄漏事件调查结果感到担忧遥在过去十年袁由
于国家安全职责不断加强袁 使得海洋环境保护的职
责不断减弱遥 冶
他同时提到袁 他对不熟悉包含石油泄漏应对方

式的国家应急计划的各级官员感到担忧遥野我特别警
告那些不了解或是误解该计划职责的国土安全部高

级领导人遥 冶他又说袁类似野深水地平线冶号这样的石
油钻井平台会继续在美国水域运作袁 并在短期内在
古巴水域展开部署遥野如果海岸警卫队不对这些运作
进行有效的管理控制并提供支持帮助袁 则有可能引
起其他的灾难性泄漏遥 正因如此袁 我们不能袖手旁
观袁应该竭尽所能将经验教训用于实际中冶遥

荷兰道克维斯（DOCKWISE）航运公司

重型货物运输专家道克维斯航运公司的财政报

告中称袁尽管市场行情艰难袁但与 2011年第二季度
的 3百万美元净利润尧1.09亿美元营业额相比袁第三

季度的净利润为 8百万美元袁营业额为 1.1300亿美
元遥 第三季度的业务重心包括 1.35亿美元的授标尧
与英国石油公司(BP)合作的 ClairRidge北海油气项
目以及新建造的半潜式重吊船野Dockwise Vanguard冶
号袁同时袁该船将承运一艘 60000吨的浮式生产储油
系统野FPSO Goliat冶前往挪威北部的 Goliat油田遥
首席执行官 Andre Goede佴 说院野招标活动依然

活跃袁在一段时间内已有一些成功的交易完成遥顺利
完成半潜式重吊船 耶Dockwise Vanguard爷 号上的浮
式生产储油系统耶FPSO Goliat爷的安全运输将会是一
项杰出的成就遥 Dockwise航运公司将会因打破了自
己的运送世界上最重单件货物的记录而感到自豪袁
这也是对我们推进新船的决议的最好的肯定遥 冶
由于受军队尧港口和船舶工业的静态需求影响袁

第三季度的重型货物海运的营业额比第二季度降低

12%遥Dockwise航运公司预计袁常规的海上重型货物
运输市场的营业额的减少将持续到 2012年遥
减少市场条件的冲击的措施包括改善客户之间

的合同关系尧调整野Dockwise Vanguard冶 号船舶的付
款计划尧 以及向 Coby Enterprises Corp 有限公司出
售子公司 Dockwise Yacht Transport游艇运输集团遥
根据 Goede佴所说袁Dockwise公司现正专注于石

油与天然气产业袁 以及作为其核心业务的重型货物
海洋运输尧运输安装以及物流管理遥

法国波旁（Bourbon）航运公司

尽管一些船东会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感到痛

苦袁但法国波旁渊Bourbon冤航运公司的第四季度的前
景却十分乐观遥 正如波旁首席执行官 Christian

海洋工程前景乐观

船价窑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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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vre所说的院野在有利的石油与天然气市场环境
下袁 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在本季度为 113美元/桶袁并
将继续保持高位遥 北海贸易业务在世界范围的海工
船舶的运价稳定好转之前正在不断恢复中遥 第四季
度的深水和浅水海工的使用费和日租金的前景都是

乐观的遥 冶
和去年同期相比袁 今年前三季度的营业额上涨

17%遥 公司认为这种增长是其在浅水海工业务和交
通艇业务上的良好运作的表现遥同时袁波旁公司于第
三季度接收了 15艘新船遥
就前景而言袁波旁公司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袁市场

会增加海工服务船舶的需求量遥
波旁公司说院野石油和天然气的客户的重要投资

和对市场的四年预期都已经扩大了遥 大量活跃的钻
井平台和海工设备建设公司的庞大订单都证实了是

市场强烈的反弹期望遥 整个市场都期待着海工船舶
的运价和日租金在 2011年第四季度和 2012年得到
改善遥 冶

挪威法斯泰德（Farstad）航运公司

海工服务经营商挪威法斯泰德渊Farstad冤航运公
司公布袁 与去年同期的 8.679亿挪威克朗的运营收
入相比袁 今年第三季度的运营收入为 9.702亿挪威
克朗遥
该季度报告中提到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并没

有导致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遥 其不确定性主要与闲
置运力以及新造船业务有关袁尤其是亚洲市场遥船舶
运力的产能过剩袁 亚洲市场补给船的运价水平和利
用率整年都处于低位遥

2011年巴西的运价水平提高袁北海现货市场本
季度表现良好遥 2012年之前袁由于季节性变化和大
量新造船将被交付使用袁 市场的总体性恢复不太可
能发生遥
海底电缆合约

法国耐克森渊Nexans冤公司是一家世界著名的专
业电缆生产企业遥 该公司与雪佛龙石油公司的签订
了一份合同袁设计尧制造并供应总长为 138000英尺
渊42公里冤 的水下生产系统脐带缆和墨西哥湾深海
的 Jack and St Malo油田项目的终端设备遥该水下生
产系统脐带缆将用于向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港提供

新的长期性的电力尧信号尧数据的存储传输带袁以致
力于为墨西哥海湾的客户提供强大的后勤支持遥

Jack 尧St Malo这 2块油田彼此相距 25英里渊40
公里冤袁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南部约 280英
里渊450千米冤处袁水深大约 7000英尺渊2100米冤遥 该
项目将使用中央生产设备将 3个水下作业中心连
接袁 每天可提供 170000桶的原油和 4250万立方英
尺天然气遥
耐克森公司市场营销总监 Ragnvald Graff 说院

野当雪佛龙石油公司成为墨西哥海湾深水区主要承
租人时袁赢得这次重要的 Jack 尧 St Malo油田的脐带
电缆合同是对耐克森公司重要的发展机会遥 当我们
成为其关键性水下技术供应商时袁 这也将为我们带
来显著的声誉遥 此次合同的签订也是我们在该地区
战略部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袁 通过引进新的长
期存储传输带也能提高我们提供的后勤支持的水

平遥
海工发展之路

根据韩国船级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 Oh Kong-
gyun所说袁全球造船业应当从海工产业寻求增长性
的机遇遥
在韩国举行的第四届首尔国际造船和海事大会

渊SIMS冤上袁Oh Kong-gyun表示袁虽然世界范围的船
队不断增长袁 但 2006年至 2009年期间新船订单数
量却不断下降遥
他说院野可以假设袁在今后十年袁接获的新船订单

的年平均数量将少于过去十年遥虽然对集装箱船尧油
船和液化天然气渊LNG冤船的需求将下降袁但由于对
能源的需求高涨尧 石油天然气开采投入的增加以及
高涨的油价袁 海工平台建造在市场上的地位日益增
强遥 对深海原油和天然气需求增的长将导致深海石
油平台建造业务的增加遥 这些平台的运作区域将主
要分部在非洲和墨西哥湾遥 冶
韩国造船协会总经理 Oh-Yoon Kwon表示袁造

船市场仍然具有不确定性袁 韩国造船企业已经经历
了 2011年上半年的新船订单恢复遥为了接获更多的
新订单袁 韩国船厂正在致力于创新和推行全面质量
管理遥

叶THE BALTIC曳WINTER 2011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译

船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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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五洲一船下水一船上船台

3月 22日袁舟山五洲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为浙江省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建造的 57500吨散货船顺利下水袁
这是舟山五洲建造的该系列船型中的第 8艘船遥 该船
按照 CSR共同规范标准设计建造袁 总长 189.99m袁设
计吃水 11.50m袁服务航速 14.1节袁续航力 18000海里遥

3月 23日袁舟山五洲为浙江海运有限公司建造的
35000吨运木散货船在船台上顺利定位建造遥 这是五
洲公司今年开工建造的第三艘 35000吨运木散货船遥
此船总长 179.90米袁型宽 28.40米袁型深 15.00米袁设
计吃水 10.00米遥该系列运木散货船建造结束后袁公司
将批量建造载重量约为 49000吨的野翡翠冶系列节能
绿色环保型的标志性新船型遥

舟山市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基地入列

从舟山市经信委获悉袁 在 3月 23日国家工业和信
息化部召开的野十二五冶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宣传贯彻工
作会议上袁舟山市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基地被列入第三
批野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冶遥 这是舟山船舶与海
洋工程装备列入国家叶船舶工业野十二五冶规划曳后获得的
又一殊荣袁也是继上海长兴岛尧江苏南通尧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后的又一个国家船舶与海洋工程基地遥
据了解袁自 2009年起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

国组织开展了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工

作遥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要求产业集聚区以
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袁以产业集聚为主要特征袁主导产
业特色鲜明袁水平和规模居全国领先地位袁在产业升
级尧野两化融合冶尧技术改造尧自主创新尧军民结合尧节能
减排尧效率效益尧安全生产尧区域品牌发展和人力资源
充分利用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遥
舟山市经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袁此次舟山船舶与海

洋工程装备基地获批成为第三批野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冶袁将在产业规划布局尧技术改造尧重大专项及有
关资金安排方面得到国家工信部的重点支持袁对加快推
进舟山群岛新区现代海洋产业基地建设意义重大遥

资讯速递

舟山港 4.5万吨级散货船
野舟港海 7冶号首航

3月 25日上午 10时 30分袁伴着一声长笛袁
舟山港集团首艘 4.5万吨级散货船 野舟港海 7冶
号徐徐离开定海增洲船厂码头袁 驶往江苏连云
港装货遥 这标志着总投资 7亿多元的舟山港集
团野海进江冶航运船队项目进入实质运营阶段遥
打造野海进江冶自有船队袁是舟山港集团适

应群岛新区新形势袁实施港航联动战略尧拓展由
港入航产业链尧 提高港口配套服务能力和综合
经济效益的重要举措遥 该项目由该集团所属兴
港海运公司投资实施袁 计划于近两年建造 4.5
万吨级散货船 4艘尧 总运力规模为 18万吨袁分
两期投入遥 昨天首航的散货船野舟港海 7冶号是
首期的两艘船之一袁 首期的另一艘 4.5万吨级
散货船将于下月交付使用遥
舟山港兴港海运有限公司于 2010年进行

重组袁并通过增资扩股引入世界 500强企业尧国
家特大型工业企业江苏沙钢集团参股袁 进一步
壮大了实力遥 重组后的兴港海运公司目前有
6800吨级散货船 4艘袁投入野海进江冶二程运输袁
服务于老塘山港区大宗散货物资的减载和转

运遥 4艘 4.5万吨级船舶新运力投产后袁将使公
司运力规模增加到近 21万吨袁并使运力结构得
到优化尧运营能力实现大的提升遥
舟山港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打造 野海进

江冶自有船队袁将集团产业链从码头营运延伸向
航运袁将进一步完善舟山港口服务体系袁加强港
口配套服务能力袁加快港口货物周转袁加大运输
本地化市场份额袁 从而促进舟山航运业的进一
步发展袁 提升舟山港域大宗货物物流中转基地
的形象遥 据悉袁昨天首航的野舟港海 7冶号是目前
舟山港集团野海进江冶业务的典型船型遥 宽船体
浅吃水袁适于在内陆水域尧湿地航行袁在开展大
宗散货物的野海进江冶二程运输上具有较明显的
优势遥 该系列船舶主要投入国内沿海及长江流
域的矿砂尧煤炭尧大豆尧水泥熟料等大宗散货运
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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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5日袁财政部尧工业和信息化部尧海关总署尧国家税
务总局联合发布叶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
知曳袁对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进行调整袁并以附件形式
详细列出了 叶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
渊2012年修订冤曳渊简称叶支持目录曳冤尧叶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
口关键零部件尧原材料商品清单渊2012年修订冤曳渊简称叶商品
清单曳冤和叶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渊2012
年修订冤曳遥 其中袁船舶类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
品目录中新增自升式钻井平台尧 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尧
深海铺管船渊平台冤尧海上及潮间带风机安装船等产品袁而叶商
品清单曳在保留原版本中涉及船舶行业的所有产品外袁新增
自升式钻井平台的钻井包尧主发电机组等 12类产品遥

根据叶通知曳精神袁调整后的税收政策自 2012 年 4月 1
日起执行遥 届时袁符合规定条件的国内企业为生产叶支持目
录曳中所列装备或产品而确有必要进口叶商品清单曳中所列关
键零部件尧原材料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遥 叶通知曳要
求袁企业在享受相关免税政策时须持有订单遥

调整后的国家支持发展的船舶及海工产品有袁作业水深
为 300英尺及以上的自升式钻井平台袁5000车位及以上大型
汽车运输船袁科学考察船袁客滚船袁火车轮渡袁生产率在 3500
立方米/小时及以上的大型绞吸式挖泥船袁泥舱容量在 10000
立方米以上的大型耙吸式挖泥船袁储油量为 100万桶及以上
的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袁水深在 2000米及以上尧张紧器
单台张紧能力为 75吨及以上尧收放绞车单台能力为 75吨及
以上的深海铺管船渊平台冤遥 被列入叶商品清单曳的船舶类产品
和设备则有与主推进系统尧船舶控制系统尧操纵系统尧通道系
统尧船舶安全系统尧热力系统尧通信系统尧航行设备尧挖泥设
备尧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装置等相关的 70余种遥

此外袁叶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渊2012
年修订冤曳规定袁企业进口该目录中设备尧技术及配套件尧备件

等袁一律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袁其中包括所有船舶整船袁但生产
率在 4000立方米/小时及以上的绞吸式挖泥船尧 泥舱容量在
20000立方米以上的耙吸式挖泥船尧海洋工程船舶除外遥

据了解袁2009年 8月袁财政部会同有关部委发布了叶关
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曳袁 此后每年调整
一次遥

另悉袁中国人民银行尧财政部尧商务部尧海关总署尧国家税
务总局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最近联合发布了叶关于
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企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曳袁 明确
不再限于试点名单的企业袁所有具有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
可依照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曳选择出口货物
贸易人民币结算遥

据了解袁 由于以往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仅限于试点企
业袁而国内船企多数不在试点名单内袁这给船企探索人民币
结算业务造成了阻碍遥 随着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全面放开袁
船企可自愿选择出口船舶是否进行人民币计价尧结算遥 但为
防范风险袁叶通知曳要求袁六部委对近两年在税务尧海关尧金融
等方面有比较严重违法行为的企业要实行重点监管名单管

理遥 各地政府要协调当地有关部门选择需要重点监管的出口
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企业袁报六部委审核袁六部委在报送的
企业名单基础上袁确定重点监管企业名单遥

此外袁 根据 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曳 规
定袁 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贸易袁 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
货物退 渊免冤 税政策遥 具体出口货物退 渊免冤 税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曰 试点企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
结算不纳入外汇核销管理袁 办理报关和出口货物退 渊免冤
税时不需要提供外汇核销单遥 境内结算银行和境内代理银
行应当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袁 依法向税务部门提供试点企
业有关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数据尧 资料遥

来源院中国钢铁现货网

多部委出台政策给力船舶工业

规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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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出售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S2461 载货量 600 吨袁 总吨 361袁 净
吨 202袁 主尺度 48.70 伊8.00 伊
3.60米袁满载吃水 3.00米袁主机
型号 X6160ZCA-6袁 主机功率
220 千瓦袁2002 年 4 月浙江温
岭建造袁船级 ZC袁报价 72万

ZS2462 载货量 1050吨袁 总吨 495袁 净
吨 277袁 主尺度 54.50 伊8.60 伊
4.30米袁 满载吃水 3.60米袁 主
机型号淄博 6170袁 主机功率
397 千瓦袁 2002 年温岭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S2434 载货量 3130 吨袁 总吨 1967袁
净吨 1183袁 主尺度 81.00 伊
12.60伊6.50米袁 满载吃水 5.30
米袁 主机型号 G6300ZCA袁 主
机功率 735 千瓦袁2009年宁波
建造袁船级 MTSS袁报价 800万

ZS2411 载 货 量 3281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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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6300ZCA袁 主机功率 736 千
瓦袁 2005 年台州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480万

ZS2346 载货量 3402 吨袁 总吨 2238袁
净吨 1344袁 主尺度 81.15 伊
15.00伊6.80 米袁 主机功率 970
千瓦袁 1992年青岛建造袁 船级

货 船
国内 CCS袁 价格面议

ZS2444 载货量 5000 吨袁 总吨 2800袁
净吨 1800袁 主尺 度 96.80 伊
15.80伊7.40 米袁 满载吃水 5.60
米袁 主机产地无锡袁 主机功率
1500千瓦袁 2003年台州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680万

ZS2384 载货量 5000 吨袁 总吨 2982袁
净吨 1669袁 主尺 度 97.00 伊
15.80 伊7.5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G8300ZC16b袁 主机功率 1765
千瓦袁 2008年 12月台州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报价 1100万

ZS2347 载货量 7000 吨袁 总吨 4057袁
净吨 2272袁 主尺度 105.31 伊
16.33伊8.40 米袁 满载吃水 7.1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日 本 三 菱
6UET45/75C袁 主机功率 2868
千瓦袁 1995年 7月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S2356 载货量 13339 吨袁 总吨 8338袁
净吨 4669袁 主尺度 140.19 伊
20.00伊10.50米袁 满载吃水 7.80
米袁 主机型号 8DKM-28 (L)袁
主机功率 2500 千瓦袁 2009 年
7月浙江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
面议

ZS2399 载货量 19800吨袁 总吨 12874袁
净吨 6585袁 主尺度 155.84 伊
22.60伊12.60米袁 满载吃水 8.95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日 本 大 发
GWC70.85袁 主机功率 4413 千
瓦袁 2012 年台州建造袁 船级
BV袁 该船为双底双壳袁 报价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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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信息

油 船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S2428 载货量 917吨袁 总吨 496袁 净
吨 277袁 主尺度 53.10伊9.20伊
4.10 米袁 满载吃水 3.45 米袁
主机型号 CW6200ZC-36袁 主
机功率 216 千瓦袁 2011 年台
州建造袁 船级 ZC袁 该船双底
双壳三级油船袁 价格面议

ZS2454 载货量 932吨袁 总吨 499袁 净
吨 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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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0ZLGI-2袁 主机
功率 218 千瓦袁 2009 年台州
建造袁 船级 ZC袁 该船双底单
壳油船袁 报价 490万

ZS2398 载货量 1000 吨 袁 总吨 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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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0ZLC1 -2袁
主机功率 218 千瓦袁 2012 年
台州建造袁 船级 ZC袁 该船为
双底双壳三级加温油船袁 报价
460万

ZS2429 载货量 1000 吨 袁 总吨 496袁
净 吨 277袁 主尺 度 53.10 伊
9.20 伊4.1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CW6200ZC-36袁 主机功率 216
千瓦袁 2012 年台州建造袁 船
级 ZC袁 该船为三级加温油船袁
报价 490万

ZS2463 载货量 1998 吨袁 总吨 1337袁
主尺度 80.48伊12.00伊5.50 米袁
满载吃水 4.80 米袁 主机型号
DM40袁 主机功率 1991 千瓦袁

9000万
ZS2453 载货量 23000吨袁 总吨 15347袁

净吨 7549袁 主尺度 159.60 伊
24.40伊14.00米袁 满载吃水 9.80
米袁 船级国际 CCS袁 该船还未
建成袁 半成品船袁 主机尚未安
装袁 报价 3500万

ZS2442 载货量 32000吨袁 总吨 18561袁
净吨 10394袁 主尺度 179.99伊
26.40 伊14.20 米 袁 主机 型号
MAN BNW 7S35MC7袁 主机功
率 5180 千瓦袁 2012 年浙江建
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该船为双
底单壳袁 价格面议

ZS2452 载货量 38000 吨 袁 主 尺 度
183.50伊28.80伊15.80 米袁 满载
吃 水 11.8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BNW6S42MC袁 主机功率 6480
千瓦袁 2011年台州建造袁 船级
国际 CCS袁 该船是双底双壳袁
无人机舱袁 4 台克林吊袁 配抓
斗袁 报价 1.5亿

ZS2451 载货量 55000 吨 袁 主 尺 度
189.98伊32.26伊18.00 米袁 满载
吃 水 11.8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BNW袁 主机功率 8500 千瓦 袁
2011 年台州建造袁 船级 BV袁
该船是双底双壳袁 无人机舱袁
4台克林吊配抓斗袁 报价 2750
万美元

ZS2408 载货量 4140 吨袁 总吨 2850袁
净吨 1596袁 主尺 度 79.60 伊
19.36伊6.30 米袁 满载吃水 4.29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6300ZC8B/
6300ZC9B袁 主机功率 1470 千
瓦 (两台)袁 2007年安徽建造袁
船级 ZC袁 可装 280个标准箱或
328个空箱袁 该船是多用途船袁
价格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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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S2424 总吨 971袁 净吨 291袁 主尺度
57.00伊12.00伊5.00 米袁 满载吃
水 4.20 米 袁 主机型号宁动

其 他 船 舶

1988 年建造袁 船级 ZC袁 该船
是双底单壳一级油船袁 带锅
炉袁 报价 400万

ZS2414 载货量 3182 吨 袁 总吨 1902袁
净吨 1065袁 主尺 度 87.15 伊
13.40伊6.30 米袁 满载吃水 5.25
米袁 主机型号 G6300ZCA袁 主
机功率 735千瓦袁 2003年宁波
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S2441 载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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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时间
2012 年 5 月袁 船级国内 CCS袁
价格面议

ZS2387 载 货 量 9500 吨 袁 主 尺 度
126.05伊18.80伊9.60 米袁 满载吃
水 7.20 米 袁 主机型号 6G32袁
主机功率 2647 千瓦袁 2012 年
1月浙江建造袁 该船成品油船袁
船级国内 CCS袁 报价 6500万

ZS2386 载货量 11000 吨袁 总吨 7136袁
净吨 3996袁 主尺度 132.65 伊
18.80伊10.20米袁 满载吃水 7.50
米袁 主机型号淄博 6N330-EN袁
主机功率 2574 千瓦袁 2012 年
2月浙江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该船成品油船袁 报价 6800万

6300袁 主机功率 2942千瓦 (两
台)袁 2010 年舟山建造袁 船级
国内 CCS袁 该船 4000 马力拖
轮袁 报价 2800万

ZS2410 总吨 320袁 净吨 96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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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D620V8袁 主机功率 1658 千
瓦 (两台)袁 2010年大连建造袁
船级 ZC袁 该船 2200马力拖轮袁
报价 2200万

ZS2439 总吨 673袁 净吨 202袁 主尺度
63.80伊13.00伊3.70 米袁 满载吃
水 2.20米袁 2008年舟山建造袁
该船为 2500 立方绞吸式挖泥
船袁 价格面议

ZS2423 总吨 254袁 净吨 76袁 主尺度
32.00伊9.60伊2.50米袁 满载吃水
1.70米袁 主机型号 R6160A-4袁
主机功率 368 千瓦 (两台 ) 袁
2011年宁波建造袁 该船为铲斗
式挖泥船袁 报价 480万

ZS2415 载货量 550吨袁 主尺度 48.00伊
9.50伊5.00米袁 主机功率 199千
瓦 (两台)袁1990年武汉建造袁该
船为自航甲板驳船袁报价 65万

ZS2413 载货量 1658 吨袁 总吨 2239袁
净吨 1880袁 主尺度 79.00 伊
16.16伊6.50 米袁 满载吃水 4.60
米袁主机型号重庆 CW6200ZC-
16袁主机功率 700 千瓦(两台)袁
1996年珠海建造袁 船级 ZC袁该
船为甲板驳船袁报价 1200万

ZS2412 载货量 2000吨袁 总吨 2536袁净
吨 1419袁 主尺度 88.19伊23.00伊
4.60米袁主机型号宁动 6300袁主
机功率 1104千瓦 (两台)袁2010
年江苏建造袁船级 ZC袁该船为甲
板驳船袁报价 1700万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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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信息

船舶求购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S862 求购 5000-5500 吨散货船袁最
好实装在 5000 吨以上袁 价格
850万至 900万之间可考虑袁船
龄要求 2009-2011年

ZS860 求购 5000 -8000 载重吨散货
船袁要求 ZC船级袁船龄较新

ZS855 求购 2000吨左右散货船袁船龄
要求 1995-2005年袁 要求价格
便宜

ZS863 求购 4000吨左右集装箱船袁船
龄要求 1995-2010年袁 要求带
吊机袁 十大船级社或者方便旗
都可以

ZS868 求购 6800-7500 吨多用途船袁
要求国内 CCS船级

ZS867 求购 10000 吨以上多用途船袁
装箱数无要求袁船龄较新

货 舶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S861 求购 1000 载重吨一级油船袁
船龄要求 2005-2010年袁 要求
双底双壳带加温一级油船 (闪
点小于 60度)袁 要现船

ZS859 求购 300总吨加温油船袁 船龄
要求 2007-2011年袁 船价要求
200万以内袁 要求双底结构

ZS857 求购 3500吨左右港内供油船袁

油 船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S865 求购 1500-5000 吨自航驳船袁
船龄要求 2009-2012年袁 要求
有自航能力袁用于东南亚地区遥

ZS853 求购 2000-3000 吨内河油驳袁
船龄要求 1992-2002年袁 要求
双底袁 非自航袁 质量好遥

ZS829 求购开底驳船袁 要求 300立方
左右袁 自航沿海航区遥

ZS820 求购 4-6立方抓斗式挖泥船袁
船龄要求 1991-2011年袁 要求
价格合理袁 要有主机

ZS854 求购 4000 马力全回转拖轮袁
船龄要求 2007-2012年袁 租或
者买都可以

ZS832 求购 1500 马力拖轮袁 船龄要
求 2005-2007年袁 最好是国外
主机

其他船船

渊以上信息由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和航
运信息网 2011年 4月 11日提供袁仅供参考遥详情请
拨打电话 院0580 -2038358 2600010 或登陆网站
www.csi.com.cn 查询遥冤

船龄要求 2005-2008年袁 一级
油船也可袁 必须要带锅炉

ZS856 求购 500吨左右加油船袁 船龄
要求 1995-2005 年袁 要求 600
吨以下袁 带加温设备

ZS851 求购 6000 吨左右加温成品油
船袁 舱容 6200 立方以上袁 带
加温设备袁 现船新船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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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以来袁 为适应我国
造船能力大幅提高的形势袁 国内
多种关键船用设备如船用低速

机尧 船用曲轴尧 甲板机械等项目
大量上马或扩大产能遥 近两年袁
这些项目陆续释放产能袁 但面临
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袁 市场需求
大幅萎缩尧 产品价格大幅下降袁
国外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低价抢

单尧 国内新老企业之间竞争激
烈遥 因此袁 这些项目的可持续发
展十分困难遥 同时袁 部分中小船
配企业经营也出现困难袁 面临无
订单可接尧 开工不足甚至企业亏
损等难题遥
近几年袁 我国新成立的关键

船用设备制造企业多是整机厂袁
但二尧 三级配套业未能实现同步
发展袁 核心部件或系统基本依赖
进口遥 这种情况在我国船用柴油
机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袁 新型尧
智能型柴油机的二轮配套产品更

加匾乏袁 进口件价格昂贵袁 严重

影响了总装厂的生产和利润遥
如同我国前几年的造船业袁

由于缺乏关键的船配设备是典型

的 野船壳工业冶袁 现在的船配业由
于缺乏核心的二尧 三级配套产品袁
也处在 野壳配套冶 阶段袁 这也是
制约我国船配行业做大做强的关

键因素之一遥
随着我国船配业的发展袁 不

断有船用设备企业研制出优质自

主品牌船用设备袁 其中不乏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袁 如动力系
统尧 甲板机械产品等袁 并且其价
格大大低于同类进口设备袁 但受
船东偏好尧 全球维修服务网点尧
装船业绩尧 营销等多种因素影
响袁 我国自主品牌船配设备仍难
野登冶 上出口船遥 在当前船市低
迷的形势下袁 开拓自主品牌设备
的市场难度更大袁 企业难以批量
生产袁 对其加强自主研发十分不
利遥

来源院 中船工业经研中心

船舶工业

金海重工
首制 8.15万吨
散货轮点火开工

3 月 20 日上午 10 点袁
金海重工首制 8.15 万吨散
货轮点火开工遥 该船型是
金海重工在 7.96 万吨散货
船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新产

品袁 计划明年交船遥
该船总长为 229米袁 型

宽 32.26米袁 型深 20.25米袁
设计吃水 12.20米袁 载重量
约为 81500吨袁 与此前该公
司主打产品 7.96 万吨散货
轮相比袁 在用工尧 下料尧
施工及图纸设计水平等方

面均有大幅提升遥 该船还
将根据 8.15万吨 B C规格
书以及 PSPC要求编制新的
涂装工艺袁 确保 PSPC新标
准在产品上的全面实施遥
长期以来袁 金海重工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袁 高度
重视生产流程改进创新尧
船舶产品优化升级袁 竭力
打造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尧
绿色节能的金海品牌系列

产品遥 近年来袁 该公司已
在传统船型基础上袁 优化
升级并开工建造了 7.45 万
吨尧 7.6万吨尧 8.2万吨尧 18
万吨等多个新船型袁 进一
步优化健全了产品结构遥
渊由金海重工 莫雅君供稿冤

中国船配业发展遇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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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近日袁国家工信部正式发布的叶船舶工业野十二
五冶发展规划曳渊以下简称叶规划曳冤提出袁2015年船舶
工业销售收入达到 12000亿元袁 出口总额超过 800
亿美元遥叶规划曳明确袁野十二五冶时期将是我国船舶工
业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阶段遥

万亿规模

根据叶规划曳提出目标袁2015年我国船舶工业销
售收入达到 12000亿元袁出口总额超过 800亿美元遥
这意味着我国船舶工业的销售收入将在野十一五冶的
基础上翻一番遥
据悉袁野十一五冶 期间我国船舶工业规划主要指

标全面完成袁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主要的造船大国遥
2010年我国造船完工量 6560万载重吨袁 跃居世界
第一袁 国际市场占有率达 43.6%袁 完成工业增加值

1662亿元袁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24%袁实现
销售收入超过 6000亿元袁船舶出口额突破 400亿美
元遥但是我国船舶工业仍将处于成长期袁与世界造船
强国相比袁 我国船舶工业整体水平和实力仍有较大
差距遥

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我国将进一步推动船舶业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袁打造环渤海湾尧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
角洲造船基地成为世界级造船基地袁 产业集中度明
显提升袁前 10家造船企业造船完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70%以上袁进入世界造船前十强企业达到 5家以上遥
培育 5耀6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工装备总承包商和
一批专业化分包商遥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
达到 2000亿元以上袁国际市场份额超过 20%遥 形成
若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修船企业遥
在船舶配套业方面袁我国还将在野十二五冶力争

使我国船舶配套业销售收入达到 3000亿元袁船舶动
力和甲板机械领域形成 5~10家销售收入超百亿元
的综合集成供应商遥 主要船用设备制造技术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袁平均装船率达到 80%以上袁形成一批
具有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产品袁 品牌船用设备
装船率达到 30%以上遥 在船舶自动化和系统集成等
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遥 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关键系统和
设备的配套率达到 30%以上遥
为此袁我国将鼓励船舶企业加大科研经费投入遥

支持企业加大对高技术船舶尧 海洋工程装备及重点
配套设备的研发遥 加强船舶产业政策与国家有关财
税尧金融政策的衔接力度袁充分利用出口退税尧重大
技术装备支持政策尧技术改造支持政策等袁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遥

转型升级的挑战

叶规划曳指出袁野十一五冶期间袁我国船舶工业产业

中国船舶业“大而不强”
转型升级成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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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袁国际地位显著提船舶安全尧绿
色尧 环保要求全面提高袁 先进造船国家加强技术封
锁袁不断构筑技术壁垒曰世界造船竞争格局面临深度
调整袁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遥 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袁
船舶配套业发展滞后袁海洋工程装备发展步伐缓慢遥
与世界造船强国相比袁 我国船舶工业整体水平和实
力仍有较大差距遥
当前袁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袁全球船舶运力和

建造能力过剩袁造船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袁同时袁国际
市场对船舶安全尧绿色尧环保要求全面提高袁先进造
船国家加强技术封锁袁不断构筑技术壁垒曰世界造船
竞争格局面临深度调整袁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遥

中投顾问交通行业研究员申正远指出袁 为达到
叶规划曳所确定的发展目标袁未来我国船舶工业内的
重组兼并将成为趋势袁 国有骨干企业有资金优势和
政策支持袁将成为未来并购的主体袁而民营中小型船
厂则会在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中被逐渐整合和兼

并遥
当前袁 全球经济低迷导致航运市场陷入市场低

谷袁船舶需求不断下滑袁这给中国的船舶制造企业带
来了不小的压力遥 同时袁韩国尧日本等造船强国在整
体水平和技术实力上仍然领先于中国袁 将会对中国
船舶出口形成很大的竞争压力遥 而国内船舶制造工
业创新能力不强的弱点依然存在袁 结构性矛盾依然
突出袁配套工业发展落后袁这些都将成为阻碍我国船
舶制造工业发展的障碍遥

业内专家表示袁 去年我国承接新船订单量为
3622万载重吨袁同比下降 51.9%遥 由于我国船舶大
部分用于出口袁 海外市场需求疲软对国内船市造成
极大冲击遥 而新船需求不足将继续困扰中国船舶企
业袁造船企业接单难的形势将更为严峻遥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袁未来三年袁整个国际船市将

呈下降趋势袁预计到 2015年以后才会逐渐好转遥 在
残酷的市场竞争下袁优胜劣汰袁船舶工业开始步入整
合时代遥
为此叶规划曳提出袁国家将积极推进以大型骨干

造船企业为龙头的跨地区尧跨行业尧跨所有制的兼并
重组袁优化资源配置袁发展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
流企业集团袁提高产业集中度遥促进优势企业通过兼
并重组等方式扩大高端产品制造能力遥

国家也鼓励中小型造船企业面向细分市场实施

差异化竞争袁向野专尧精尧特尧新冶的方向发展袁在优势
领域形成特色和品牌遥

叶规划曳指出袁未来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重点方
向是适应国际造船新标准袁加快推进散货船尧油船尧
集装箱船等主流船型的升级换代袁不断提高高技术尧
高附加值船舶的设计建造能力遥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信息部副主任谭乃芬表

示袁我国船舶企业应在保持原有市场优势的同时袁向
高端进发遥同时大力发展符合国际造船新标准尧新规
范的节能环保型船舶遥国家提出野十二五冶末期袁我国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达到 2000亿元以上袁
国际市场份额超过 20%遥 未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
将是船舶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遥

姻延伸阅读

我国深海空间站研发已立项

目前袁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茵二
研究所已经立项开展对深海空间站的研发工

作袁 这意味着我国在发展深海空间站技术方
面已经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袁 为进一步开
展深海资源的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遥 这是全
国人大代表尧 七茵二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颜
开在全国野两会冶期间接受采访时透露的遥 野十
二五冶期间袁七茵二所将瞄准国际海洋装备技
术发展前沿袁研究以开发深海资源尧进行长周
期/全天候/全海域海洋科学研究为目标的深
海空间站工程遥
全国政协委员尧七茵二所名誉所长尧中国

工程院院士吴有生也表示袁野十二五冶与野十一
五冶期间袁我国船舶科技界已经开展了部分深
海空间站主站的总体技术尧 配套的水下无人
潜器尧 水声控制与对接及水面保障船等技术
的研究遥 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我国将继续开展小型
深海空间站的研究遥科技人员下到 1000~1500
米的深海袁 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更长时间的
观察和作业袁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可能遥

来源院中国联合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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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市行情

地区 规格 产地 价格渊元/吨冤 涨跌幅

上海
8mm 日照

10mm 日照

宁波
10mm 唐钢

12mm 唐钢

广州
8mm 韶钢

10mm 新钢

天津
8mm 济钢

10mm 济钢

福建
10mm 三钢

14-20mm 三钢

4780
4690
4580
4520
5110
4940
4850
4710
5170
5020

尹280
尹140
尹50
尹50
尹40
尹40
―

―

尹70
尹70

由于需求的逐步回暖袁 商家心态趋于稳定袁同
时全国钢材库存仍在下降袁本期钢材市场钢价仍保
持小幅上涨势头遥

4月 1日袁官方数据公布显示袁3月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渊PMI冤为 53.1%袁比上月提升 2.1个百
分点袁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遥这已是该指数连续四
个月上升袁 并创下自去年 4月份以来的新高水平遥
PMI指数回升袁 预示下游制造业需求企暖回升袁这
对钢市来讲是一个利好信号袁商家心态面向乐观遥
随着下游需求的缓慢启动袁全国钢材库存已经

连续四周下降袁但随着拉涨进入调整期袁全国钢材
社会库存下降速度有放缓迹象袁其中建材尧板材等
品种库存下降速度明显放缓遥截至 3月 30日袁全国
钢材库存总量为 1788.77万吨袁环比减少 1.56%遥
同时随着需求回暖袁钢企生产热情高涨袁产能

的释放也将同步影响库存的下降袁这对后期钢价上
行走势形成抑制遥 据统计袁3月中旬重点企业粗钢
日均产量 162.3万吨袁旬环比增长 3.2%曰全国粗钢
日均产量 191.9万吨袁旬环比增长 1.1%遥预计后期
国内粗钢产能释放仍会进一步加快袁市场资源供应
压力仍然较大遥
住建部要求各地区每月公布保障房开工和完

成数据袁 很好的监督各地区保障房建设的进度袁同
时发文鼓励地方拓宽保障房资金渠道袁可见今年的
保障房势必火热进行遥据悉袁2011年在建的保障房
达到了 1500万套袁除去基本完工的 430万套袁尚有
1000万套保障房在建遥而 2012将新建 700万套保
障房遥今年保障房或支撑建筑钢材上行走势遥

制造业需求回暖袁 本期造船钢市场继续回升袁
各地钢价均有上涨遥部分地区造船钢价格如下院

本期废钢价格高位回落袁 气温回升后袁 商家逐
步出货袁 废钢面临供应压力遥 部分地区废钢价格如
下院
地区 品名 规格 备注

辽宁 重废 >6mm
上海 重废 >6mm
浙江 重废 >6mm
福建

重废 >6mm
中废 >4mm

江苏
重废 >4mm
重废 >6mm

广东 重废 >6mm

价格渊元/吨冤 涨跌幅

2950
2900
2930
3300
3270
2880
2930
2950

引50
引20
引40
引70
引50
―

引40
―

不含税

市场价

不含税

含税

含税

现金价

不含税

不含税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需求继续看涨
钢价维持回升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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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求职

招聘信息
航运信息网-航运人才
http://hr.csi.com.cn Tel院0580-2185653

船员动态

船 长

求职编号院014629
姓 名院敖先生 籍 贯院重庆 航海经验院勤丰 船长 2011.09-2012.03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鑫武润通 大副 2008.09-2011.03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 服务簿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长江船舶 船长 2005.07-2008.09 化学品船
求职编号院015308
姓 名院吴先生 籍 贯院广东-湛江 航海经验院 新南泰 99 船长 2011.12-2012.02多用途船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苏铁 12 船长 2011.06-2011.10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帝健 船长 2010.10-2011.04多用途船
求职编号院017581
姓 名院陈先生 籍 贯院山东-章丘 航海经验院同德 56 大副 2011.10-2012.02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不限 同庆 6 大副 2010.12-2011.02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盛山 大副 2009.10-2010.11 散货船

二 副

求职编号院017529
姓 名院陈先生 籍 贯院福建 航海经验院欣万宇 16 二副 2011.08-2011.10 油船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油船尧化学品船 乾利山 9号 二副 2011.05-2011.08 油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创圣 1号 二副 2009.10-2011.01 油船

求职编号院009569
姓 名院邹先生 籍 贯院江西 航海经验院顺安 168 二副 2011.03-2011.09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曙星 1 二副 2010.08-2011.01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东展彩艺 5号 二副 2010.03-2010.07 散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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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动态

求职编号院003383
姓 名院杨先生 籍 贯院四川 航海经验院华锦海 二副 2010.06-2011.01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水路涨 3 二副 2009.03-2009.12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恒昌轮 二副 2008.09-2009.01 散货船

轮机长

求职编号院017657
姓 名院邱先生 籍 贯院浙江 航海经验院苏航工 2603 轮机长 2011.11-2012.03 拖轮
证书等级院丙二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新州 6 轮机长 2010.11-2011.10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东胜 66 轮机长 2010.07-2010.09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6971
姓 名院陆先生 籍 贯院上海 航海经验院宁安 7 轮机长 2011.07-2011.08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梅花岭 轮机长 2010.03-2010.11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威虎岭 轮机长 2009.05-2010.01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7494
姓 名院丁先生 籍 贯院浙江 航海经验院中洋 1 大管轮 2011.01-2011.12 油船
证书等级院 丙二 船舶类型院不限 锦乐 16 大管轮 2010.08-2010.12 油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永星 67 大管轮 2008.08-2009.06 散货船

机工长

求职编号院017612
姓 名院李先生 籍 贯院江苏 航海经验院和风 机工长 2011.05-2011.12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宝健 6号 机 工 2010.12-2011.03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海员证

求职编号院017149
姓 名院刁先生 籍 贯院山东 航海经验院新明发 117 机工长 2011.05-2011.11 集装箱船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不限 大连鹤禧 机工长 2010.08-2011.02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海员证 大连铸远 机 工 2009.10-2010.05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7654
姓 名院周先生 籍 贯院江苏 航海经验院CSCL NAGOYA 机 工 2010.11-2011.05 集装箱船
证书等级院乙一 船舶类型院多用途船 宏隆 6 机 工 2009.12-2011.08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海员证 恒瑞 3 机 工 2009.04-2009.10 多用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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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动态

近日袁新版海船船员管理系统在全国直属海
事系统顺利上线应用遥截至 3月 15日袁通过新版
海船船员管理系统受理 719个开班工作单袁涉及
到 14361个学员曰2972个适任考试工作单袁 涉及
到 14178名考生曰完成 4539本服务簿尧1915本适
任证尧2859本海员证尧1739本合格证尧3811份海
员出境证明袁顺利实现了新老系统平稳切换遥
据了解袁新版海船船员管理系统以信息系统

顶层设计为依据袁由部海事局牵头袁江苏海事局
具体负责袁历经一年时间开发完成袁旨在通过建

立全国权威尧准确尧唯一的船员基础数据库袁为航
运企业尧船员服务机构尧船员培训机构和全国船
员提供更全尧更快尧更优的信息化服务遥该系统在
设计开发中整合了原有海船船员管理系统和海

员证管理系统袁 提出了船员数据管理新理念尧过
程控制新方法尧市场导向新战略袁全面实现了海
船船员业务网上申请和报备袁并提供了强大的信
息咨询尧 考试预约和短信提醒等社会服务功能袁
初步实现了系统大集成尧数据大集中尧管理大协
同尧服务大提升遥

江南长兴造船接获 2艘散货船订单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和希腊船东

DianaShipping公司签订了 2艘冰级巴拿马型散货船订单遥
该项合同总价值为 5800万美元遥
据悉袁这 2艘 76000载重吨的冰级散货船将在 2013年

第四季度下水袁每艘新船造价为 2900万美元遥 据国际船舶
网了解袁 另一位希腊船东 Dryships公司日前与熔盛重工也
签了一批 76000载重吨的冰级散货船合同袁 而当时每艘新
船的价格为 3400万美元遥

浙江东邦承修国内最大的集装箱船
3月 27日袁浙江东邦修造船有限公司开始承修一艘 15

万吨级的集装箱船要要要野中远亚洲冶渊COSCO ASIA冤袁 该船
总长 349米袁宽 45.6米袁最大吃水 14.5米袁可装载 10062个
20英尺标准集装箱遥
据悉袁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运载量为 13000箱袁

而野中远亚洲冶为国内最大的集装箱船袁本次进东邦船厂袁也
是它首次在国内修理遥目前该轮已于 3月 30日顺利进东邦
一号坞袁工程已全面开工并且进展顺利遥

3月 28日上午袁安徽省船
舶安全技术分中心皖江工作

站专家一行来到池州市同乐

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袁对一艘在
建船舶进行吨位丈量现场复

核遥这是实施船舶吨位丈量统
一管理以来袁池州辖区进行吨
位丈量现场复核的第一艘新

建船舶遥
新建船舶吨位丈量是加

强船舶源头管理的重要环节遥
池州市地方海事局高度重视

此项工作袁严格按照船检法规
和上级有关工作规定袁在做好
审图尧建造过程现场检验和下
水前吨位丈量计算等前期工

作后袁 按照有关工作程序提请安徽省
船舶安全技术分中心进行现场复核袁
并派出业务骨干参与皖江工作站现场

复核袁学习有关规定袁熟悉业务流程袁
为池州新建船舶吨位丈量现场复核工

作顺利开展打下基础遥

池
州
首
艘
新
建
船
舶
吨
位
丈
量
过
复
核

新版海船船员管理系统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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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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事海商

海事强制令

法律问题简析

渊接上期冤

四尧海事强制令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海事强制令执行中的法律问题袁主要是院1.海事
法院接受海事强制令后作出裁定的起算时间不明

确曰2.海事强制令异议中的法律问题曰3.海事强制令
野执行难冶问题等遥

渊一冤关于海事法院接受海事强制令后作出裁定
的起算时间

在叶海诉法曳第 55条与第 57条中袁分别用了野受
理海事强制令冶与野接受申请冶两个不同的用语遥上述
规定在不同解释下引起分歧袁是不可避免的遥 叶海诉
法曳第 57条关于野从接受强制令申请后袁应当在 48
小时内作出是否发布海事强制令的裁定冶 中的 野接
受冶二字袁应当理解为野受理冶遥

渊二冤关于海事强制令异议中的法律问题
实施海事强制令需要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袁叶海诉

法曳第 58条规定第 2款规定袁野利害关系人对海事强
制令提出异议袁海事法院经审查袁认为理由成立的袁

应当裁定撤销海事强制令冶渊第 2款冤袁叶海诉法曳司法
解释第 44条规定袁野利害关系人对海事法院作出海
事强制令的民事裁定提出异议袁 海事法院经审查认
为理由不成立的袁应当书面通知利害关系人冶遥 问题
如下院
释下引起分歧袁是不可避免的遥野受理冶和野接受冶

的不同之处在哪钥
1援野利害关系人冶的范围不清遥
2援 通知利害关系人时使用何种法律文书不明

确遥
这里的野利害关系人冶袁应当仅限于与海事强制

令的申请和实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袁 有间接利害
关系者不应当被列为其中袁 因为海事强制令本身是
一种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为保全措施袁 如果利害
关系人范围过大袁不利于海事强制令的有效实施遥

野利害关系人对海事法院作出海事强制令的民
事裁定提出异议袁 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理由不成立
的袁应当书面通知利害关系人冶袁这里的野书面通知冶袁
笔者认为应当使用民事裁定书袁 因为异议理由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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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塘集装箱物流岛在长大

3月 28日下午袁 记者在金塘大浦口集装箱
码头看到袁柏塘山正在开山爆破袁四五十辆工程
车来回运送山石袁进行陆域回填尧地基加固曰3幢
宿舍楼的地基基础已经完成袁 建筑工人正在进
行钢筋制作安装和模板支护施工遥
舟山甬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袁 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的二阶段工
程正在加快推进袁 目前正在与有关方面进行协
商沟通袁以期加快解决海底电缆迁移尧土地移交
等方面的问题遥海底电缆迁移完成以后袁将开始
进行码头水工工程遥同时袁今年下半年将新建堆
箱场袁启用宿舍楼等遥
大浦口集装箱码头第一阶段 1号尧2号泊位

试投产 19个月以来袁吞吐量连创新高遥去年码
头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7.5万标箱袁 今年已突破
8万标箱袁 现已开通 3条俄罗斯线和 4条西非
线遥今年该码头的目标是 50万标箱遥野为满足码
头作业需要袁 今年还将对一阶段 490米长的码
头进行延伸袁以满足更多的大型船舶靠泊装卸遥
今年 4月初码头还将开通一条东非航线遥冶公司
营运操作部经理助理王强说遥由于 2012年全球
经济仍将呈低速增长态势袁 集装箱发展形势不
容乐观遥 但从大浦口集装箱码头目前的运营情
况来看袁西非线和俄罗斯线的出口量正在回暖遥
他告诉记者袁从大浦口出去的货主要来自宁波尧
义乌尧绍兴等地遥为提高通关效率袁节省物流成
本袁 杭州关区的许多货主开始选择在大浦口码
头以野直通关冶模式出运货物袁目前这种通关模
式已比较成熟袁部分航线的野直通关冶模式货物
已占到一半以上遥
为使野国际化尧现代化集装箱物流岛冶有更

大发展空间袁金塘北部区域围垦项目进展顺利遥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袁东防波堤基本完工袁仅剩
护面施工还在进行袁 西防波堤已竣工并通过验
收遥炮台山天打岩宕口正在开山爆破袁还要开采
剩下的 180多万立方米石料遥野东尧 西两条防波
堤的完工袁 意味着整个工程进入最为关键的围

资讯速递

立袁是经过法院野审查冶得出的结果袁代表了一种
裁判袁而且与野利害关系人冶合法权益密切相关袁
应当慎重一些袁而通知书之类袁不够严肃和具有
权威性遥 当然袁这个野书面通知冶渊裁定书冤的案号
可以采取野海事强制令案号冶要1的方式遥

渊三冤关于海事强制令的"执行难冶问题
海事强制令一经作出即具有执行力袁但现实

中海事强制令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野执行难冶问题袁
这种情形与当事人对海事强制令制度缺乏了解尧
案情复杂尧案件有涉外因素以及海运市场的不规
范等原因有关遥 叶海诉法曳第 59条规定了被申请
人拒不履行裁定内容时海事法院可以采取相应

的民事强制措施遥 穷尽叶海诉法曳第 59条所规定
的措施后袁被申请人尤其国外当事人仍拒绝履行
海事强制令袁应如何进一步处理钥 叶海诉法曳并未
作出规定遥
在海事强制令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得以执行

时袁除按照叶海诉法曳第 59条规定袁对拒不执行海
事强制令的被申请人根据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渊对
个人的为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袁对单位为三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冤尧拘留渊十五日以下冤袁构成犯
罪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袁还可采取以下措施院
1.中止执行曰2.终止执行曰3.替代执行即转化为财
产保全措施而冻结被申请人相应财产曰4.委托其
他单位执行等遥

结 语

事实上袁作为一项较为新颖的制度袁面对纷
繁复杂的海事司法环境袁围绕海事强制令所产生
的法律问题袁 并不限于本文前面所列举的问题袁
其他问题袁如叶海诉法曳第 51条的野其合法权益冶
是否包含期待权钥如货代对提单的期待利益可否
享有海事强制令申请权钥 叶海诉法曳 第 56条的
野渊二冤需要纠正被请求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
约定的行为冶的野约定冶一词是否包含合同的附随
义务钥 叶海诉法曳第 80条规定野有关扣船法律文书
也可以向当事船舶的船长送达冶袁 在该法条中并
未规定野海事强制令冶的法律文书可向当事船舶
的船长送达袁等等袁需要继续加以关注和研究遥

渊浙江万里学院 \何骏凯 京衡律师集团宁
波事务所 \李良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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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工程遥冶定海区金塘北部开
发指挥部相关负责人指着项

目效果图说袁 整个工程以这
两条堤为轴心袁 分东西两大
围垦区域遥按照规划袁整个金
塘北部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将

为金塘新增 11000多亩土地尧
10公里岸线资源遥

据介绍袁围涂工程到 3月
中旬袁 已完成围涂工程投资
13200万元袁 累计完成块石混
合料抛填 90万立方米袁塑料排
水板打设 31万米袁土工布铺设
17万平方米遥金塘北部区域控
制性详细规划已完成初稿袁将
请有关专家评审尧修正遥

在工程推进过程中袁项
目指挥部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袁还在政策处理中袁为渔民
建立了渔业生产风险保障基

金袁 变眼前的直接补偿为长
效的间接补偿曰 在项目建设
融资方面引用了 BT (建设要
移交)方式遥
据了解袁 作为整个项目

的组成部分袁 以国家生态旅
游休闲为主题的大鹏岛袁和
先进机械装备制造基地已向

外招商引资遥 定海区和宁波
天鸿集团达成了初步意向袁
首期投入 3亿元用于大鹏岛
前期开发遥

作为物流岛建设的必要

条件袁 金塘疏港公路的主线
已正式通车袁 这是金塘岛内
第一条高等级公路袁 为实现
大浦口港区货物快速集散疏

运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来源院舟山日报

今年前两月物流总额共为 23.5万亿增长 10.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尧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日前公布的中国 1

至 2月份物流运行情况分析显示袁今年头两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为 23.5万亿元人民币袁按可比价格计算袁同比增长 10.6%袁增幅同比
回落 3.9个百分点遥
分析显示袁增幅回落主要受国内外经济增速趋缓以及春节假期

等因素的影响袁 总体看来袁 依然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遥
1至 2月份袁 社会物流总费用 1.3万亿元袁 同比增长 12.3%遥 其

中袁 运输费用 0.70万亿元袁 同比增长 11.8%遥 管理费用 0.17万亿元袁
同比增长 17.4%曰 物流业实现增加值 0.5万亿元袁 按可比价格计算袁
同比增长 12.6%遥 其中袁 交通运输业增加值 0.4万亿元袁 同比增长
13.4%袁 批发和零售业尧 仓储业尧 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0.6%尧
7%尧 21%遥

1至 2月份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0.2万亿元袁 同比下降
3.3%遥 其中袁 交通运输业完成投资额 1451亿元袁 同比下降 12.8%遥

资讯速递

野舟电 2冶钢制敷设船成功转让
2012年 4月 6日上午 10点整袁 舟山易舸船舶拍卖有限公司对

原属于舟山电力安装公司的一艘 野舟电 2冶 钢质敷设船进行公开拍
卖遥 该船起拍价 35万袁现场 10余位竞买人经过几轮的激烈竞价袁最
后由 2号买受人成功拍得该艘船舶遥 这位来自福建的船东最终以
51.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竞得遥

据悉袁野舟电 2冶钢质敷设船总长 37.76米袁型宽 10.00米袁型深
2.30米曰总吨 276袁净吨 154袁主机功率 210千瓦袁1989年 10月建造
于舟山遥

野宏达海 18冶 钢质油船成功拍卖
宁波市镇海恒兴船务的一艘野宏达海 18冶钢质油船于 2012年 4

月 10日袁在宁波市船舶交易市场进行公开拍卖遥 该船起拍价 720万
元袁现场几位竞买人经过几轮的激烈竞价袁最后由来自福建的 1号
买家以 725.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竞得遥

野宏达海 18冶钢质油船总长 105.90米袁型宽 16.00米袁型深 9.00
米曰总吨 3951袁净吨 2212袁主机功率 2206千瓦袁1984年 12月建造于
广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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