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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业税负改革
或迎来转机

热点追踪

据消息人士透露袁 目前国家有关部委正就航运
企业应如何应对当前的市场危机尧 需要国家给予什
么样的支持和政策进行研究遥

航运业人士指出袁 我国航企的营业税和船员所
得税高于国际惯例袁 造成我国航企在与国外企业竞
争中处于劣势袁 而持续的航运危机或将给航运业税
负改革带来转机遥

9家航企亏损 117亿元

航运企业 2011年的业绩可谓野惨不忍睹冶遥截至
2012年 4月 8日袁A股市场航运板块共 9家上市公
司发布 2011年年报袁WIND统计显示袁9家上市公司
2011年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负 117
亿元袁相比 2010年的 132.5亿元袁同比下降 188%遥
其中袁干散货船队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远洋 2011年
净利润亏损 104亿元袁同比下降 271%遥中海集运去
年亏损 27.4亿元袁相比 2010年的 42亿元袁同比下
降 165%遥 我国内河规模最大的干散货运输企业长
航凤凰的业绩预告也显示袁2011年该公司净利润亏
损 8.7亿元遥
资金结构完善和经营管理条件好的大型航运企

业亏损尚且如此严重袁 更何况那些抵御风险弱的中
小航企遥中远散货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应
杰表示袁去年大多数航企都在亏损袁只是亏多亏少的
区别遥

而航运企业的亏损仍在继续遥2012年 2月袁BDI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曾报收 648点遥交通运输部水
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大山表示袁由于成本上升袁现

在 BDI的 1000点才相当于 2000年的 660点遥2012
年一季度 BDI平均 800多点袁 远远低于 1700点的
盈亏点遥

运力过剩是主因

需求方面并不是导致航运低迷的主要原因遥数
据显示袁2011年世界散货的海运需求增长 5%袁其中
进口铁矿石 6.8亿吨创历史新高袁 增长 11%曰2011
年沿海运输增长 14%袁煤炭运输增长 19%遥
造成当前航运低迷的主要原因是运力过剩遥何

应杰认为袁今年运力过剩的局面依然严峻袁全球运力
的增长仍然在 10%以上袁而需求的增长在 5%左右袁
今年仍然会有 1000多艘船舶下水袁而且单船平均载
重越来越大袁这些都将加剧运力过剩局面遥

2011年航运供给增长 15%袁航运业现在面临灾
难性过剩袁企业恢复到保本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遥贾
大山表示袁 目前有大概 9000万载重吨的运力过剩袁
2012年船舶订单与船队规模之比在 35%左右袁虽然
比 2011 年的 50%多有所下降袁 但是仍远远超出
10%的合理水平遥
张守国表示袁 运力过剩的情况短时间内不会改

善袁今年航运业仍然比较困难袁谈不上好转袁但是也
应该不会更恶劣袁 因为运价太低袁 有些航企已经停
运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价格回归遥
另外袁 多位专家表示袁 航运业是高度国际化的

行业袁 相比于外国航企袁 我国航企背负着更重的税
负袁 这使得国内航企在与国外航企竞争中处于劣
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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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商讨应对策略

面对航运业当前的危机袁 相关部委也积极行动
起来遥据了解袁2012年 3月袁由国资委牵头袁召开了
20家中央货主与 3家中央航运企业的座谈会袁会议
主要是倡导野国货国运冶袁呼吁国内大的货主在进口
货物时争取货物运输权袁并用中国航企来运输货物遥
不过袁在野国货国运冶一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袁相

关部门正在组织专家团队进行研究袁航运业国家野救
市冶的政策或将出台遥出台这种政策需要慎重研究袁
包括航运业当前的困难程度袁目前发改委尧财政部尧
交通运输部都在组织各自的专家进行研究遥
贾大山表示袁 交通运输部希望中国航企能够获

得与国际航企同等的税收和融资政策袁 研究结果估
计最迟 6月底上报国务院遥
张守国表示袁 很多国家规定袁 当船员在境外工

作尧 不靠本国港口 6个月以上免征个人所得税袁 6
个月以内减收个人所得税遥 我国的船员所得税只是
在起征点上有优惠 (起征点为 4800元)袁 去年国家
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袁 但是船员所得税起征点并
未发生变化遥 另外袁 船员主要是在境外消费袁 并没
有享受国内的公共服务袁 其他行业与航运业没有可
比性遥
营业税和增值税都属于流转税范畴遥张守国说袁

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航运业都不征流转税袁 只征企
业所得税袁我国是既征流转税又征企业所得税袁单从
企业所得税而言就高于发达国家袁 更何况又征收了
流转税袁所得税是以盈利为基数袁流转税是以营业额

为基数袁流转税的基数要远远大于所得税的基数袁而
在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后袁航运企业的税负更重了遥
张守国表示袁按照国际惯例袁我们认为对航运企

业就不应征收流转税遥并且所得税应该降低袁国际上
是 17%尧20%的税率袁而我国是 25%袁国际上目前通
用的是用吨税代替所得税袁 这样一来税率比原来的
17%还要低遥
如果按国际上通用的吨税计法袁 我国航企大致

可以省掉四分之三的税负遥贾大山表示袁如果按照目
前的税制袁中国的航企可能有两种做法院一种是继续
在国内经营袁那么不可避免的就会陆续死掉曰另一种
是出逃袁到避税天堂去注册公司袁这样一来就会造成
我国航运发展的空洞化遥
在融资政策方面袁贾大山认为袁我国航运企业的

造船成本与国际上也存在很大差别袁 应该与国际对
等曰另外袁应设立专项基金袁对于发展船队尧技术创新
和推动节能减排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遥
贾大山表示袁还应考虑到产业链的安全袁要保证

国家的经济安全袁 本来钢铁行业和铁矿石行业都应
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袁但是 2011年铁矿石价格创历
史新高袁而我国钢企去年 70%的亏损袁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局面袁也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遥
针对航运业在税负方面的建议袁 财政部财科所

副所长王朝才表示袁 目前我国对一个行业进行税收
优惠的情况很少见遥参与航运业野救市冶研究的发改
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相关人士说袁国际上讲公平袁国内
也要讲公平袁我们也要从国内行业进行横向比较袁国
内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行业也很多袁 对航运在税收政
策方面的改变是需要评估和研究的遥

热点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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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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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期 160期 环比

船舶交易价格综合指数 887.69 891.82 引0.46%
5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735.02 736.24 引0.17%
16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880.14 884.21 引0.46%
22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1016.58 1025.45 引0.86%
3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 1129.34 1136.17 引0.60%
50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 1215.94 1220.30 引0.36%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国内沿海散货运输市场整体表现低迷
在延续了月余良好的上涨势头后袁从本月起沿海散货运

输市场出现回落遥 受煤炭运输市场需求回落影响袁且煤炭市
场货源不足袁运力过剩袁以及需求的疲软袁煤炭各航线运价均
出现不同程度下跌曰受此影响袁金属矿石的运价也出现下滑曰
粮食运输市场则再次出现震荡下跌遥

煤炭运输市场运价出现下跌遥 由于 4月份大秦线检修袁
秦皇岛尧曹妃甸等主要中转港口煤炭库存持续下降袁其中秦
皇岛港的煤炭库存自月初至月中减少了 100多万吨袁市场煤
炭货源供应不足袁港口锚地待装船舶艘数下降袁船舶滞港现
象得以缓解遥 而各电厂经过前期的一轮抢货袁补库计划基本
完成袁企业囤煤基本保持在历史同期较高水平袁下游煤炭需
求逐步转弱遥 随着天气转热袁以及部分电厂进行春季例行火
电机组检修袁电厂日耗煤数量明显下降袁而连续五周反弹的
煤价不仅影响了贸易商及电厂的采购热情袁更衬显了进口煤
炭的价格优势袁使得进口煤量有所提振袁对国内煤炭市场形
成一定冲击遥 近期沿江及华南地区雨水充足袁水电量增长袁电
厂电煤库存维持高位袁部分堆场甚至出现饱和状态袁致使电
厂无意采购煤炭遥 总体上袁煤炭供应和需求均呈现疲软态势遥
在上述多方因素的影响下袁 货源增长乏力袁 船舶运力搁置袁
野船等货冶现象加剧袁沿海煤炭运输市场转暖的积极因素逐渐
褪去袁行情遭遇拐点袁运价步入下行通道遥 4月 20日袁秦皇岛
至上海渊4-5万 dwt冤航线运价为 35.1元/吨袁较 4月 6日下跌

4.3元/吨曰秦皇岛至广州渊5-6万 dwt冤航线运价为 46.6元/吨袁
较 4月 6日下跌 2.6元/吨遥

金属矿石运价小幅下跌遥月初钢材市场逐渐步入平稳阶
段袁据悉 3月中国钢铁行业 PMI指数达到 49.3袁环比回升 6.5
个百分点袁向 50逼近袁表明钢市低迷的态势有望逐步缓解袁
而且随着天气转暖袁钢材季节性需求有望逐步增强遥 中旬国
内钢材市场价格恢复性上涨袁钢厂粗钢产能释放加快袁但钢
厂对铁矿石采购仍较为谨慎袁总体需求无较大改善遥 随着天
气的回暖以及工厂开工率的恢复袁 目前钢材销售有所好转袁
库存也有所下降袁 但下游消费与去年同期相比却有所减少遥
受煤炭运输市场走弱的冲击袁本月金属矿石运价呈小幅下跌
态势遥

粮食运输市场运价小幅下跌遥 玉米产销地价格倒挂袁鉴
于利润因素袁贸易商发货不积极袁南方港口库存较高袁揽货未
见起色袁交易清淡曰北方港口揽货较为困难遥 同时袁进口玉米
陆续到港也给国内粮食运输市场带来一定冲击袁船运需求低
位徘徊遥 煤炭运输市场走弱也对粮食运输带来一定冲击遥 粮
食运输市场行情继续弱势走跌袁运价小幅下跌遥
国内散货船买卖市场询盘量锐减，成交清淡

由于国内沿海航运市场煤炭运价出现回落袁对船东来说
是个雪上加霜的消息袁国内二手干散货船的交易继续维持着
低迷的状态遥 大部分散货船东希望出售手中的货船袁但又无
法接受买家开出的低价袁所以仍处于勒紧裤腰带熬日子的阶

船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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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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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份

二手船成交量示意图

段曰而手握部分资金的买家虽然意图抄底航运市场袁但又
担心未来船价继续走弱袁因此开出的价格都非常低袁导致
买卖双方进入漫长的博弈阶段遥 从市场情况来看袁3000载
重吨的散货船有部分求购袁 部分船东用于国内沿海运输袁
也有船东希望将船投入到东南亚一带营运曰 低价的 5000
载重吨左右的散货船价格跌幅继续减小袁 成交热情减退袁
市场基本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曰10000载重吨左右的散货
船表现却相对较好袁有一定的货盘支撑曰15000载重吨左右
的散货船也有部分成交遥 市场消息袁一艘 05年造 12000载
重吨左右散货船袁 以 2100万左右的价格成交袁 另有一艘
15000载重吨左右散货船袁09年建造袁成交价格在 2800 万

左右遥 来自经纪人的消息袁20000至 30000载重吨的弃船不断增多袁市面上已经出现
低价的半成品船袁而部分经营困难的航运企业也开始考虑整体转让袁用以偿还高额贷
款遥

从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来看袁5年船龄 5000载重吨干散货船价格指数跌幅较
小袁但航运市场低迷使成交量极为有限袁如果运价继续徘徊不前袁不排除船价会有再
次大幅下跌的可能遥 3年船龄 16500载重吨干散货船价格指数和 3年船龄 22500载
重吨干散货船价格指数下跌幅度稍大袁这类船舶的处境较为尴尬袁低价已成为成交与
否的主要因素遥
原油及成品油运输市场运价仍保持平稳

由于国内炼油厂进入检修高峰期袁市场成品油资源供应偏紧袁目前国内成品油
价格高企袁下游观望态度浓厚袁整体需求较低袁成交较为清淡袁运价未出现变化袁原油
及成品油运输市场维持平稳遥
油船买卖市场表现冷清

4月油船买卖市场也较为冷清遥 相对而言袁一级汽油船的询盘量较多袁而三级加
温油船市场则不尽如人意遥 600载重吨以下的加油船和 1000载重吨左右的油船均有
部分求购袁新造 4000至 5000载重吨油船也开始降温袁可见国家对油船运力的控制初
见成效遥虽然油运市场相对较为稳定袁但国家已开始出台政策希望能够遏制日益增长
的成品油消耗量袁包括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等袁这也意味着将来成品油消耗量不会再
出现类似近两年的爆炸性增长遥 国家对于油船运力的控制也是希望油运市场健康发
展袁以避免类似于干散货船市场运力严重过甚现象的再次发生遥

来自船东消息袁 一艘 06年左右造 1000载重吨三
级加温油船袁以 400万元左右的价格成交遥 油运市场消
息袁 近期成品油运输市场需求减弱袁 运价出现小幅下
跌袁不断高企的油价是原因之一袁但终端市场大量的需
求也是不容忽视的袁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一级成品油船
的成交要明显好于三级加温油船的原因遥

从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看袁5年船龄 3000载重
吨单壳油船的价格指数维持了小幅下跌的局面袁 买家
对该类船舶的求购热情不断减弱袁 市场空间在不断缩
小袁如果船东不希望以低价出售袁我们仍建议船东还是
尽快改建成双壳油船为妙遥 3年船龄 5000载重吨油船
价格指数有所下跌袁 包括该类新造成品油船的价格也
在不断调整袁买家对油运市场的投资逐渐趋于理性遥

船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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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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813
593

3658
3375
7033
6245
8356
7993

引1.93%
引0.25%
引0.10%
引1.24%
引0.47%
引0.71%
引0.87%
引1.21%
引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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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296
210

1850
1259
793

3018
2454
4532
4257

尹0.48%
引1.66%

要
引0.48%
引0.94%
引0.50%
尹0.10%
引0.37%
引0.61%
引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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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袁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BDI延续了上涨的
势头袁截止 2012年 4月 20日袁BDI报收于 1067点袁
较上期渊4月 6日冤上涨 14.98%遥 本期 BDI 表现良
好袁主要是巴拿马型船指数 BPI大幅上扬给 BDI的
上升提供了动力袁 而超灵便型船指数 BHSI和灵便
型船指数 BSI也走出了下跌的阴影袁开始小幅上升遥
尽管整体表现上扬的良好势头袁 海岬型船指数 BCI
却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袁 横大西洋业务的减少是主要
原因袁 东半球的矿石业务成交也较为平淡遥 整体而
言袁南美市场袁北太平洋和印度洋市场的货盘量较为
充足袁而大西洋区的业务量则持续低迷遥

来看具体船型指数袁 截止 4月 20日袁BCI尧BPI尧
BSI 和 BHSI 指数分别报收于 1533 点尧1487 点尧
1020 点和 562 点遥 分别比上期 渊4 月 6 日冤 上涨
1.73%袁上涨 43.53%袁上涨 7.48%和上涨 2.74%遥 海
岬型船指数 BCI出现盘整走势袁横大西洋业务匮乏袁
但南美区域行情较好曰 巴拿马型船指数 BPI大幅上
涨袁东半球业务量回暖袁南美市场同样吸引了大量运
力遥 灵便型指数 BSI/超灵便型船指数 BHSI有小幅
上涨袁镍矿石业务为大量老旧运力带来生机袁大西洋
区货盘仍然稀少袁南大西洋的表现则另人欣慰袁价格
保持稳定遥

BDI 指 数 走 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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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DI持续上升 BCI震荡盘整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船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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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航运公司努力应对严峻的市场环境时袁
另一些则认为油轮市场可能迎来新的希望遥
最近 袁 船舶融资管理公司 渊Ship Finance

Management冤 首席执行官 Ole Hjertaker评论道院野在
2011年袁 我们经历了油轮市场 12年以来最低迷的
时期袁但挪威前线航运公司渊Frontline冤的船队依然
有所盈利遥随着最近的船舶租赁协议的调整袁前线航
运公司能够经得起长期性的油轮市场危机遥 如果油
轮市场继续保持 2011年或者更糟的水平袁船舶融资
公司将会带来更大的回报遥冶
他又说院野根据克拉克森的报告袁 年初至今的超

大型油轮的平均收入已经大幅超越 2011年的水平遥
我们的船队多元化地遍布四大主要细分市场袁 其中
海工市场份额最大遥当前袁我们已经拥有 65艘船舶
投入运作并租给 13位客户袁 他们也能及时支付租
金遥冶
英国百力马船舶经纪公司 渊Braemar Seascope冤

的研究指出了超大型油轮现船市场的变化遥 根据其
船舶经纪人所说袁自 2005年以来袁阿拉伯海湾至西
半球航线的大型油轮现货市场成交量从 2005年的
291艘降至 2011年的 216艘袁 降幅达到 25豫遥2012
年 1月份订单成交量只记录了 11个遥 照此计算袁年
度成交总量则为 180个袁 那么今年的成交量仅为 7
年前的 62豫遥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传统意义上的

中东石油主要消费国袁 美国市场的能源供应的多样
化对超大型油轮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遥
百力马船舶经纪公司表示袁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袁这十年袁随着大量石油炼化企
业建造项目的进行袁 中国对石油的消费程度已经赶
超美国遥

野因此袁超大型油轮的现货市场的天平已经向
东方倾斜遥 在 2005年袁20豫的超大型油轮的现货订
单在中国卸货曰但到了 2012年 1月份袁该数量已扩
大到 40豫遥中国石油炼化企业已经占据了超大型油
轮租赁市场的主导地位遥相比 2005年时的 71豫袁目
前 85%来自阿拉伯海湾苏伊士型油轮选择前往东
半球卸货遥冶
百力马船舶经纪公司研究中心主管 Mark

Williams相信袁市场中心偏向东半球已经成为事实遥
他说院野在接下来的 5年袁 中国石油炼化企业将可能
增加超过 600万桶/天的原油加工量袁中国正努力确
保其能源供应袁 而他们在超大型油轮现货市场上的
影响力也将可能进一步扩大遥冶
同时袁丹麦托姆航运公司渊TORM冤和其银行集

团在 2012年 1月 17日宣布将延长其分期付款和合
约终止的期限遥该协议延长期限后袁于 2012年 3月
1日公布其年度报告时生效遥
托姆航运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Roland Andersen

在此次公告中说院野我对银行集团新的延期计划感到
满意遥此次协商将带来全面的资金筹集解决方案遥冶

Eitzen Chemical航运公司在公布其运营报告时
说院野然而袁 我们认为化学品油轮市场充满持续性的
挑战袁相比于 2011年需求增长减缓的状况袁我们对
2012年的基本的市场前景更加充满信心遥冶
该公司有表示院野仅有的稳定的需求增长必须得

到恢复袁 然而不确定的宏观前景是在需求增长时所
面临的问题遥冶它预计袁2012年第一季度的市场需求
将比上一季度提高遥虽然有着适量的基础袁但据说袁
公司正寻求方法来确保其更长久的财政实力袁 以面
对野持续缓慢发展的化学品船市场冶遥
同时袁美国海外船舶控股集团渊OSG冤宣布 2012

油 轮 市 场 的 现 状
大型油轮公司公布了二月份的业绩袁油轮市场表现参差不齐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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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百力马船务公司的执行官Quentin
Soanes所说袁就此时的买卖市场而言袁最主要的问题
是资金筹集遥野我认为袁 首先要考虑到的是资金的缺
乏将导致市场价值的紧缩进一步加重遥冶
然而袁他说市场价值尚未明显下跌袁并且在市场

领域野对大部分船型而言袁寻求和购买这些船舶充满
乐趣冶遥 这种情况在明年是否会变化还不得而知袁因
此准确及时地作出反映将变得更有价值遥他说: 野有
一些知名船东正在购买船舶袁 他们的历史交易记录
显示袁他们往往善于抓住最佳时机冶遥

有迹象显示这些船舶产业的投资计划可能是在

寻求多样化的资金筹集渠道袁Soanes说院野现在袁当货
运市场不再提供任何支持时袁 这多少会让人感到失
望遥冶所有人都知道袁他们很有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袁
并在一段时间内导致市场采购量的下降袁 直到货运
市场得到恢复遥 成立已久的航运企业能充分理解这
一过程遥野这会更难将船舶以购买的形式卖给新投资
者袁并且将不会在短期内产生利润遥冶

虽然市场内有不少这样的参与者袁 但 Soanes
说袁 主要的参与者只是那些在市场中表现积极的普
通者遥作为航运市场的长期参与者袁他们中的许多人
只剩下名誉和地位遥
船舶价值下降袁 可能反映出中长期性的船舶收

入情况袁但同时船东被要求支付的费用袁却反映出一
个谨慎的货运市场情况遥在市场繁荣时期袁市场的实
力证明价值情况袁但市场低迷期袁这显然并不适用遥
就船舶提前报废而言袁Soanes说袁技术原因比财

务原因要少遥可以对一些 20年船龄的老旧油轮进行
检测袁 如果他们通过了检测袁 这些船舶可以继续营
运遥如果没有通过袁它们将立即报废遥船舶拆解并不
是什么问题袁 但钢材的价格将使欲出售废钢船进行
再投资的船东止步遥

Soanes进一步预计袁市场在接下来的 12个月内
将更糟糕袁并受到那些自负盈亏的现金拥有者尧购买
到船只和借到资金的的参与者的影响遥野如果一位船
东试图购买船舶来进行资金筹集袁 这个情况将变得
非常复杂遥就货款价值合约而言袁银行更倾向于看重
客户的质量而非合约遥同时袁货款价值条款似乎不以
船舶雇用为考虑遥例如袁船舶租给大型石油企业并有
利可图时袁现金流将是应该考虑的问题遥冶
英国伦敦辛浦森航运咨询有限公司渊SSY冤总经

理袁 买卖市场的经纪师和分析师 Simon Hobbs说院
野我认为袁 这源自于每个人对生活中的看法不同袁例
如半杯水既可以是半满的袁 也可以是半空的遥 很显
然袁价格正在下降袁但是仍有不少买家加入到货运市
场中来袁而财务问题也非常尧非常困难遥可是袁如果你

年第一季度的股息红利将不再发放遥 首席执行官
Morten Arntzen说道院野国际性市场的衰退已经更加
严重袁且持续时间远超预期袁最好的例子就是冬季市
场的不温不火遥同时袁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仍将持续
下去袁而银行市场将越来越富有挑战性遥因此袁为了
保存流动资金并保持财务灵活性袁 董事会决定暂缓
本季度的股息红利袁发放时间另行通知遥董事会将在

我们的市场有所好转之时袁 重新评估该股息红利的
发放遥冶

Arntzen又提到袁公司上下将为减少开支而一起
努力袁包括减少现金分红和高管加薪遥

叶The Baltic曳 Spring 2012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译

财政紧缩
资金是如今购置船舶所面临的首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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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买家并且需要购买一些高质量的船舶袁但市场
内却并没有足够数量的船舶供你挑选遥 没有人希望
以目前如此低的价格卖出他们的船舶袁所以整个市场
相当低迷遥然而袁仍有很多人对船舶买卖充满兴趣遥冶
最近的挪威佛力士船舶经纪公司 渊Fearnleys冤

的评论中显示对大多数船舶类型而言袁 买卖市场的
发展依然缓慢遥 上个月袁 分析师说院 野钢材和主机
的价格依然处在下降趋势袁 并导致新造船价格的进
一步削弱遥 目前我们的焦点在于油轮尧 散货船和集
装箱船的燃油效率遥 可是袁 新造船和较新二手船的
价格缺口依然有利于运力的投入遥冶

新造船项目的资金落实和资金来源依然是英国

诺顿窑罗氏国际律师事务所 渊Norton Rose冤 的大部
分交通运输调查的主要工作遥 其合作伙伴 Mauro
Mattiuzzo公司评论道院 野在 2011年袁 我们看到了
金融投资者发展的趋势袁 包括航运业新的发展尧 团
队的建立尧 财政保障 尧 船舶运输经营者从好转的
航运市场中获利等遥 这将为经营者提供一些不能再
从传统船舶商业银行得到的资金渠道袁 我们预计这
将持续到 2012年遥冶

斯格皮奥石油运输公司 渊Scorpio Tankers冤
2月份买卖市场的业务包含摩纳哥总部的公

告袁 其中提到斯格皮奥石油运输公司将计划在韩国
现代尾浦船厂订造一艘 52000载重吨的 MR成品油
轮遥 它同时公布将出售其三艘灵便型散货船袁 并承
租另 2艘 MR成品油船遥
斯格皮奥石油运输公司与韩国现代尾浦船厂的

合约包含价值新建造的总价为 3600万美元的第 7
艘 52000载重吨的 MR型成品油船遥 该船舶计划将
在 2013年 4月份交付使用遥

而它的船舶出售计划包括院 售价 2100万美元
的 野 STI Conqueror冶 轮 尧 1620 万美元的 野 STI
Gladiator冶 轮和 1620万美元的 野 STI Matador冶 轮遥
这3个出售项目预计将于 2012年 4月结束遥

2艘承租的 MR 型成品油船包括院 一艘 2009
年建造 46697 载重吨的 MR 型成品油船 野Pacific
Duchess冶 轮遥 该船将与 2012 年初交付袁 租期一
年袁 并有延长 1年租期的选择权遥 一艘 2007年建
造 49999载重吨的 MR 型成品油船 野Targale冶 轮袁
于2012年 3月交付袁 租期两年遥 该合约包含 3次

连续性的船舶承租选择权袁 每次为期一年遥
德国工程承包商豪赫蒂夫公司 渊HOCHTIEF冤
豪赫蒂夫公司已经委托波兰克里斯特船厂

渊Crist shipyard冤 为他们的海上风力发电厂建造远
洋自升式半潜起重船舶遥 这艘 野Vidar冶 号船舶将
在 2013年投入运作袁 在高速发展的市场上用以满
足专用设备的巨大需求遥 野Vidar冶 号船将是豪赫
蒂夫公司继 野 Innovation冶 号 尧 野 Odin冶 号和
野Thor冶 号自升式平台之后的第四个重型工程遥 它
将被用于公司的海工施工合同袁 也可用于出租遥 豪
赫蒂夫公司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Rainer Eichholz说院
野我们正使用我们专用船舶来提供替代能源并适应
市场的巨大需求量遥冶
和豪赫蒂夫公司的其他重型设备一样袁 新的专

用型自升式船舶同样能加快新一代的海工发电站的

安装和维护时间遥 野Vidar冶 号的主要特点是拥有
1200吨的起重机袁 装载能力可达 6500吨袁 时速可
达 12海里的高效发动机以及在水下 50米处作业的
能力遥 这些特性使得 野Vidar冶 号成为了欧洲北部
最强力的起重船之一遥
作为西班牙桑坦德的子公司的出租方袁 它的船

舶的资金筹集采用了租赁方式来运作的结构袁 并涉
及德国伊佩克斯银行 渊KfW IPEX Bank冤尧 德国北
德意志银行 渊Norddeutsche Landesbank冤尧 西班牙储
蓄银行 渊Caixa Bank冤 和德国投资银行 渊Bankhaus
Lampe冤遥
希腊纳维奥斯海运公司渊Navios Acquisition冤
今年 1 月份希腊纳维奥斯海运公司 渊Navios

Acquisition冤 完成对 3艘在韩国船厂新建的 MR2型
成品油船的收购袁 预计分别于 2014年第二尧 第三尧
第四季度交付遥 此次的采购合约总价为 1.065亿美
元袁 其中通过 2 种新的信贷方式筹集的资金为
8440万美元
纳维奥斯海运公司同样从韩国船厂接收了一艘

75000载重吨 LR1型成品油船 野Nave Estella冶 轮遥
该船以 11850美元的日租金出租给一个石油巨头袁
租期 3年袁 另有 2次延长 1年租期的选择权遥 此次
出租利润分摊情况为院 15000美元以内分摊 90%袁
超过 15000 分摊 50%遥 这个利润分享模式按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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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袁 完成相关指标后还有 2000美元的奖金遥
挪威前线航运公司渊Frontline冤
随着近几个月前线航运公司渊Frontline冤业务的

重组袁John Fredriksen透露了新成立的公司野前线航
运 2012冶的投资新型节能型超大型油轮的计划遥
这次的业务重组包括出售 5艘新造超大型油轮

的合约尧6艘较新的超大型油轮和 4艘较新苏伊士
型油轮给前线航运 2012 有限公司袁 总市值达到
11.207亿美元遥 其中 1艘较新的超大型油轮仍有航
次期租业务遥此外袁前线航运 2012有限公司将承担
这些船舶和新造船订单上的 6.663亿美元的银行债
务袁 并承诺支付新造船订单上的 3.255亿美元的余
款遥 出售这些资产将导致 3.07亿美元的资金损失袁
并被记录在第四季度的财政报告上遥
韩国世腾海洋造船集团 渊STX Offshore and

Shipbuilding冤 证实 Fredriksen已经向他们订下总价
为 2.355亿美元的 MR成品油轮的订单遥
世腾集团将建造 6艘 50000载重吨的油轮袁每

艘油轮价值大约 3500万美元袁并签署了另外 4份备
选合同遥
今治造船株式会社 Imabari
日本今治造船株式会社 渊Imabari Shipbuilding冤

赢得一份新建 2艘高效节能型卡尔萨姆型散货船订
单袁并预计于 2014年交付遥
该船厂提到院野尽管增加了尺寸和载重吨袁 但该

船舶在燃油消耗方面的表现已经十分优异袁 即在
14.5节航行速度下袁燃油消耗量为 28吨/天遥各种类
型的节能技术已经充分应用袁 包含我们自主拥有的
耶Highbrid Fin爷技术来增加推进效率遥冶

野该船舶拥有高度环保型设计遥这种节能方式与
传统的巴拿马型散货船相比袁每年能减少大约 1800
吨渊比之前减少 7豫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遥该船舶的
新船能效设计指数低于基准参考值的 25豫左右袁满
足应用 2020年交付船舶的耶phase II爷参考标准遥冶该
订单的具体细节和价格并未透露遥
希腊干货船运公司 DryShips
希腊干货船运公司渊DryShips冤在上个月宣布从

德国北方银行有限公司渊HSH Nordbank冤获得了一

份价值 8770万美元的船舶贷款袁并用于 3艘散货船
的建造资金遥 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也获得了相当于
1.2260亿美元的船舶贷款袁 用于 3艘超大型油轮的
建造费用遥
它也宣布同意以 8050万美元出售 野Avoca and

Padre冶 轮遥 同时它还出售了一艘 73288载重吨的
野Positano冶轮遥
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George Economou提

到院野在航运方面袁 我们将继续通过更新我们的船队
来实施我们的防守战略袁 这已经在我们最近替换掉
类似野Avoca and the Padre冶轮这样的老旧船舶袁并决
定建造的 4艘高规格冰区级散货船中得到了证明遥
尽管 2012年定下的平均日租金为 34720美元袁散货
船运营的业绩下滑至 56豫袁我们相信我们能很好的
应对市场的低迷期遥冶
英国皇家海军辅助舰队渊RFA冤与
韩国大宇造船渊Daewoo冤签订合约
英国国防部宣布袁 英国皇家海军辅助舰队

渊RFA冤订下一艘 37000载重吨的新型油轮用以支持
皇家海军未来的环球运作遥国防部设备尧技术与保障
部部长 Peter Luff宣布韩国大宇造船与海洋工程公
司渊DSME冤为此次政府优先选择的投标方遥花费 4.52
亿英镑建造 4艘船舶以支持皇家海军环球运作袁纳
税人的税款能物尽其用遥

野一些英国公司参加了此次订单的竞标袁但没有
任何公司能提交建造合同的最终价格遥针对于此袁国
防部的最佳选择和纳税人税款的最好价值体现是由

韩国大宇造船与海洋工程公司进行油轮的建造遥
泰国珍宝航运公司(Precious Shipping)
泰国珍宝航运公司(Precious Shipping)从印度航

运公司 Goodearth Maritime 购买了一艘二手灵便型
散货船遥
报道中提到 袁 这艘 31000 载重吨的 野Good

Princess冶轮继 1月份野Good Pilgrims冶的出售之后袁以
167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袁将通过现有的贷款融资进
行资金的支付遥

叶The Baltic曳 Spring 2012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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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 日袁
由扬帆集团舟

山船厂为华夏

航运 渊新加坡冤
有限公司建造

的第二艘 57000
吨散货船正式

交付遥
据悉袁57000

吨散货船H2197
总长 189.99 米袁
型宽 32.26 米 袁
单桨袁 单壳袁柴
油机驱动 袁入
GL 船级社遥 在
建造工艺上满

足 PSPC涂层标
准袁建造过程中实施精度
造船无余量下料袁压载水
舱 PSPC涂层袁机舱管系
的单元舾装以及船坞下

水后不进坞的涂装工艺遥
船东对船舶质量表示高

度认可遥

“浙普渔油 66680”渔业供应船公开转让（拍卖）公告

正和野华融 1冶轮命名并成功下水
5 月 5 日上午袁 由浙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 57000 吨散货船

ZH570055渊野华融 1冶轮冤举行命名仪式并成功下水遥浙江银监局纪委书记曹
鸣凤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松宽袁区领导侯富光尧陈海平等出席典礼遥

华融 1冶 轮是该公司第一艘按照 PSPC要求建造的船舶袁 载重吨为
57000吨的大灵便货轮袁长 190米袁宽 32米袁型深 18米遥 该船在原船基础
上袁在船机桨匹配方面做了节能改进设计袁航行油耗比原船型节约 5吨每
天袁满足了排放二及 PSPC涂层等新规范袁是一艘新型节能减排型船舶遥

据悉袁该船是今年正和下水的第三条船袁船东是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遥 今年袁正和已交付 5艘散货船遥

扬
帆
集
团
一
艘57000

吨
散
货
船
交
付

资讯速递

受转让方委托袁 定于 2012年 5月 29日下午
2院30时在浙江船舶交易市场 5楼交易大厅对以
下标的进行公开转让遥

一尧 标的院野浙普渔油 66680冶 渔业供应船一
艘遥概况院船长 19.80 米袁型宽 4.25 米袁型深 1.90
米曰总吨 35袁主机额定功率 88 千瓦曰建造日期院
1999年 9月袁建造地院舟山遥转让渊拍卖冤参考起拍
价格院26万元人民币袁 保证金院5万元遥渊标的详情
见报名时提供资料冤
二尧报名及看样日期院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2年 5月 28日下午 4时止 渊以保证金到帐时
间为准冤袁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到浙江

舟山临城合兴路 31号 5楼本公司报名遥节假日除
外遥看样时间院2012年 5月 27日尧28日两天曰看样
地点院舟山朱家尖遥
三尧转让方式院当报名达到两家渊含冤以上时采

取拍卖方式进行转让袁 报名只有一家时采取协议
转让方式遥
咨询联系电话及联系人院
0580-2027516 2039758叶女士尧薛先生遥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舟山市华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舟山易舸船舶拍卖有限公司

2012年 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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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5日消息袁省政府办公厅正式下发叶浙
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内河水运复

兴行动计划渊2011-2015年冤的通知曳袁该计划不仅
明确指出了发展规模尧重点袁还充分考虑到了社会
效益袁把生态指标也作为重要目标袁并在推进机制
和资金保障上作了明确遥各市尧县渊市尧区冤政府为
责任主体袁将设立财政专项资金袁加大公共财政对
内河水运建设的投入遥
根据该计划袁野十二五冶期间袁全省内河水运基

础设施投资总额超过 250亿元袁比野十一五冶时期
翻一番遥到 2015年袁全省四级以上高等级航道里
程达到 1500公里袁纳入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规划
的航道达标率超过 70%袁杭嘉湖地区内河船舶平
均吨位达到 300吨袁 内河货运船舶千吨公里油耗
下降 8%遥

2011-2015年袁围绕野提升京杭运河尧重振钱
江水运尧构建内河枢纽尧发展海河联运冶的工作重
点袁将基本建成长湖申线野四改三冶尧湖嘉申线嘉兴
段尧东宗线嘉兴段二期尧京杭运河野四改三冶尧杭平

申线尧衢江航运开发和富春江船闸改扩建等项目袁
开工建设乍嘉苏线尧杭甬运河宁波段三期等项目遥
港口枢纽将重点建设内河公用型码头袁 基本

完成嘉兴内河港渊城郊港区冤尧杭州港渊余杭港区冤尧
湖州港渊长兴港区冤尧绍兴港渊中心港区尧上虞港区冤
等遥
在保障措施方面袁 成立了浙江省内河水运复

兴行动领导小组袁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袁有关省级
部门和各市政府共同参加袁 并明确了推进机制和
相关厅局各自的职责分工遥值得一提的是袁省交通
运输厅对各市水运建设纳入年度目标考核袁 对于
未按要求完成目标的袁 暂缓拨付或停止安排其他
交通补助资金遥
此外袁还将加快内河运输业发展袁加快调整船

舶运力结构袁加快水运科技进步袁打造浙江野数字
港航冶袁加快监管体系建设袁健全市场准入和退出
机制袁 建立省地方海事局为中心的水上安全监管
网络和重点水域的搜救基地尧重大油污尧危化品事
故应急反应体系遥

浙江省内河复兴行动计划正式下发

规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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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尧通则
1.1 目的和意义
内河运输船舶标准船型指标体系 渊以下简称本

指标体系冤的建立旨在按叶全面推进全国内河船型标
准化工作指导意见曳 中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内河运输
船队的要求袁从野安全尧高效尧绿色尧先进冶四个方面入
手袁在安全渊包括环保冤上袁以现行船舶建造规范法规
的要求为基础曰 在高效上袁 通过船舶主尺度系列标
准袁提高船舶与船闸尧升船机等通航设施的适应性和
通过能力袁 通过能源强度指标袁 提高船舶的能效性
能曰在绿色上袁通过 CO2 排放强度指标袁实现船舶减
排的目标曰在先进性上袁通过鼓励新材料尧新技术尧新
方法尧新设备尧新工艺和新能源等在船舶上的应用袁
鼓励技术进步遥

1.2 适用范围
1.2.1 新建船舶除满足适用的规范和法规的技

术要求外袁尚应符合本指标体系 2.1的要求遥
1.2.2 现有船舶除满足适用的规范和法规的技

术要求外袁尚应符合本指标体系 2.2的要求遥
1.2.3 本指标体系所指内河水域为叶全国内河航

道与港口布局规划曳确定的野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冶

即长江干线尧西江干线尧京杭运河尧长江三角洲和珠
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袁以及岷江尧嘉陵江尧乌江尧湘
江尧沅水袁汉江袁江汉运河袁赣江袁信江袁合裕线袁右江尧
北盘江要红水河尧柳江要黔江尧淮河尧沙颖河尧黑龙
江尧松花江和闽江等主要干支流高等级航道遥

1.2.4 本指标体系所指内河运输船舶是指航行
于内河的干散货船尧化学品船尧油船尧液化气船尧集装
箱船尧客滚船尧滚装货船尧客船尧驳船尧推拖船等运输
船舶遥

1.2.5 除另有规定外袁叶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曳的相关定义适用于本指标体系遥

1.3 一般要求
1.3.1 本指标体系的指标分为强制性指标和引

导性指标

2. 指标要求
2.1 新建船舶指标要求
新建船舶指标由强制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组

成遥
2.1.1 强制性指标
2.1.1.1 船舶主尺度系列标准院
对航行于已建或在建船闸尧 升船机等通航设施

关于公布内河运输船舶标准船型指标体系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告 2012年第 13号

为贯彻落实叶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曳渊国发﹝2011冤2号冤精神袁实施野兴内河冶战略袁
加快推进全国内河船型标准化袁提高我国内河运输船队整体技术水平袁实现 2020年建成畅通尧高效尧平安尧绿
色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目标袁交通运输部组织编制了叶内河运输船舶标准船型指标体系曳袁现予公布袁自
2012年 7月 1日起生效施行遥 今后一个时期的内河标准船型袁是指符合本公告公布的叶内河运输船舶标准船
型指标体系曳要求的船舶遥 自本公告生效之日起袁新开工建造内河船舶应符合叶内河运输船舶标准船型指标
体系曳要求遥 交通运输部之前有关标准船型相关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袁以本公告为准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内河运输船舶标准船型指标体系

规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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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河限制性航道的新建内河运输船舶应满足交通

运输部公布的船舶主尺度系列标准遥
2.1.1.2 燃料消耗指标院
以柴油机作为主推进动力的适用船舶袁 其燃料

消耗指数应满足交通运输部公布的 叶营运船舶燃料
消耗限值及验证方法曳中的燃料消耗量限值要求袁燃
料消耗指数的计算和验证按 叶营运船舶燃料消耗限
值及验证方法曳执行遥

2.1.1.3 CO2排放指标院
渊1冤以柴油机尧气体燃料发动机作为主推进动力

的适用船舶袁 其 CO2排放指标应满足交通运输部公
布的叶营运船舶 CO2排放限值及验证方法曳中的 CO2
排放指标限值要求袁 船舶 CO2排放指标的计算和验
证按中国船级社叶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渊EEDI冤评
估指南曳执行遥

渊2冤船舶应配有能效管理手册 SEEMP
2.1.2 引导性指标
2.1.2.1 船舶高效院
通过对船舶进行优化设计袁使下列系数更优袁从

而提高船舶的节能水平遥
2.1.2.2 船舶先进院
先进技术具体包括新材料尧新技术尧新方法尧新

设备尧新工艺尧新能源等在船上的应用遥
渊1冤新材料的应用包括绿色材料院如舱室高效尧

环保的绝缘材料尧 涂装材料要水性涂料尧 粉末涂料
等曰钢铝混合结构尧纤维增强塑料等

渊2冤 新技术的应用包括船尾附加水动力装
置要要要前置导管尧 桨前反映鳍桨后叶轮装置尧 尾端
球曰船舶动力系统优化曰采用球鼻艏 尧直壁式船首尧
双艉鳍船型尧不对称船尾尧涡尾船型尧球尾船型等优
化船舶线型袁有效地降低了船舶航行阻力袁提高推进
性能曰 应用船型节能尧 附体节能以及专用技术节能
渊如气膜减阻等冤尧 船尾附加水动力节能装置等关键
技术曰 船舶布置优化袁 如集装箱船的船首驾驶室布
置袁解决了驾驶盲区问题曰客船舱室模块化设计的理
念曰依据规范和直接计算相结合的船舶结构尧布置优
化技术袁如载货汽车滚装船上层建筑置于中部袁改善
了船舶总纵强度等曰溢油监视尧鉴别尧处理尧生态评价
技术和船舶防污染技术曰通过理论分析与模型试验袁
优化船舶线型袁推荐船舶阻力小尧推进效率高尧快速
性优良的线型曰客船的减振尧降噪技术尧LED照明技

术等遥
渊3冤 新方法的应用包括运用概率论及风险分析

方法渊如综合安全评估方法 FSA冤研究尧制定船舶安
全技术标准曰运用回归分析法尧变参数法渊网络法尧变
值法冤尧逐步优化法尧神经优化分析法对船型方案进
行评估尧优化曰船型技术经济比选评估衡准技术方法
及多目标技术经济船型论证技术曰 船体型线生成交
互设计尧船舶工程 CFD综合技术及船模试验三位一
体船型优化的研究方法曰 船舶计算流体力学渊CFD冤
CFD技术或 CFD技术及其与试验结合的应用在船
舶阻力性能研究中的应用等遥

渊4冤新设备的应用包括推广使用节能型柴油机尧
新型燃油添加剂尧节油减烟器尧主机轴带发电机尧热
泵技术袁岸电使用曰优化电子喷油控制装置袁机舱自
动化控制尧变螺距负载自动调节装置曰舵桨一体化装
置尧油气回收装置曰采用高效推进装置如低转速大直
径螺旋桨尧适伴流调距桨尧导管螺旋桨尧无梢涡螺旋
桨以及部分浸水螺旋桨尧侧向推进器等袁提高了船舶
推进效率曰设置固体垃圾接收装置尧生化法污水处理
装置及油水分离装置等技术措施实现达标排放袁防
止船舶对库区水体的污染曰采用尾轴水润滑等遥

渊5冤新工艺的应用包括夹筋板工艺曰纤维增强塑
料注胶真空成型曰无余量造船工艺等遥

渊6冤新能源的应用包括清洁能源院如气体燃料动
力渊CNG/LPG/LNG冤尧电力推进系统尧燃料电池尧太阳
能动力装置曰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技术袁如主机排气
和冷却水的余热利用技术等遥

2.2 现有船舶指标要求
2.2.1 船舶主尺度系列标准院
对航行于已建船闸尧 升船机等通航设施的内河

限制性航道的内河运输船舶应满足交通运输部公布

的船舶主尺度系列标准遥
2.2.2 燃料消耗指标
现有船应根据实际营运情况提交燃料消耗指标

计算值袁燃料消耗指标计算值按交通运输部叶营运船
舶燃料消耗限值及验证方法曳执行

2.2.3 CO2排放指标
现有以柴油机尧 气体燃料发动机作为主推进动

力的适用船舶袁 应根据实际营运情况提交 CO2排放
指标计算值袁CO2排放指标计算值按叶内河船舶能效
设计指数渊EEDI冤评估指南曳执行遥

规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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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出售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218 载货量 968吨袁 主尺度 52.68伊
8.8伊4.15米袁满载吃水 3.45米袁
主机型号淄博 6190袁 主机功率
218千瓦袁2004年 11月温岭建
造袁船级 ZC袁报价 125万

ZJ168 载货量 3000吨袁 总吨 1910袁净
吨 1069袁 主尺度 75.70伊13.40伊
5.40米袁满载吃水 4.50米袁主机
型号山东潍坊 6200Z-11袁主机
功率 764千瓦(两台)袁2000年 7
月武汉建造袁船级 ZC袁报价 600
万

ZJ162 载货量 3524吨袁 总吨 2370袁净
吨 1327袁 主尺度 87.25伊13.50伊
7.10米袁满载吃水 5.60米袁主机
型号 6320ZC-6袁主机功率 1545
千瓦袁2005年建造袁价格面议

ZJ229 载货量 5500吨袁 总吨 2996袁净
吨 1677袁 主尺度 99.80伊16.20伊
7.20米袁满载吃水 5.80米袁主机
型号宁波中策 G63002CB袁主机
功率 1500千瓦 (两台)袁2003年
武汉建造袁船级 ZC袁价格面议

ZJ224 载货量 13817吨袁总吨 8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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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8320ZC4B袁 主机功率
2941 千瓦袁2011 年江苏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报价 3950万

货 船
ZJ174 载货量 16216吨袁总吨 9940袁净

吨 5566袁主尺度 147.02伊21.00伊
11.25 米袁 满载吃水 8.25 米袁
主机型号 GN8320ZC14B袁 主机
功率 2970 千瓦袁 2009 年江苏
建造袁 价格面议

ZJ173 载货量 16500 吨袁 总吨 9976袁
净吨 5586袁 主尺度 147.00 伊
21.00伊11.25米袁 满载吃水 8.25
米袁 主机型号陕柴 6pc袁 主机
功率 3300 千瓦袁 2009 年安徽
建造袁 双底单壳袁 报价 4000
万

ZJ175 载货量 31800吨袁 总吨 20700袁
主尺度 179.9伊28.4伊14.1米袁 满
载吃水 10.00 米 袁 主机型号
MAN BNW 6S42MC袁 主机功率
5832 千瓦袁 船级 BV袁 配克令
吊 4台袁 价格面议

ZJ230 载货量 5133 吨袁 总吨 4083袁
净 吨 1799袁 主 尺 度 98.5 伊
16.80伊7.80 米袁 满载吃水 5.80
米袁主机型号 8L23/30袁主机功
率 2000千瓦 (两台)袁1996年芜
湖建造袁 多用途船袁 船级国际
CCS袁可装 398TEU袁价格面议

ZJ225 载货量 6600吨袁 总吨 4404袁净
吨 2466袁主尺度 114.80伊16.20伊
7.80米袁满载吃水 6.15米袁主机
型号陕西 8DKM-28袁 主机功率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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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船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237 载货量 910吨袁 总吨 494袁 净
吨 276袁 主尺度 55.40伊9.20伊
4.20 米袁 满载吃水 3.54 米袁
主机型号潍柴 CW6200ZC-5袁
主机功率 540 千瓦袁 2010 年
台州建造袁 船级 ZC袁 双底单
壳袁 报价 550万

ZJ207 载货量 940吨袁 总吨 498袁 净
吨 279袁 主尺度 53.50伊9.20伊
4.15 米袁 满载吃水 3.50 米袁
主机型号 CW6200ZC-36袁 主
机功率 216 千瓦袁 2011 年浙
江建造袁 船级 ZC袁 双底双壳袁
有加温设施袁 报价 440万

ZJ202 载货量 3350 吨袁 总吨 2023袁
净吨 1132袁 主尺度 87.05 伊
12.90伊7.00米袁 满载吃水 6.15
米 袁 主机型号东德 8NVD -
48A-2C袁 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
1986 年日本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500万

ZJ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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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千瓦袁 2011年
12 月台州建造 袁 船级国内
CCS袁 带加温设备袁 报价 3400
万

ZJ210 载货量 4500 吨袁 总吨 2991袁
净吨 1366袁 主尺度 96.43 伊
15.8伊7.15 米袁 满载吃水 5.60
米袁 主机型号 GN6320ZC2B袁

2500千瓦袁2005年象山建造袁集
装箱船袁船级 ZC袁可装 378TEU袁
报价1800万

ZJ223 载货量 7118吨袁 总吨 4415袁净
吨 2472袁主尺度 105.00伊20.00伊
7.60米袁满载吃水 6.00米袁主机
型号 6ET45/80D袁 主机功率
3307千瓦袁1990年山东建造袁集
装箱船袁船级 ZC袁可装 478TEU袁
报价 2000万

ZJ226 载货量 9574吨袁 总吨 6657袁净
吨 3727袁主尺度 131.55伊18.80伊
9.40米袁满载吃水 7.10米袁主机
型号陕西 8PC2-5袁 主机功率
3824千瓦袁2007年宁波建造袁集
装箱船袁船级 ZC袁可装 562TEU袁
报价 3800万

ZJ212 载货量 4879吨袁 总吨 2998袁净
吨 1679袁 主尺度 98.40伊15.80伊
7.40米袁满载吃水 5.90米袁主机
型号 G8300ZC16BH袁 主机功率
1765千瓦袁2005年 12月台州建
造袁 多用途船袁 船级 ZC袁 可装
284TEU袁报价 1300万

ZJ220 载货量 7673 吨袁 总吨 4920袁
净吨 2755袁 主尺度 115.75 伊
16.50伊8.90 米袁 满载吃水 6.90
米袁 主机型号 G8300ZC22B-1袁
主机功率 2426千瓦袁 2006年 9
月建造袁 多用途船袁 船级国内
CCS袁 价格面议

ZJ221 载 货 量 8000 吨 袁 主 尺 度
116.23伊18.00伊10.40米袁满载吃
水 7.00 米 袁 主机型号陕西
8DKM-28袁 主机功率 2500 千
瓦袁2011 年台州建造袁 多用途
船袁双底双壳袁船级国际 CCS袁2
个 40吨克令吊可连吊操作袁报
价 7200万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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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227 3600 马力全回转拖轮袁 总吨

其 他 船 舶

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 2011年 11
月浙江建造袁 船级国际 CCS袁
报价 3600万

ZJ204 载货量 4600 吨袁 总吨 2995袁
净吨 1677袁 主尺 度 96.09 伊
15.20伊6.80 米袁 满载吃水 5.90
米 袁 主机型号 G8300ZC16B袁
主机功率 2000 千瓦袁 2011 年
台州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带
加温设备袁 报价 3550万

ZJ188 载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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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加
温设备袁 报价 3500万

ZJ205 载货量 8500 吨袁 总吨 5164袁
净吨 2892袁 主尺度 121.60 伊
16.80伊9.00 米袁 满载吃水 7.40
米袁 主机型号广柴 8320ZCD-
8袁 主机功率 2206千瓦袁 2012
年南京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双底双壳袁 报价 5000万

ZJ206 载货量 11000 吨袁 总吨 8062袁
净吨 4515袁 主尺度 142.31 伊
19.50伊10.50米袁 满载吃水 7.00
米袁 主机型号博洋 6N330-EN袁
主机功率 2574 千瓦袁 2012 年
台州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是
双底双壳袁 报价 7200万

416袁 净吨 124袁 主尺度 36.00伊
9.80伊4.50 米袁 满载吃水 3.25
米袁 主机型号 6L25HX袁 主机
功率 2646 千瓦 (两台 )袁 2011
年舟山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报价 3500万

ZJ209 2400马力普通拖轮袁 总吨 282袁
净吨 84袁 主尺度 34.20伊9.50伊
4.25米袁 满载吃水 3.50米袁 主
机型号阪神 6LU28袁 主机功率
1764 千瓦 (两台 )袁 1977 年香
港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214 甲板驳船袁 载货量 1272吨袁 总
吨 839袁 净吨 704袁 主尺度
63.00伊14.50伊3.40 米袁 满载吃
水 2.40米袁 2007年舟山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350万

ZJ213 甲板驳船袁 载货量 7000吨袁 主
尺度 98.00伊26.00伊5.70 米袁 满
载吃水 4.50 米 袁 主机型号
6PC2袁 主机功率 2940 千瓦 袁
2010 年 12 月福建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3500万

ZJ228 带缆艇袁 总吨 47袁 净吨 14袁 主
尺度 15.00伊5.00伊2.60米袁 主机
型号 WD618.C/21袁 主机功率
480千瓦 (两台)袁 2011年舟山
建造 袁 船级国内 CCS袁 报价
250万

ZJ200 13 立方抓斗式挖泥船袁 总吨
1100袁 净 吨 332袁 主 尺 度

46.36伊16.80伊3.50 米袁 满载吃
水 2.20米袁 2007年 8月佛山建
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190 浮船坞袁总吨 8123袁净吨 4548袁
主尺度 110.3伊26.80伊2.40米袁满
载吃水 2.10米袁2010 年 6月佛
山建造袁船级 ZC袁报价 2100万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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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求购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42 求购 100-200吨散货船袁 船龄
要求 2002-2012年袁运砂船袁有
无证书都可遥

ZJ040 求购 40000-50000 吨散货船袁
船龄要求 1990-1999年袁 吃水
11米以下袁带吊机袁跑东南亚航
线袁运输煤矿遥

ZJ039 求购 4000-5000 吨散货船袁船
龄要求 2002-2012年袁 价格要
求 600万人民币以下袁 运输散
装水泥及矿石遥

ZJ032 求购 5000-6500 吨散货船袁要
求价格便宜袁水密舱盖遥

ZJ027 求购 5000-8000 吨散货船袁要
求 ZC船袁近海航区袁运粮食袁船
龄较新遥

ZJ024 求购 5000吨散货船袁要求国际
CCS船级遥

货 舶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46 求购 300 总吨溢油回收船袁按
海事最新标准建造袁 航速在 12
节以上袁双底双壳遥二手船袁新
造船均可考虑遥

ZJ038 求购 400吨左右油船袁沿海袁单
双壳都可以袁2000年以后下水袁
用作加油船使用遥

ZJ035 求购 1600-2100吨油船袁船龄要

油 船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31 求购 3000载重吨的甲板驳船袁
要求航区院沿海或内河 A级袁船
级无要求遥

ZJ045 求购 50-100客交通艇袁船龄要
求 1990-2000年袁 接送员工上
下班遥

ZJ029 求购 50人以上客轮袁作为交通
艇使用袁需要沿海证书

ZJ018 求购中等吃水捕鱼拖网渔船袁
船身总长度 40.00m 袁垂线间长
度 37.00m袁 总体幅宽 8.50m 袁
主甲板深度 5.50m袁 吃水 船头
2.60m袁船尾 3.20袁速度 12 knots
节遥

ZJ003 求购一艘 2500 立方绞吸式挖
泥船袁 功率为 800千瓦袁 挖深
20-25米深袁船级社为 CCS尧ZC
均可袁所有设备均为中国名牌袁
1-3年的二手船遥

ZJ040 求购 3000轻吨以上废钢船遥

其他船船

渊以上船舶出售和求购信息由浙江船舶交易市
场信息中心于 2011年 5月 14日提供袁仅供参考遥详
情请拨打电话院0580-2038358 2600010 或登陆航运
信息网 www.csi.com.cn 查询遥冤

求 2005-2012年袁要求带锅炉遥
ZJ025 求购3000吨油船袁要求船级BV
ZJ044 求购 1000吨双壳化学品船袁要

求 2000 年以后建造袁 双底双
壳袁 主机马力不小于 750PS袁航
区近海袁 双泵 200立方/小时以
上袁续航力 2000海里以上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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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院 舟山是国内唯一一个海洋型国家经济开发区袁 拥有大小岛屿 1300多个袁 具有得天独厚的深水
岸线资源袁 为发展船舶产业创造了先决条件遥 舟山船舶产业经历了从小到大尧 由弱到强尧 从一个地方性块
状经济到现代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袁 现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船舶工业基地袁 这是块状经济不断提升的过程袁
也是船舶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遥 数年来袁 舟山船舶工业产值保持着 50%–80%的增速袁 船舶产业已成为舟
山市的支柱产业袁 产业集群对此贡献巨大遥 2010年袁 船舶产业集群集聚区内实现船舶工业总产值 489.6亿
元袁 占全市工业产值的 41%袁 占船舶工业产值的 90%袁 集聚效果越来越明显遥 舟山市政府为强化船舶产业
集聚袁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举措遥

舟山制定船舶产业集群发展政策
助推船舶工业发展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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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制定集群发展政策
舟山市制定出台了 叶舟山市船舶工业调整升级

实施意见曳尧叶舟山船舶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
案曳尧叶舟山市船舶工业发展指导意见曳和叶舟山市船
舶配套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曳 等一系列促进船舶工业
集群化发展的扶持政策袁努力优化发展环境袁营造良
好的发展氛围遥完善船舶产业的鼓励政策袁加大对骨
干造修船企业尧海工企业尧配套企业的支持力度袁在
财税政策方面减轻企业负担袁 在用海和用地项目审
批尧使用金减免尧岸线规划等方面给予直接的实质性
扶持遥
市政府和各县区政府设立船舶工业发展专项资

金袁 主要用于船舶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遥其中袁市政府每年安排不少于2000万元
的船舶工业发展专项资金袁定海区尧普陀区和岱山县
政府也分别每年安排 1000万元的船舶工业发展专
项资金遥省政府在产业布局尧项目申报尧口岸开放尧资
金安排等方面袁明确给予舟山重点支持遥
此外袁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叶关于加快推进工业企

业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曳袁每年安排技术创新专项资
金 1000万元袁对船舶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
产品和技术尧 建设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技术中
心尧实施标准化战略尧信息化建设等进行补助遥

姻 提供专属金融支持
舟山市现有近 20家商业银行尧10余家中小企

业信用担保公司袁 主要为船舶企业提供融资和担保
服务遥2010年袁 全市船舶企业贷款余额 97亿元袁船
舶保函余额 219.4亿元遥
融资难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因素袁 舟山

市指导出台了多项扶持船舶工业的金融政策袁 加大
信贷投放力度袁主要包括院制定出台叶舟山市金融支
持船舶工业发展指导意见曳尧叶舟山市船舶制造企业
预收货款结汇审核内部管理制度曳等一系列政策袁为
船舶企业融资提供专项政策支持曰 利用信贷协调机
制为船舶修造企业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曰 开展大型船
舶出口企业野先退税后核销冶管理的试点工作袁实行
提前办理退税袁以缓解流动资金紧张的现状曰积极推
进船舶出口买方信贷业务袁为船厂尧船东提供保险融
资业务曰积极推动在建船舶抵押融资试点工作曰建立

市尧县渊区冤两级政府应急基金袁在防止船舶企业资金
链发生断裂尧解决企业资金周转暂时困难方面袁起到
了良好的效果遥

姻 服务好集群内企业
为加快船舶产业基地建设袁 舟山市加强了对高

技术含量尧大投入项目的引入袁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袁
加大服务力度袁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袁合
力推进船舶工业的发展遥 着力引进新加坡等国的知
名船舶企业渊集团冤落户舟山袁鼓励现有的海工企业
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嫁接袁 提高我市船舶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遥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政府对岸线尧土地
指标尧海域使用尧口岸开放等一系列审批环节的重点
支持遥
搭建信息平台袁促进内外信息交流遥建立集群内

企业信息共享平台袁加快内部信息流通袁为集群内企
业之间开展业务合作与交流提供支持遥 帮助集群内
企业与信息咨询机构尧 船舶市场研究机构建立合作
关系袁为企业提供专业尧全面尧科学的决策支持遥同
时袁为企业建立对外交流平台袁扩大国际船业博览会
的规模和影响力袁 鼓励引导企业参加国际知名海事
展袁加大企业和产品的品牌推荐力度袁从而加快本土
企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袁 为舟山船舶产业争取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遥

链 接

园区为船舶产业集聚提供野温床冶

舟山船舶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4100公顷袁已建
成面积 1963 公顷遥2010 年实现销售收入 436.8 亿
元袁其中税金总额达 3.8亿元遥在散装船尧油船尧集装
箱船尧特种船等修造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遥园区内
现有企业 126家袁其中规上企业 115家遥龙头引领作
用明显袁2010年袁扬帆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62.5亿元袁
欧华造船 48.6亿元袁中远船务 45.7亿元袁金海重工
100亿元袁 四大龙头企业的销售收入占了整个园区
销售收入的近 60%遥 园区企业重视技术创新袁2010
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 3.2%袁现拥有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或研发机构 3个袁省级的 7个袁共取得
省级以上重大科研成果 40余项袁实现了野产尧学尧研冶
的良性发展遥 来源院叶经贸实践曳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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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月份全国港口生产增速放缓

从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港口管理处尧 综合规划司统计处获悉院 3月份袁 我国港口生产经营形
势稳定袁 货物吞吐量尧 外贸吞吐量尧 集装箱吞吐量等主要指标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遥

1要3月份袁 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224176万吨袁 同比增长 6.5%遥 其中袁 沿海
港口完成 157992万吨袁 同比增长 8.1%曰 内河港口完成 66184万吨袁 同比增长 3.1%遥 3月份袁
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78912万吨袁 同比增长 5.5%遥 其中沿海港口完成 55403万
吨袁 内河港口完成 23509万吨遥
港口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遥 1要3月份袁 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旅客吞吐量 2250万人次袁

同比下降 1.7%遥 3月份袁 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旅客吞吐量 671万人次袁 同比下降 3.3%遥 其中
沿海港口完成 527万人次袁 内河港口完成 144万人次遥

外贸货物吞吐量保持两位数增长遥 统计显示袁 1要3月份袁 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外贸货物
吞吐量 73367万吨袁 同比增长 12.6%遥 其中袁 沿海港口完成 67145万吨袁 同比增长 12.6%曰 内河
港口完成 6222万吨袁 同比增长 12.8%遥 3月份袁 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 24958
万吨袁 同比增长 14.3%遥 其中袁 沿海港口完成 22864万吨袁 内河港口完成 2094万吨遥

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平稳增长遥 据介绍袁 1要3月份袁 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国际标准集
装箱吞吐量 3958.38万标箱袁 同比增长 8.4%遥 其中袁 沿海港口完成 3556.40万标箱袁 同比增长
8.4%曰 内河港口完成 401.98万标箱袁 同比增长 8.1%遥 3月份袁 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国际标准
集装箱吞吐量 1408.47万标箱袁 同比增长 7.9%遥

福建沿海港口优势显现 外省货物进出量大增

5月 2日消息袁 从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局获悉袁 今年以来袁 福建沿海港口优势不断显现袁
对江西等内陆省份货物吸引力不断增强遥 一季度外省货物通过福建沿海港口进出量同比高速增
长 127.3%遥

今年以来袁 随着福建省港口基础设施不断建设尧 完善袁 港口集疏运通道加速形成袁 港口服
务效率得到较快提高袁 货物中转和铁海联运业务发展良好遥

据统计袁 一季度通过福建港口进出的外省货物同比增长 127.3%袁 共完成 464.32万吨遥 其
中袁 通过厦门港海铁联运运往外省的集装箱为 4322标箱袁 同比增长 10.9%袁 通过厦门港中转的
国际集装箱完成 6.90万标箱袁 同比增长 26.3%遥
与此同时袁 由于煤炭尧 铁矿石尧 钢铁尧 建材等生产资料需求保持稳定增长势头袁 带动福建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遥
今年一季度袁 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9.4%袁 完成 8844.37万吨袁 其中外贸货物

吞吐量 3699.41万吨袁 同比增长 15.3%袁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224.84万标箱袁 同比增长 9.1%遥

资讯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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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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0
4700
4550
4490
5110
4940
4770
4630
5140
4990

尹20
尹50
引50
引50
―

―

引80
引80
引60
引60

本期钢价依然弱势调整袁 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下滑袁而主要原因仍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成交不佳遥
自春节后袁国内钢材产能释放加快袁在 4月上旬更是
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袁市场信心也出现回落遥 铁矿石尧
焦炭等原料价格出现小幅下跌袁 成本对钢价的支撑
作用也有所减弱遥
下游产业萎缩袁需求持续疲软遥 首先袁房地产限

制政策的接连出台袁将火热的房地产行业逐渐降温袁
致使相关产品需求大幅萎靡袁尤其是钢材袁受波及最
广曰其次是造船业袁目前行业整体量价齐跌袁而且跌
幅基本上都在 50%以上曰第三是机械制造业袁尤其
家电等行业面临着不小的危机袁2012年开始以来袁
空调出口量同比下滑了 15.8%遥
长材社会库存继续下降遥 长材社会库存连续 9

周下降袁但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袁降幅不及预期袁市场
成交状况也持续低迷遥数据显示袁截至 4月 20日袁国
内重点市场螺纹钢社会库存 764.75万吨袁环比上一
交易周减少 2.4%曰线材社会库存 204.73万吨袁环比
上一交易周减少 4.13%遥 全国重点城市建材总库存
减少 27.77万吨袁至 969.48万吨曰全国各品种社会库
存 1706.27万吨袁同比增加 11.47%遥

产能释放加快遥 4月中旬袁重点企业粗钢日均产
量 161.71万吨袁旬环比下降 2.54%曰全国预估粗钢
日均产量 200.52万吨袁 旬环比下降 1.26%遥 4月上
旬袁全国粗钢日均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袁虽然中旬
的粗钢日均产量出现了下降袁 但是依然处于历史高
位遥 市场悲观氛围较为浓重遥
铁矿石价格微幅下跌遥由于钢市表现低迷袁国内

铁矿石尧焦炭尧废钢尧钢坯等市场价格均出现小幅下
跌袁成交低迷遥 从国内铁矿石市场供需状况来看袁并
不具备连续上涨动力袁供需双方博弈程度加剧遥

造船业长期表现低迷袁造船钢积弱难返袁而本期造
船钢价格出现明显下调遥 部分地区造船钢价格如下院

成品钢材成交持续低迷袁 钢厂对废钢的需求也
毫无起色袁 本期南方地区的废钢价格更是出现了明
显下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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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
2900
2830
3240
3210
2830
2780
2850

―

―

引50
引60
引60
引60
引120
引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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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疲软
钢市现状难以改善

钢市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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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船舶工业
或将整体野入冬冶

全球船舶工业似乎在 2012
年进入真正意义上的 野寒冬冶遥
据初步统计数据显示袁 今年一季
度袁 全球共成交新船订单 199
艘尧 共计 898万载重吨袁 同比分
别下降 50%和 59%袁 为 2004要
2011 年同期成交量最低水平曰
国内方面袁 造船完工量尧 新船订
单承接量及手持订单量等三大造

船指标也首次出现全面下降遥
野无论是从成交量还是从造船价
看袁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院 2012
年国际船舶市场开年十分不利遥冶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船舶工业行业

协会专题报告会上袁 中国船舶工

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包张静如

是说遥 他表示袁 船舶工业的滞后
性将进一步体现袁 艰难的日子才
刚刚开始遥 2012 年全球船舶工
业各项指标可能会掉头下行袁 而
不单单是增速减缓的问题袁 2013
年和 2014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遥
开年不利
新船需求结构再度变化

今年年初以来袁 国际航运市
场持续低迷袁 波罗的海干散货综
合运价指数 渊BDI冤 一度创出近
26 年来新低袁 干散货船平均运

费不足 10000 美元/天袁 仍低于
2009 年平均水平遥 航运市场供
求关系的恶化给新造船市场带来

巨大冲击袁 全球新船订单成交量
创出本轮行情调整以来新低袁 共
成交 199艘尧 计 898万载重吨袁
与 2004要2011年同期水平相比袁
成交量处于最低水平曰 同时袁 新
船价格继续下滑袁 二手船和新造
船价格延续上一年的下跌态势袁
散货船价格下滑态势最为明显遥
野形式非常严峻袁 因为世界造船
产能目前处于历史性高峰袁 有限
的船舶订单使得船企接单难度越

来越大袁 而船价下滑更令人纠
结袁 许多船企眼下是接单不是袁
不接单也不是遥冶 包张静说遥
在量价齐跌的同时袁 一季度

新船需求结构再度发生变化袁 包
张静分析袁 去年的需求结构由常
规船型转变为高技术尧 高附加值
船型袁 集装箱船特别是超大型集
装箱船以及液化气船尧 海洋工程
装备等表现良好遥 今年市场重心
将继续向 野双高冶 船型转移袁 但
细分市场有所变化袁 如集装箱船
市场再度停滞袁 过去表现极为活
跃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变的无人问

津袁 散货船市场尽管成交数量稳
居第一袁 但与过去几年的行情相
比则相形见绌遥 一季度的一个亮
点是与油气勘探尧 开采尧 开发尧
运输相关的装备表现突出袁 这包
括各类油船 尧 液化天然气
渊LNG冤 船尧 液化石油气 渊LPG冤
船及钻井平台尧 浮式生产储油船
渊FPSO冤 等遥
就订单承接国情况看袁 一季

度袁 中国尧 韩国尧 巴西三国获取
了全球绝大部分新船订单袁 其
中袁 中国以 61艘居首位袁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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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1艘袁 巴西为 20艘遥 不过袁
中国所承接的订单主要来自中国

大陆尧 香港尧 台湾以及希腊尧 新
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袁 以散货船为
主曰 韩国的订单主要来自挪威尧
科威特尧 俄罗斯尧 美国尧 土耳
其尧 阿曼等国袁 以油气相关装备
为主遥 附加值较高曰 巴西的订单
则主要来自本国船东袁 以油船尧
钻井船为主遥 野韩国在 LNG船尧
大型海工装备领域仍占垄断地

位袁 中国对散货船的高度依赖性
在 2012年没有丝毫改变袁 产品
结构相对单一已成为制约我国抢

订单的重要障碍之一遥冶
外围不利

全年运行将前低后高

首季的运行状况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今年全年的市场走势袁
包张静认为袁 今年造船市场外围
经济环境改善的难度仍旧十分巨

大袁 预计全球船舶工业各项指标
可能会掉头下行袁 而不单单是增
速减缓的问题袁 2013年和 2014
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遥 这主要表
现在 5 个方面 袁 首先 袁 相比
2011年袁 2012年的世界经济更
加复杂多变袁 行情缺乏必要宏观
环境的支撑袁 年初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渊IMF冤 再次大副下调 2012
和 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3.3%和 3.9%袁 并警告说持续发
酵的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复苏带

来严峻挑战曰 中国调低 2012年
国内生产总值 渊GDP冤 增长目标
至 7.5%袁 为 8 年来首次低于
8%袁 野中国因素冶 的减弱对航
运和造船市场的影响极为深远遥

其次袁 航运市场运行远弱于

预期袁 供求关系仍将持续恶化袁
虽然目前船企手持订单相对于产

能来说已经开工不足袁 但对现有
航运市场运力增长来说仍然是很

大的压力袁 据测算袁 每载重吨每
年货运量仍在下行袁 即使不考虑
船队降速行使的情况下袁 2012
年全球船队运输效率将由 2011
年的 8.7 下降至 8.5袁 运力供求
关系呈恶化态势袁 2012 年的航
运费率预计处于低位袁 船东经营
状况也不会有好的表现袁 船东投
资信心和欲望估计也难被有效调

动遥
再次袁 手持订单快速萎缩和

产能快速释放之间的矛盾日益深

化袁 预计 2011要2016年全球造
船能力将缩减 28%袁 在此基础
上能力利用率于 2015年下滑至
73.5%的低点遥 由于产能严重过
剩袁 新船价格缺乏必要的反弹或
回升的条件袁 2012 年作为世界
造船业去产能化的初始年袁 船价
企稳回升的概率则更低遥
另外袁 二手船市场成交活跃

性减弱会导致更少的船东去投资

订造新船曰 船东承受来自资产缩
水的压力更大袁 不仅影响到现有
船队更新袁 而且会对已签订单船
舶在价格上提出更苛刻要求袁 可
能也会对新船价格走势形成新的

判断标准遥 如果航运市场发展如
预期那样袁 2012 年二手船市场
可能仍将处于较低迷的状态袁 可
能给新造船市场带来消极影响遥

最后袁 融资状况未能有效改
善袁 资金不足局面很难扭转遥 三
大融资渠道要信贷市场尧 证券市
场和租赁市场尧 均处于萎缩状
态袁 作为资金主要来源的欧洲商
业银行面临的问题尤其突出袁 流

动性紧缩的局面不但毫无好转迹

象袁 还存在恶化的可能曰 船舶融
资市场资金供给不足的局面将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延续下去袁 特别
是依赖传统融资渠道的船东袁 获
取资金的难度还将进一步加大袁
作为影响未来新造船市场的最核

心因素之一袁 融资难的局面很难
在 2012年有所改善遥
基于以上五大因素的共同作

用袁 包张静认为袁 预计二季度全
球造船完工量会显著上升袁 全年
可能呈前低后高态势袁 但超过上
一年的可能性较小遥 同时袁 由于
交付船舶中低价船比重显著上

升袁 全球船舶工业产值将出现明
显回落袁 全年全行业利润总额也
有可能较上一年出现一定程度的

回落遥 而在新船订单承接方面袁
预计二季度行情可能略有改善袁
下半年行情可能会明显好于上半

年袁 但全年全球成交总量难以超
过 2011年袁 新船价格则仍会小
幅下滑袁 但降幅空间已十分有
限遥
至于船型要求袁 包张静说袁

油船市场预计将适度活跃袁 这包
括超大型油船 渊VLCC冤尧 阿芙拉
型油船尧 巴拿马型油船尧 化学品
船及新型油船曰 同时袁 随着国际
油价持续高企和各国能源需求途

径的多元化袁 与油气资源勘探尧
开采尧 生产尧 运输相关的装备袁
如各类海洋工程平台尧 海工辅助
船尧 原油/成品油船尧 液化气船
市场表现将相对突出袁 其中袁 海
工辅助船可能会是一大亮点遥 此
外袁 符合各种新规范袁 或经济
性尧 能效性尧 节能环保性等综合
性能好和适销对路的新船型也会

受到船东亲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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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世界经济复苏疲软尧 船舶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袁2012
年 1至 2月袁我国造船企业承接新订单量为 494万载重吨袁同
比下降 40.1%遥在市场需求疲弱的情况下袁船舶企业的缺工现
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袁但招工仍面临新生代职工管理难尧
产业工人结构性短缺等多重困局遥

业内人士表示袁企业应顺应机械代替人力的趋势袁增强
自身科技实力曰同时加快造船业向生产服务业渗透袁并通过对
现有人员深入挖潜加强内部管理袁多管齐下破解用工难题遥

难题一院
野90后冶渐成劳务主力 造船业招工野遇冷冶

有分析称袁新生代的野90后冶职工具有受教育程度高尧职
业期望值高等特点袁相应形成该群体工作耐受力低尧薪资待遇
和工作环境要求提高等现象曰而造船业各工种作业环境差尧体
力强度大袁与野90 后冶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矛盾袁在无
明显行业优势时袁野90后冶正倾向于远离制造业一线专业遥

此外袁野90后冶 职工的管理难题也进一步凸显遥 统计显
示袁 船舶制造企业 2011年 1-10月份的管理费用同比上涨
33.4%袁高于主营业务收入的 6.7%遥不少造船企业反映袁随着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劳务主力袁 管理成本大幅上升遥野90后冶员
工思维活跃尧有创意且个性张扬袁人员密集的船企亟须针对新
生代农民工创新管理模式袁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遥
难题二院
高级船舶专业人才及熟练技工野两头空缺冶

业内人士认为袁高层次人才缺乏是我国造船整体水平落
后的重要因素之一遥据了解袁中国造船尚处于第三阶层袁仅仅
负责零配件的组装袁缺乏整合创新和前瞻性袁位于第一阶层的
欧美国家主要负责概念和技术引导性袁 位于第二阶层的日韩
船舶企业则能够做出整套打包设计方案袁 包括售后服务和维
修等配套措施的跟进袁而中国这方面的人才还相对匮乏遥

此外袁船舶主体工种的熟练技工也面临野招工难冶遥主要
反映在紧缺技术工种和具有职业健康危害的工种袁如电焊工尧
气刨工尧打磨工以及油漆工遥国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野前程无
忧冶的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说袁今年最难招的岗位袁就是
技术研发和维护维修等技术人员遥

难题三院
人才外流致企业野血本无归冶

数据显示袁2011 年各行业企业的员工平均离职率达到
18.9%袁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袁其中制造业员工离职
率高达 20.5%遥

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太多的经济负担袁主要以积累社会经
验和学习技术水平的目的进入船厂工作袁人员的流失很大曰各
船企劳务公司争相高价挖高技能人员成风袁 进一步推动了人
员的流动遥 而技能人员需求迫切与人员培养慢又进一步加剧
了用工困境遥野企业老一批高技能工人面临退休袁 船企培养高
技能人才的过程又比较慢长袁 特别是管钳电等工种人员缺口
与培养过程长是必须面临的困境遥

野船企成了最大的人才培养基地袁冶广东造船工程学会有
关人士反映袁野很多船舶企业在花费大量成本将野生手冶培训成
野骨干冶后袁却又面临人才高辞职率的局面袁由此带来的培训尧
质量等用工成本高居不下遥冶

多措并举破解野人才困局冶院
发展科技尧优化管理尧延伸产业

业内分析人士称袁在招工难尧用工贵尧成熟技工相对缺乏
的情况下袁工艺工装改进或许是人才破题之本遥

同时袁内部优化管理则是破解野招工难冶的有效途径遥有
船企对关键岗位的劳务工给予优厚的福利待遇和畅通的上升

渠道袁启动薪酬制度改革和绩效考核等利益驱动机制袁牢牢吸
纳中高层次专业人才和熟练技工曰还有船企优化工作环境袁建
立丰富的业余生活袁引导新职工的职业生涯规划袁增强员工的
归属感曰部分企业则通过加强职工培训袁实行导师带徒制度袁
不断提高现有用工人员的技能水平袁由此减少用工量袁降低人
工成本曰这些野留人冶措施都取得了一定实效遥

此外袁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的综合服务
业渗透是分流招工压力的良策遥有行业研究报告指出袁目前我
国制造业尚处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中端袁 即附加值最低的制
造环节袁船企应依托自身产品制造能力袁向下游的渠道尧物流尧
金融等服务环节转型延伸袁在创新利润点的同时袁野人才困局冶
的问题亦将迎刃而解遥

造船业遇用工新挑战
人才困局亟待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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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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副

求职编号院015162
姓 名院赵先生 籍贯院四川 航海经验院同德 56 三副 2011.11-2012.01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中洋海 三副 2011.02-2011.10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适任证书 舟 利 三副 2009.03-2010.07 散货船

GMDSS证书 巴/利 G证
求职编号院014603
姓名院魏先生 籍贯院河南 航海经验院新泰安 三副 2011.6-2012.05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通达 69 三副 2010.12-2011.05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万木春 69 水手 2010.2-2010.11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7774
姓 名院沈先生 籍贯院福建 航海经验院CRYSTAL STAR 三副 2011.03-2011.11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GLORY SUN 三副 2009.07-2010.12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适任证书 GMDSS证书 巴/利 G证

二管轮

求职编号院002829
姓 名院吴先生 籍贯院福建 航海经验院大唐一号 二管轮 2011.04-2011.08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振华 17 二管轮 2010.08-2011.02 其他船舶

相关证书院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适任证书 BAO RUI 二管轮 2009.06-2009.12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7670
姓名院甘先生 籍贯院浙江 航海经验院浙海 157 二管轮 2011.11-2012.01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不限 浙海 156 二管轮 2010.09-2010.12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浙海 151 二管轮 2010.01-2010.08 散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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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编号院017730
姓 名院朱先生 籍贯院湖北 航海经验院任建壹轮 二管轮 2011.03-2011.12 集装箱船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不限 中海高速轮 三管轮 2009.11-2010.08 其他船舶

相关证书院护照 服务簿 适任证书 东方高速轮 三管轮 2008.08-2009.05 其他船舶

三管轮

求职编号院017750
姓 名院林先生 籍贯院浙江 航海经验院富饶 三管轮 2009.10-2010.12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集装箱船 富达 三管轮 2008.12-2009.07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适任证书 乾利山 18 三管轮 2008.05-2008.08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7710
姓 名院王先生 籍贯院辽宁 航海经验院利远和平 机工 2010.03-2011.01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金恒海 机工 2011.01-2011.07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服务簿 适任证书 东方旗盛 机工 2011.07-2012.02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5627
姓 名院徐先生 籍贯院山东 航海经验院凯领轮 三管轮 2011.07-2012.02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甲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天华轮 实习三管 2010.07-2011.04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新洲之星 实习三管 2010.01-2010.05 散货船

适任证书 巴/利 G证

水 手

求职编号院017776
姓 名院高先生 航海经验院海恒 1 水手 2011.05-2011.08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MV.GORA 水手 2010.08-2011.02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适任证书 MV.GORA 服务员 2010.06-2010.08 散货船

求职编号院017770
姓 名院陈先生 籍贯院辽宁 航海经验院银平轮 水手 2011.01-2011.09 散货船

证书等级院乙一 船舶类型院散货船 M.V.BULKAVENIR 水手 2010.03-2010.11 散货船

相关证书院海员证 服务簿 护照 浙远舟山 水手 2008.12-2009.10 散货船

适任证书 巴/利 G证
求职编号院017749
姓 名院楚先生 籍贯院湖南 航海经验院金成洲 188 水手 2011.10-2012.05 散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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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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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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保险受益人
法律地位

船舶保险受益人是指船舶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

人指定的在船舶发生保险事故后袁 有权领取船舶保
险保险金的人袁 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遥

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袁 包括 叶保险法曳尧 叶海
商法曳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袁 对于船舶
保险受益人均未作规定遥 胡琼在 野船舶保险受益人
法律问题初探冶 一文中 渊见 叶船市简报曳 2011年
第 9期冤袁 已对船舶保险受益人的概念尧 法理基础尧
权利义务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袁 并提及船舶保
险受益人法律地位袁 本文拟对此进一步加以探析遥

一尧 船舶保险受益人是不是船舶保险合同当事
人

有学者将保险合同中的人按法律地位分为两

类袁 一类是保险合同当事人袁 另一类是保险合同关
系人遥 关于船舶保险受益人法律地位的界定观点不
一袁 我国 叶保险法曳尧 叶海商法曳尧 叶沿海内河船舶
保险条款曳 及其解释等都未规定船舶保险受益人袁
更未明确其法律地位遥 有观点认为受益人是保险合
同的关系人袁 而非当事人袁 认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仅

包括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遥 有不同意见者袁 认为
受益人虽然不是原始定约人袁 但不失为契约上之
野当事人冶遥
本文认为船舶保险受益人是保险合同当事人袁

理由如下院
其一袁 船舶保险合同中出现 野受益人冶 的频率

越来越高遥 虽然我国法律未明文规定船舶保险受益
人及其法律地位袁 但是实务中已经出现船舶保险受
益人袁 规范其法律地位才能顺应时代需求遥 除 叶保
险法曳 规定保险合同当事人是投保人和保险人之
外袁 叶海商法曳尧 叶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曳尧 叶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曳 等均规定
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当事人袁 由此可知袁
目前我国未将船舶保险受益人划分为当事人遥 但
是袁 在船舶保险合同中袁 目前除了记载保险人和被
保险人的正式合同之外袁 还出现了载明 野船舶保险
第一受益人冶尧 野船舶保险第二受益人冶 等 野受益
人冶 字样的保险批单及其他规范文件袁 值得一提的
是袁 这些批单尧 规范文件在商业保险往来中是被法
律所认可的袁 因此具有法律效力遥 野船舶保险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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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冶 出现在保险从合同中的次数只增不减袁 说明实
际商事活动中 野船舶保险受益人冶 业已为人所知尧
所认可尧 所接受袁 这不得不引起法律界的重视并对
其法律地位加以规定遥

其二袁 载明船舶保险 野受益人冶 字样的保险批
单及其他规范文件袁 是船舶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袁
因而袁 出现在合同上的 野船舶保险受益人冶 当然可
以归入船舶保险合同当事人之列遥

其三袁 野受益人是保险合同关系人冶 这一观点
难以令人信服遥 保险合同原始缔约人是保险人及被
保险人袁 除法定受益人 渊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即
是冤 之外袁 指定受益人只能是保险人尧 被保险人之
外的第三人遥 而指定船舶保险受益人是通过保险批
单或者其他规范文件这种从合同的形式产生袁 不管
是正式合同还是批单等合同都是保险合同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袁 船舶保险受益人与保险合同联系密
切遥 并且袁 该船舶保险受益人如果取得保险金给付
请求权袁 还可参与保险理赔并与保险人对话袁 此举
表明受益人有资格成为合同当事人遥 综上所述袁 船
舶保险受益人不是保险合同关系人袁 而是保险合同
当事人遥
二尧 船舶保险受益人在船舶保险合同纠纷中能

否成为原告或被告

船舶保险合同和其他任何保险合同一样袁 都是
民事合同的一种袁 其有共同的法律特性袁 即合同的
相对性遥 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
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袁 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
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袁 而不能向与
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袁 也不能
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袁 合同债权也主要
受合同法的保护遥 从合同相对性的内容来看袁 船舶
保险受益人不能在合同纠纷中成为原告或被告遥 首
先从主体的相对性来区分袁 合同主体的相对性是指
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袁 只有合同当
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

请求或提起诉讼遥 具体来说袁 原告和被告只能是由
于合同关系而存在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袁 即签订合同
的双方袁 而由于船舶保险第三人不是合同签订的双
方之一袁 所以其在主体的相对性上袁 就不能成为合
同的原告或被告遥 其次袁 从内容的相对性来区分袁

内容的相对性是指除法律尧 合同另有规定以外袁 只
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义

务袁 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袁 除合同当事人以外
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遥 言下之意只
有合同的当事人袁 才可以成为合同纠纷中的原告和
被告袁 从前文中可以看出袁 船舶保险受益人是船舶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袁 但它并不是狭义的主体和内容
都符合相对性的当事人袁 而仅仅是内容上具有相对
性的广义第三人遥
综上袁 船舶保险受益人在保险合同纠纷中虽然

有内容的相对性袁 但却不能成为原告或被告遥
三尧 船舶保险受益人在船舶保险合同纠纷中能

否成为第三人

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袁 是指在已经开始的诉讼
中袁 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袁 具有全部的或部分的
独立请求权袁 或者虽然不具有独立请求权袁 但案件
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遥 第三人
的特征主要有院 第一尧 参加到他人正在进行的诉讼
中遥 第三人是相对于原被告而言袁 他是加入到别人
的诉讼中遥 第三人的加入袁 还以原被告的诉讼已经
开始袁 且尚未终结为条件曰 第二尧 第三人在诉讼中
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遥 第三人既不同于共同诉讼
人袁 又不同于当事人以外的其他诉讼参与人袁 而属
于广义当事人袁 有独立的诉讼地位遥 在诉讼中袁 他
或者作为第三方当事人袁 与本诉中的原被告进行诉
讼袁 或者辅助一方当事人袁 与另一方当事人进行诉
讼曰 第三尧 第三人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遥 这种
利害关系主要包括两种情形院 一是原告和被告争议
的诉讼标的袁 使该第三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曰 二是法
院对本诉的处理结果可能会对第三人产生有利或不

利的影响遥 这是第三人与代理人尧 证人尧 鉴定人和
翻译人员的根本区别遥
从船舶保险受益人的特点出发袁 可以确定其可

以成为合同纠纷中的第三人袁 首先袁 前文提出袁 船
舶保险受益人不具有合同纠纷主体的相对性袁 不能
以原被告身份参与到诉讼之中袁 其只能在原尧 被告
诉讼开始以后袁 以第三人身份参与到其诉讼中遥 其
次袁 从前文分析袁 船舶保险受益人属于广义的当事
人袁 即与诉讼标的有密切联系袁 但又不具备主体资
格袁 并且其不是狭义的当事人一方袁 不能构成共同

海事海商

30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诉讼人遥 最后袁 第三人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袁
结合船舶保险受益人可以看出袁 船舶保险受益人多
为出资建造船舶的银行机构袁 船舶保险纠纷的诉讼
标的多为受损的船舶袁 并且这船舶是银行直接出资
建造的袁 所以船舶保险受益人与案件的诉讼标的有
直接的利害关系遥
四尧 船舶保险受益人在船舶保险合同纠纷中是

哪一类第三人

第三人主要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

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袁 其主要区别在于有无独立请求
权袁 所谓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请求权袁 是
指第三人在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是否享有

权利和承担义务遥 享有权利并且承担义务则为有独
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袁 可以通过法院对当事人提出诉
讼请求袁 即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袁 不享有权利
且不承担义务袁 仅仅与诉讼标的有关联袁 则不能通
过法院对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袁 即为无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遥 船舶保险受益人有自己的权利义务袁 可
以有保险金请求权袁 实务中银行机构也是船舶保险
保险金的最终获得者遥 所以可以确定船舶保险受益
人在船舶保险合同纠纷中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

人遥
五尧 相关立法建议

渊一冤 在学理和立法意图上确立财产保险 渊船
舶保险冤 受益人制度遥 可考虑在 叶保险法曳 总则中
增加财产保险受益人的规定袁 将 叶保险法曳 第十八
条第三款修改为 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袁 受益人是指
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

人遥 投保人尧 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遥 在财产保险
合同中袁 受益人是指由被保险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
请求权的人遥 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冶遥

渊二冤 在 叶海商法曳 及其司法解释中袁 可考虑
将规定船舶保险受益人定义为 野是船舶保险合同中
由被保险人指定的袁 在船舶发生保险事故后袁 有权
领取船舶保险保险金的人遥 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
人冶遥

渊三冤 在 叶海商法曳 及其司法解释中袁 明确船
舶保险受益人是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袁 规定
其法律权利义务袁 制定确定标准袁 尤其要建立船舶
保险受益人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一制度袁 以
保护其诉权遥

渊浙江万里学院 吕海龙冤

4月 18日袁 舟山金海船业
有限公司 1 号码头彩旗招展袁
烟花绽放袁 该公司 7.96万吨散

货船"LUO JIA" 号交付仪式在
这里隆重举行遥 这是该公司今
年交付的第 2 艘同型船舶袁共

有船东代表尧ABS船检代表尧金
海船业干部员工等近 100人参
加了仪式遥
据悉袁 该船型总长为 229

米袁 型宽为 32.26米袁 型深为
20.25米袁设计吃水为 14.62米袁
载重吨为 79600T遥 在 野LUO
JIA 冶号建造过程中袁金海船业
注重推行现代化造船管理方

式袁强化质量监控和精度管理袁
确保了船舶质量和作业安全遥
同时袁注重工艺优化升级袁通过
采用优良的舾装尧 涂装和分段
总组工艺袁 有效提高了工作效
率与质量遥

渊由金海重工莫雅君 供稿冤

金海船业 7.96万吨散货船顺利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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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港将造一个 野城市冰柜冶
冷链物流建设启动

5月 4日消息袁 从宁波港集团了解到袁 野兴港货柜冶 冷
链物流项目近日启动袁 将成为我市最大规模的集装箱冷链物
流基地遥
集装箱冷链物流指冷藏尧 冷冻类食品在生产尧 贮藏尧 运

输尧 销售袁 到消费前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处于规定的低温环境
下袁 以保证食品质量尧 减少食品损耗的一项系统工程遥 野现
在冰箱的保鲜效果已经满足不了市民的需求了袁 被誉为 耶城
市冰柜爷 的冷链物流 耶热爷 了起来遥冶 宁波港集团负责人说遥

据了解袁 2009年袁 上海港冷藏箱吞吐量占集装箱吞吐
总量比例已达 5%遥 而宁波港口周边缺乏可提供综合性尧 专
业化冷链服务的物流企业袁 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宁波口岸冷
藏箱业务量的进一步增长遥 2011年袁 宁波港口冷藏箱占集
装箱总吞吐量的比例不足 1%遥

5 月 3 日消息袁 从国
家发改委发布的一季度物

流运行状况显示袁 一季度
物流总额增幅同比回落袁
社会物流需求呈缓中趋稳

态势袁 物流业固定投资亦
继续回落袁 物流企业盈利
水平偏低遥
根据统计袁 一季度全

国社会物流总额 38.6万亿
元袁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10.9%遥 虽然增幅继
续回落态势袁 较去年同期

增速下降 3.3个百分点袁 但环比已
有所好转袁 增速比 1-2月提高 0.3
个百分点袁 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
35.1万亿元袁 增长 11.6%袁 而进口
货物物流总额则为 2.8万亿元袁 增
长 2.1%遥

总费用方面袁 一季度社会总物
流总费用 1.9 万亿元袁 同比增长
12.2%袁 增幅亦同比回落 5.7 个百
分点袁 而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则仍与去年同期持平为

17.9%遥
一季度物流业增加值和物流固

定资产增速亦呈现下降态势袁 物流
业增加值 0.8万亿元袁 按可比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 10.8%袁 增幅同比回
落 2.7个百分点遥 物流固定资产投
资一季度完成额 0.5万亿元袁 同比
增长 7.7%袁 比去年同期回落 20.9
个百分点遥
此外袁 一季度物流服务价格亦

维持低位运行袁 加上油价上涨尧 劳
动力成本上升和过路过桥费用较高

多种因素影响袁 国家发改委表示袁
一季度物流企业效益增速整体回

落袁 物流企业盈利水平偏低遥

一
季
度
物
流
行
业
增
幅
回
落

宁波海铁联运发展势头良好

宁波市海铁联运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袁 尤其是省外市场
箱量增长迅猛遥 据宁波海关提供的数据袁 今年一季度袁 宁
波口岸海铁联运完成 6466标箱袁 其中省外市场 4642 个标
箱袁 占总量的七成多袁 同比增长 80%遥
江西成为宁波口岸海铁联运最大的省外市场遥 一季度袁

共出运 4632个标箱袁 货源地覆盖到江西全省袁 包括南昌尧
鹰潭尧 上饶尧 新余尧 景德镇尧 萍乡等地遥 野选择海铁联运袁
我们平均每个集装箱可以节省成本 500元左右袁 在当前国
际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袁 此举将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
力遥冶 江西中捷厨卫实业有限公司经理韦丽娜表示袁 今年前
3个月袁 企业通过海铁联运出口货物 50个集装箱袁 同比增
长 32%遥
为推进海铁联运业务袁 宁波海关加强了与省外启运地

海关的联系配合袁 实现 野一次申报尧 一次查验尧 一次放
行冶遥 宁波海关物流监管中心业务二科科长许丹利介绍袁 目
前宁波口岸每票海铁联运业务平均通关时间仅需 5分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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