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船业竞争格局 面临深度调整
核心提示院 造船行业的

新一轮复苏将以新技术的应

用和新船型的开发为前提袁
谁掌握了新技术尧 开发了新
船型袁谁就能占得先机.距离
全行业复苏还有一些时间袁
与先进造船国家的差距还未

拉开过大袁 中国造船企业的
转型迫在眉睫遥

造船行业的新一轮复苏

将以新技术的应用和新船型

的开发为前提袁 谁掌握了新
技术尧开发了新船型袁谁就能
占得先机.

没有了昔日挑灯夜战尧
焊光频闪的热闹景象袁 沿海
船坞密集的龙门吊如今却多

处于闲置状态袁 在夏日提前
来临的 2012年袁中国的造船
业却正忍受着彻骨凉意遥

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统

计袁 今年一季度我国三大造
船指标均同比下降遥 全国造
船完工量为 1121万载重吨袁
同比下降 22.5%曰承接新船订
单量为 559 万载重吨袁 同比
下降 48.7%曰 截至 3月底袁手
持船舶订单量为 1.4194亿载
重吨袁同比下降 25.3%遥

中国造船企业普遍不景

气遥 由于造船完工量已连续
12 个月超过同期新接订单
量袁 国内企业手持船舶订单
量逐月下降遥 缺少订单袁将使
部分企业陷入开工任务不足

的困境遥 更为严峻的是袁企业
在野交船难尧接单难冶之后又
要面临野盈利难冶的挑战遥以 3
万吨散货轮为例袁2008 年上

半年一艘可以卖到 3亿多元袁现在可能只值 1.6亿元袁3年多时间船舶销售
价降了一半多袁但钢材尧人工的成本却一直在涨遥

这是一股席卷全球造船业的寒流袁 当全球航运业景气度跌落至 2008
年水平时袁船舶制造业的野严冬冶也随之到来遥 中船重工经研中心的数据显
示袁今年一季度袁全球新船订单量仅为 380 万修正总吨袁同比下降 58.9%遥
据世界银行统计袁今年全球造船企业亏损额预计将会达到 500亿美元遥 有
专家预测袁造船业在 2012年可能到达最艰难的时刻袁在这场全球危局中袁
中国造船业也难独善其身遥

但是中韩两国造船业在一季度的表现对比更值得关注遥 今年一季度袁
韩国承接了 193万修正总吨的订单袁市场份额超过 50%袁位居世界第一袁而
中国获得了 105万修正总吨订单遥 将时间往前追溯袁在 2010年袁中国新接
船舶订单量占世界比重为 48.5%袁2011年下降为 46.9%曰而同时期袁韩国新
接船舶订单量占世界比重由 2010年的 38.3%上升至去年的 42.5%遥 进入
2012年袁韩国实现了逆转遥

是什么促使韩国造船业逆势上升钥从一季度中韩两国承接订单船型的
分析中能看出一些端倪遥 在一季度的订单中袁中国涉及的主要船型为散货
船和燃料供给船袁 其他船型未有斩获遥 而韩国造船企业获得了钻井船尧
FPSO等海洋装置以及 LNG船尧成品油船尧海洋支援船等袁均为高附加值船
舶订单遥

在全球船舶运力和建造能力过剩袁 造船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袁
世界造船竞争格局正面临深度调整袁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遥 船舶需求结构
出现了明显变化袁散货船等常规船型需求乏力袁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
备需求相对旺盛遥与此同时袁国际海事新标准尧新规范频繁出台袁船舶安全尧
绿色尧环保要求全面提高遥

韩国造船业正是踏准了世界造船业变化的节拍袁 利用掌握的先进技
术袁应需求而变袁在全球行业下滑时袁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遥 过剩的只会
是落后的生产力袁在行业困难时袁掌握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将最终度过寒冬袁
甚至还可以借助寒冬扩大优势袁不断壮大遥

距离全行业复苏还有一些时间袁 与先进造船国家的差距还未拉开过
大袁中国造船企业的转型迫在眉睫遥行业整合在所难免袁关键是最终存活下
来的企业能否在行业复苏前更快的转型尧更好的储备遥 造船行业的新一轮
复苏将以新技术的应用和新船型的开发为前提袁谁掌握了新技术尧开发了
新船型袁谁就能占得先机遥

未来船舶设计制造向节能减排方向发展已成为大趋势袁 以节能减排尧
低碳环保为目标的绿色造船技术尧以通信导航为主的信息技术和更加人性
化的设计等下一代造船技术的储备袁船舶线型优化尧电站管理尧重油到轻油
的转换尧提高主机燃烧效率尧使用可替换能源等船舶节能减排关键技术的
开发应用袁要实现 2015年成为世界造船强国的目标袁中国造船企业的功课
还有很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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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交船难背后的玄机
船舶价值

Basil M Karatzas关注船舶估价和船舶价值报告

钢市行情
钢市沦陷 钢价再次暴跌

浅析水路运输易流态化
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管理

船舶工业
中国造船如何延续 野黄金五年冶

造船业一直是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遥 过去的
五年是中国造船业的 野黄金五年冶袁 造船完工量尧
新船承接量尧 手持订单量跃居全球 野老大冶遥 但
在今年袁 却逐渐进入 野冰河期冶遥 据中国船舶工
业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袁 1-5月袁 全国造船
完工量尧 手持订单量尧 新船承接量同比分别下降
10.1%尧 27%尧 47.3%遥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造船业的低迷现状钥 又
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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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今年年初以来袁受全球经济和航运市场不景气
的影响袁船企普遍面临交船难尧接单难尧融资难的严
峻挑战袁部分企业订单缺口扩大袁结构调整困难袁资
金紧张遥 为引导和帮助企业应对危机袁渡过难关袁6
月 28日袁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在江苏省靖江
市主持召开了全国重点造船企业发展座谈会遥 全国
20 家重点造船企业负责人与部分地方行业管理部
门尧中介组织尧金融机构尧企业集团尧科研院所的代表
一起袁共同研讨应对策略遥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李东指出袁虽然今年
上半年我国三大造船指标仍居世界前列袁但接单难
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遥 作为国家重点监测尧重点保障
的企业袁骨干企业的发展情况决定着中国造船业的
未来遥 他希望骨干企业要按照叶船舶工业野十二五冶
发展规划曳中提出的战略部署袁充分利用当前市场倒
逼机制产生的压力袁尽快改变过去粗放发展的模式袁
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袁加快发
展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袁积极促进船舶配套业发展袁推
进质量管理和降本增效工程袁提高产业集中度袁引导

和促进船舶行业转型升级遥
开工不足 交船困难

由于需求下降袁产能供过于求袁船价持续下跌袁
今年年初以来袁船舶市场订单之争变得异常激烈遥参
加本次座谈会的船企袁无论是国有企业袁还是民营企
业袁普遍遭遇接单难问题袁数家企业今年上半年未接
到任何订单袁 船企负责人对未来几年发展前景均深
感忧虑遥

目前袁大多数骨干船企尚能维持基本开工状态袁
但受市场环境影响袁 明年各大船企开工量不足的矛
盾将更加突出遥 造船企业手持订单量普遍下降袁对
2013年的开工造成影响袁同时袁船价低尧交船难尧技
术标准提高等综合因素导致企业亏损的风险进一步

加大遥
除新接订单不足外袁 改单频繁也是令船企头疼

的问题遥 当前袁常规船型的技术性能指标提升迅速袁
船东要求改单的情况层出不穷遥部分船企称袁有将近
10%的手持订单发生了变动遥 船东不时提出变更合

交船难尧接单难尧融资难噎噎
船舶企业野难冶字当头遥如何应对危
机袁渡过难关钥 工信部装备司为此
专门召开全国重点造船企业发展

座谈会袁共商应对策略遥

利用市场野倒逼机制冶 推动船舶工业破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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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同的要求袁导致船企疲于应对遥 此外袁船东对质量更
加挑剔袁甚至多方寻找借口袁延迟接船袁致使不少船
企交船压力与日俱增袁经营效益每况愈下遥

应对危机 多管齐下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袁骨干船企正积极想办法尧
提思路尧出措施袁以战胜危机袁求得生存和发展遥 目
前袁船企普遍采取的措施有院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袁
实现产品和业务多元化曰推进成本管理袁有效精简产
能曰加强技术创新袁提升品牌影响力等遥

首先袁业务多元袁降本增效遥 当前袁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公司正在大力进行产品结构调整袁推进海工
装备和非船业务发展袁同时袁加大了成本控制力度袁
实行全面预算管理袁要求所属船企对相似船型的成
本进行列表分析袁不断研究降低成本的办法遥 此外袁
中船集团公司还通过召开多种形式的经验交流会袁
促进各企业经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遥 其旗下的沪东
中华造船渊集团冤有限公司积极开展多元化经营袁借
机做大船舶配套业和非船产业袁并努力推进成本工
程袁特别是加强设计尧采购和生产工序中的成本管
理曰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则通过减少成本开
支尧拓展业务渠道等方式袁努力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近两年将发展重点放在

非船尧海工等业务领域袁逐步降低船舶产品的业务比
重袁并取得一定成效遥 其旗下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已开始按照野造船尧修船和海工产能相互转
换冶的策略袁对内部资源进行调整曰渤海船舶重工有
限责任公司正通过大力发展非船业务尧进入超大型
集装箱船和液化石油气渊LPG冤船等高技术船舶建造
领域袁应对船市低迷曰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则计划优先发展修船和配套业务袁以填补未来在
造船业务上可能出现的产值缩减缺口遥

地方和民营骨干船企也在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

度遥 扬州大洋造船有限公司制定了野苦练内功尧勇闯
难关冶的策略袁主动推进人员优化工作袁放慢生产节
奏袁降低企业营运成本遥 尤其是通过强化 8小时工
作制袁使该公司每月电费从之前的 1100万元降低到
现在的 800万元遥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则采取
野关尧停尧并尧转冶举措袁压缩造船能力袁确保了主要造
船生产线的正常运转遥

其次袁加强创新袁创造需求遥 市场低迷袁船东下
单意愿不强袁不少船企开始深入研究船东需求袁主动
优化和开发船型袁既为船东创造了需求袁又满足了自
身生产需要遥

船企普遍加大了产品研发力度遥 两大船舶集团
公司所属设计院所和造船企业积极推出系列优化船

型设计方案袁 努力研发高技术船舶袁 为接单创造机
会遥 如袁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原有船
型进行线型优化尧 选用新型节能主机等措施推出的
新款 MR型 50000吨级化学品/成品油船袁在航速为
14.5 节时日油耗仅 24.9吨袁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
力遥 同时袁 民营船企也针对后金融危机时代航运市
场需要节能尧低排放和大容量船舶的特点袁对现有船
型进行了技术创新和升级改进遥

此外袁一些船企还通过涉足贸易尧船舶租赁尧融
资等业务领域袁 为自身创造需求遥 中船集团公司成
立的中国船舶渊香港冤航运租赁有限公司袁将通过广
泛开展船舶租赁尧海上运输尧船舶买卖尧船舶管理尧投
资尧船舶及海工装备技术引进等业务袁提高国际竞争
力遥 金海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野融资租赁+造船冶尧
野光船租赁+造船冶等营销手段袁吸引船东下单遥 扬州
大洋公司成立了贸易公司袁通过对外租赁船舶尧改造
船舶等方式来为自己创造需求遥 扬子江船业利用企
业现金流充足和银行授信额度大的优势袁 在创造市
场新需求的同时帮助船东解决融资问题遥

期待助力 破除障碍

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袁船企的努力固然重要袁但
有些困难并非企业自身能够解决袁 特别需要中央政
府尧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等的支持遥

船舶工业具有资金密集尧产品周期长尧负债率高
的特点袁融资难尧融资成本高成为目前困扰船企发展
的主要问题之一遥 部分船企负责人呼吁袁 政府有关
部门应在企业换汇尧 融资等方面出台更加便利和优
惠的政策袁同时袁在促进人才引进尧产品研发尧品牌建
设尧兼并重组等方面拿出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遥

据悉袁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近期还将陆续召开海
工装备制造企业和船舶配套企业座谈会袁 以了解相
关企业发展情况袁 研究促进船舶工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袁推动叶船舶工业野十二五冶发展规划曳和叶海洋工程
装备中长期发展规划曳的落实遥 来源院叶中国船舶报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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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船舶买卖市场成交报告

中国船舶
交易价格指数 SSPI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7月市场报告

国内散货船买卖市场行情依旧低迷

受南方地区气温上升及国际煤炭价格上涨等因

素影响袁沿海煤炭运输需求回升袁带动国内沿海散货
运输市场好转遥而国内二手散货船买卖方面袁询盘虽
然有所增加袁但总体成交依旧低迷遥本月的询盘热点
主要还是集中在 10000至 20000载重吨之间的散货
船袁2000至 5000载重吨散货船仍有部分询盘袁而大
吨位船舶的求购盘依然没有增加袁次新船价格也在
不断下探遥

来自经纪人方面的消息袁一艘 10年造 5000载
重吨散货船袁以 760万左右的价格成交袁而另一艘 8
年船龄 1300载重吨散货船的成交价格在 130 万左
右遥20000至 30000载重吨船舶袁也开始出现了部分
急售信息袁一艘 23000 载重吨的半成品船袁以 3500
万左右的价格出售遥成交信息方面袁一艘 6 年船龄
14000左右载重吨散货船袁以 2300万左右的价格成
交袁另有一艘 5000载重吨散货船和一艘 4300 载重
吨散货船袁分别以 650万左右和 550万左右的价格
成交袁船龄均在 7年左右遥船厂方面袁目前 80000载
重吨左右的国际航线散货船袁新造船价格已经达到
2700万美元左右袁 据说该类船舶已有部分成交遥随

着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袁 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已毫
无悬念袁船厂和船东面对目前的形势袁根据自身情况
应迅速做出判断袁 毕竟奇迹出现的可能性已经微乎
其微遥

从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来看袁168期 5000吨
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指数为 683.40点袁该类船
舶价格下跌幅度缩小袁 未来再次大幅下跌的空间不
大曰16500 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下跌幅度也
不大袁主要由于该类船舶近期运费明显上升袁一定程
度上支撑了船价曰22500吨级 3 年船龄二手干散货
船跌幅相对较大袁较 167期下跌了 12.04点袁市场询
盘继续走低袁经纪人方面的报价也在不断下降遥

油船买卖市场表现差强人意

7月份油运市场运价起伏不大袁 但油船买卖市
场的行情却不尽如人意遥求购盘大幅减少袁出售盘则
有明显增加袁小吨位油船开始遇冷袁4000至 5000载
重吨新造成品油船难觅买家袁8000载重吨以上成品
油船袁 原来有计划购买该类船舶的船东纷纷放弃购
买遥据经纪人称袁温台地区某船厂有 6艘油船兼化学
品船被银行扣押袁吨位均在 9000载重吨左右袁这也
表明油运市场运力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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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运市场行情报告

7月市场报告

来自经纪人的消息袁 一艘 2011年建造的 8800
载重吨成品油船袁船级为国内 CCS袁报价 4900万遥另
有一艘新造 8500载重吨成品油船袁报价为 4750万遥
成交信息方面袁 一艘 85 年日本造并经过改装的
3500载重吨一级油船袁 以 600万左右的价格成交遥
求购 2000至 3000载重吨重油船的买家略有增加袁
但大部分买家还是要求购双壳结构袁而这类船舶在
市场上较为稀少袁如有实际需要的买家可考虑新造
或者次新船遥

虽然市场求购热情不断降低袁但大量的新造成
品油船价格依然较为坚挺袁船东纷纷表示如果不能
卖个好价钱就转为自用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油运市场运行平稳袁特别是成品油需求仍然旺盛遥尽
管如此袁随着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鼓励政策出台袁以
及广州市对机动车实行的限购政策袁种种迹象表明
国家对降低汽柴油消费量的坚定决心袁未来几年成
品油需求的增长恐怕会得到遏制袁也必将对油运市
场提出考验遥

从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来看袁168期 3000吨
级 5 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价格指数为 1081.02 点袁

从市场表现的情况来看曰3000吨级的重油船市场价
格跌幅有所减小袁 这与近期该类船舶询盘有所增加
有关曰50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价格指数继
续下跌袁接盘买家极少袁未来行情较为悲观遥

其他船舶买卖情况

本月有部分买家求购 100TEU至 500TEU左右
的集装箱船袁该类船舶价格近期有所下滑袁但国际上
大部分航线的运价仍然坚挺袁 因此该类船舶仍有一
定的市场遥5000载重吨左右集装箱或多用途船也有
买家求购袁 该类船舶目前的报价在 1100万左右袁船
龄以 7年左右居多遥

工程船方面袁 实装吨在 3000吨左右带跳板的
甲板驳船有较多询盘袁 国家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
或引来工程开工高峰袁 可对工程船市场产生一定利
好遥

船用钢板价格及废钢收购价格出现大幅下跌遥
这也使得部分船东拆解老旧船舶热情下降遥 根据目
前的经济走势袁钢材市场不断筑底袁使废钢船市场的
前景蒙上阴影遥

国内航运市场行情报告

国内沿海散货运输市场受煤炭运输回暖带动有

所反弹袁行情持续向好遥受持续高温影响袁民用电大
幅增加袁煤炭需求季节性上涨袁沿海煤炭运价明显回
升曰铁矿石需求虽未有明显改善袁受煤炭市场利好刺
激袁金属矿石运价微幅上涨曰粮食市场表现良好袁运
价略有上涨曰成品油价下调袁但需求低迷袁油运市场
仍延续疲软态势遥

干散货运输市场呈小幅上涨态势

煤炭运输市场运价明显回涨遥进入 7月以来袁沿
海地区气温急剧攀升袁在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下袁民
用电量大幅增加袁拉动了煤炭需求袁电厂机组开工率
运转负荷普遍升高袁电厂库存逐步下滑袁给原本极度

冷清的市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遥 据统计袁7月 23日
重点发电集团的电煤库存三个月来首次降至 1500
万吨以下水平遥电厂需要增补库存袁以保证其机组安
全运行袁平稳度夏袁因此袁派船积极性较前明显提高遥
由于近期国际煤价止跌回升袁国内煤价跌幅收窄袁国
内外煤价价差正逐步缩小袁 一定程度刺激了下游对
国内煤炭的采购热情遥 煤炭运输市场货源已出现好
转迹象袁随着港口办手续船舶的增多袁空泊现象亦有
所改变遥

尽管电厂日耗煤数量增加袁 但高库存使这些电
厂仍坚持野去库存冶行为袁影响了今年夏季用电及用
煤高峰时期沿海地区煤炭交易市场的活跃程度遥近
期货盘量有明显增加袁 但货主船东之间对价格分歧
仍较大袁询盘虽有增加袁但实际成交量增长不明显遥
尽管近两周市场行情好转袁运价持续小幅上扬袁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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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船 舶 交 易 价 格 指 数 SSPI
名 称 168期渊7.31冤 167期渊7.17冤 环比

船舶交易价格综合指数 818.85 821.90 引0.37%
5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683.40 684.30 引0.13%
16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771.01 773.24 引0.29%
22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939.03 951.07 引1.27%
3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 1081.02 1082.97 引0.18%
50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 1143.39 1149.05 引0.49%

7月市场报告

然尚未达到大部分船东的心理价位袁先前大批量的
停船袁丝毫没有野起锚冶的迹象遥目前航运市场供需失
衡的基本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袁供大于求
局面依旧非常严峻遥7月 27日袁秦皇岛至上海渊4-5
万 dwt冤 航线运价为 28.8元/吨袁 较 6月 29日上涨
4.2 元/吨曰秦皇岛至广州渊5-6 万 dwt冤航线运价报
36.8元/吨袁较 6月 29日上涨 3.4元/吨遥

沿海金属矿石运输市场受煤炭市场好转带动袁
运价微幅上扬遥钢材市场行情愈发惨烈袁业已进入传
统的季节性需求淡季袁终端行业用钢需求大幅度减
少袁房地产尧造船尧汽车尧机械加工等下游产业需求愈
发疲软遥资金链紧张袁加上市场低迷袁钢价下跌袁使得
钢厂为了降低风险把矿石库存维持在低位袁并且更
愿意采购现矿袁即用即买袁从而使得进口铁矿石需求
弱势袁行情短期内很难扭转遥目前部分钢厂为控制生
产开始陆续停炉检修袁但对于下游钢材市场供需严
重失衡的影响相对微弱袁铁矿石需求不减袁沿海铁矿

石运输总体平稳遥
粮食运输市场表现良好袁呈小幅上涨态势遥一方

面南方粮食价格依旧平稳袁另一方面袁北方新粮 9月
即将上市袁贸易商急于清空库存陈粮袁发货积极性增
加袁沿海货源较前期增多袁北方粮食呈现量价齐升的
态势袁装船数量高位运行袁粮食运价略有上涨遥7 月
27日袁 大连/锦州至广州 渊2-3万 dwt冤 航线运价为
34.3元/吨袁较 6月 29日上涨 1.8元/吨遥
原油及成品油运输市场延续疲软态势

7月 11日国家发改委宣布下调成品油价格袁汽
油每吨降价 420元袁柴油每吨降价 400元袁给原本正
处于观望调整期的成品油市场注入了一针 野强心
剂冶遥然而目前终端需求依旧较为低迷袁利好利空交
织袁大部分贸易商不看好后期市场袁都在持续观望袁
不愿出手交易遥油运市场的颓势已经凸显袁需求无法
提振袁而运力过剩现象则愈发严重袁行情难以好转遥

渊上紧接第 20页冤所有重要的文件都应双方书面确
认曰 建立和保持完整的档案袁 对双方往来函电尧 船
东违约尧 供应品拖期尧 变更和不可抗力等情况保持
完整的文字记录袁 并对这些情况及时向船东提出主
张遥 船厂应按标准要求和规定程序认真做好每一项
目施工和报检准备工作袁 对船东建造代表在验收过
程中提出过高或不合理需求袁 或故意不予配合报验
的袁 可不必过于软弱袁 如经船级社确认符合要求
的袁 可直接进行下一道工序袁 并保留充足证据遥 对
于重要的验收项目袁 应申请船检尧 设备供应方等多
方在场验收袁 必要时还可以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公

证检验和见证遥 船厂应以规范标准为依据袁 做好相
关的验收记录遥 对涉及争议项目应拍照保存袁 各种
试验记录尧 验收记录相关方签名确认遥 船东代表提
出问题和观点也应详细保留在记录中遥 总之既要防
范于未然袁 更要主动应对袁 化解可能发生的各种风
险遥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船舶业袁 如何应对交船
难造成的法律风险袁 确保订单的安全性应成为当前
造船企业首要的任务遥 造船厂只有警惕以上交船难
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袁 力求主动袁 尽量保质按期交
船袁 才能有效避免不被罚款尧 不被弃船的风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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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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
756
524
3306
2957
6235
5769
7491
7266

引0.25%
引0.13%
引0.76%
尹1.50%
引0.27%
引2.13%
引1.30%
引1.90%
引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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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265
191
1776
1132
723
2885
2307
4385
4018

尹3.53%
尹0.38%

寅
尹0.68%
引0.09%
引0.28%
引0.31%
引0.52%
尹1.58%
尹0.20%

7月市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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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I 指 数 走 势 图

波罗的海交易所每日最新航运指数信息及每日成交量报告袁我们每日通过 E-mail向会员免费发送遥

BDI指数行情综述

BDI一路下探 各船型指数调整

7月市场报告

(7.16-7.27)

本期袁BDI指数直线下探袁 从上期的 7月 10日
开始已经连续 14个交易日出现下跌遥 而其他各船
型指数均出现调整袁国际海运市场弥漫着萧条的气
息遥 截止 2012年 7月 27日袁BDI报收于 933点袁较
上期渊7月 13日冤下跌 15.95%遥 海峡型指数 BCI一
路飘绿袁大西洋和东半球市场均表现不佳遥 巴拿马
型指数 BPI走势同样不佳袁太平洋区运费不断下滑袁
横大西洋业务波澜不惊遥 超灵便型船指数 BSI以及
灵便型船指数 BHSI也出现大幅调整袁 市场亮点有
限袁询盘量不断减少遥

来看具体船型指数袁 截止 7月 27日袁BCI尧BPI尧
BSI和 BHSI指数分别报收于 1209点尧1031点尧1069
点和 602点袁分别比上期渊7月 13日冤下跌 8.40%袁下
跌 14.23%袁下跌 16.94%和下跌 13.01%遥 海峡型船指
数 BCI连续下跌袁运力过剩现象仍然严重袁东半球市
场表现糟糕袁但有部分期租货盘成交曰巴拿马型船指
数 BPI进入调整袁除了南美市场表现尚可袁其他区域
成交稀少曰 超灵便型指数 BSI和灵便型船指数 BHSI
出现大幅下跌袁 东南亚矿石货盘继续减少袁 运费下
跌遥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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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7月 31日上午袁金海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号码头彩旗飞
扬尧锣鼓喧天袁该公司为卫丰船务有限公司建造的 7.96万吨散
货轮 J0029船在这里隆重举行命名交付仪式遥 船东代表尧CCS
船检尧金海重工干部员工等 300余人参加了仪式遥

该船被命名为野衛和冶号袁属巴拿马型散货轮袁船体总长
222.84米袁型宽 32.26米袁型深 20.25米袁结构吃水 14.62米遥
野衛和冶 号是金海重工与卫丰船务有限公司携手建造的第一
艘船舶袁标志着双方友谊的美好开端遥该船的顺利交付袁为今
后双方深化合作领域和合作层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今年以来袁金海重工面对持续低迷的船舶市场袁紧紧依
托海航集团综合优势袁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和流程袁强化全面
质量管理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袁船舶制造和生产水平得到不
断提升袁上半年已成功交付船舶 21艘袁位居国内外船舶企业
前列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遥

渊由金海重工莫雅君 供稿冤

7月 23日消息袁金海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从英国 Graig集团获
得了 3 +3 艘 野MARLIN 2000
Blue冶 型 2000TEU 支线集装箱
船订单遥

据悉袁中国进出口银行及欧
洲的一家大银行将提供船舶融

资服务袁合同中确定的前两艘船
舶预计交付时间为 2013年 8月
份和 9月份袁另外一艘将在 2013
年年底交付遥眼下船东公司对这
些新造船的包租合同进行了协

商袁协商进展的相当顺利遥另外袁
该船型是由 Graig公司与Wartsila尧挪威
船级(DNV)共同开发设计的袁燃料效率
提高 30%遥

据了解袁去年 6月底袁Graig公司与
金海重工签署过 26 艘 2000 箱集装箱
船建造意向书 (LOI)袁当时宣布的生效
订单为野3+3冶艘遥因造船市场不景气袁时
隔 1年多双方又才正式签署了 3+3 艘
新船建造合同袁 目前还剩下 20艘船舶
订单未生效遥 据业内人士估计袁目前市
场上该船型的价格应该在 3000万美元
以下遥

金海重工 7.96万吨
散货轮野衛和冶号顺利交付

欧华造船为希腊 Thenamaris 公司建造的
4800TEU 系列首制船 648船在加工 5 号车间开

工点火袁 欧华造船总经理助理南相福尧 加工部经
理孙在源等出席了开工仪式遥

4800TEU系列船总长为 250.00m袁 型宽 37.3
m袁 型深 19.60 m袁 干舷吃水 12.50袁 载重量
48袁 200T遥 该船为双底双壳袁 单浆单舵 渊半悬
挂舵冤袁 含艏侧推曰 无限航区袁 包括经过苏伊士
和巴拿马运河袁 1A冰区曰 整船分为艏部尧 6 个
中间货舱尧 一个中间的燃油舱在四五号货舱之
间尧 在上建后面有一个 7号货舱以及机舱和艉尖
舱遥 该系列船船号为 648尧 649袁 按照目前的生
产计划袁 首制船 648预计于明年中旬交付船东遥

欧华造船 4800TEU系列首制船开工点火

金
海
重
工
获6

艘2000TEU
集
装
箱
船
订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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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指南

国务院近日正式印发叶野十二五冶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规划曳(国发也2012页18号袁以下简称叶规划曳)遥

叶规划曳全面总结了野十一五冶时期交通运输发展
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袁深入剖析了现阶段发展
的现实基础和形势要求袁提出了野十二五冶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发展的指导思想尧原则尧目标尧任务和政策
措施遥 叶规划曳体现了国家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
战略方针袁是指导野十二五冶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
的纲领性文件遥

叶规划曳指出袁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基础遥 野十二五冶时期是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网
络完善的关键时期袁是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
要时期袁 也是深化交通运输体制改革的攻坚时期遥
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要以邓小平理论和野三个代
表冶重要思想为指导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加
快转变交通发展方式袁实现各种运输方式从分散尧独
立发展转向一体化发展袁初步形成网络设施配套衔
接尧技术装备先进适用尧运输服务安全高效的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袁总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
行需要遥

叶规划曳要求袁野十二五冶时期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的发展要秉承安全质量尧合理布局尧优化结构尧适度
超前尧讲求效益尧绿色发展尧多元投入尧改革创新的发
展原则袁强化对交通运输的资源特性与优化配置要

求袁 加强对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运输安全可靠
性的关注袁坚持安全尧综合尧协调尧可持续发展遥

叶规划曳提出袁野十二五冶时期袁构建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主要有九大目标和五大任务袁 以基本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要求为根本袁 以引导各种运输方式和各区
域运输能力协调发展为目标袁 以促进交通运输可持
续发展为动力袁从完善区际交通网络尧建设城际快速
网络尧强化城市公共交通尧推进农村交通建设尧发展
综合交通枢纽尧 衔接内地港澳交通等方面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袁 有效整合交通资源袁 提升技术和装备水
平袁提高运输服务水平袁构建覆盖全国尧布局合理尧结
构优化的综合交通网络袁 发挥运输的整体优势和集
约效能袁以总体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遥

叶规划曳还明确了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
政策措施袁一是深化交通管理体制改革袁加快建立综
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曰二是加强交通法律法规建设袁
研究修订或推动制定一批法律法规袁 研究提出促进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意见曰 三是推动交通领域科技
创新袁提高交通运输设施尧装备尧管理等技术创新能
力曰四是拓宽交通投融资渠道袁探索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的新型投融资模式曰 五是健全交通技术标准
体系袁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曰六是强化叶规
划曳对交通建设项目等的指导袁增强叶规划曳的执行力
和约束力遥

为减少船舶防污漆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

和人体健康的影响袁环境保护部首次发布了叶环境标
志产品技术要求船舶防污漆曳标准袁该标准将于 10
月 1日正式实施遥

该标准对船舶防污漆中的禁用物质尧有害物限
量和使用说明书作出了要求袁规定了船舶防污漆类
环境标志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尧基本要求尧技术内容及
检验方法袁适用于各类船舶防污漆遥

该标准列出了船舶防污漆中禁用的物质袁包括乙

二醇醚及其酯类尧烷烃类尧酮类尧卤代烃类尧醇类尧硅盐
酸类渊石棉类冤等六大种类的具体禁用物质遥其对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渊VOC冤尧甲苯+二甲苯+乙苯尧苯以及可溶
性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限量也进行了明确规定遥 对船
舶防污漆中的活性物质袁 该标准明确提出禁止使用滴
滴涕渊DDT冤尧汞袁同时对锡的总含量以及铜离子渗出率
渊稳定状态冤进行了具体规定袁要求产品中的活性物质
应为低风险物质袁并列出了具体清单袁要求企业在使用
不在清单范围内的活性物质时对比进行评价遥

环保部院叶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船舶防污漆曳标准

国务院正式印发叶野十二五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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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出售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444 载货量 867 吨袁 主尺度 53.9伊
8.38伊4.25 米袁 满载吃水 3.60
米袁 主机型号淄博 Z6170袁 主
机功率 218千瓦袁 2002年 7月
温岭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120
万

ZJ452 载货量 965 吨袁 总吨 499袁 主
尺度 52.80伊8.80伊4.15米袁 满载
吃 水 3.55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6190ZCl -2袁 主机功率 218 千
瓦袁 2004年 8月宁海建造袁 船
级 ZC袁 报价 150万

ZJ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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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C袁 价格面议

ZJ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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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型号无锡袁
主机功率 1765 千瓦袁 2008 年
12 月三门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
格面议

ZJ471 载货量 11000 吨袁 总吨 6862袁
净吨 3842袁 主尺度 133.75 伊
18.30伊10.20米袁 满载吃水 7.85

货 船
米袁 主机型号陕柴 6PC1-6\2L袁
主机功率 2850 千瓦袁 2007 年
11 月湖南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
价 1800万

ZJ479 载货量 13394吨袁总吨 8619袁净
吨 4826袁主尺度 137.20伊20.40伊
10.80米袁 满载吃水 8.05米袁主
机型号中策 GN8320ZC14B袁 主
机功率 2970千瓦袁 2009 年 11
月舟山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2600万

ZJ446 载货量 16583吨袁 总吨 10597袁
净吨 5934袁 主尺度 145.00 伊
22.00伊11.80米袁 满载吃水 8.80
米袁 主机型号 8PC2-5L袁 主机
功率 3824 千瓦袁 2005 年宁波
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447 载货量 18600吨袁 总吨 11554袁
净吨 6470袁 主尺度 157.50 伊
22.00 伊11.80 米 袁 主机 功 率
3552 千瓦袁 2010 年 10 月乐清
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445 载货量 20500吨袁 总吨 12517袁
净吨 7009袁 主尺度 158.00 伊
22.60伊12.15米袁 满载吃水 8.90
米袁 主机型号陕柴袁 主机功率
3380 千瓦袁 2011 年浙江建造袁
双底双壳 袁 船级 ZC袁 报价
5800万

ZJ469 载货量 23000吨袁 总吨 15519袁
净吨 7457袁 主尺度 159.40 伊
24.40伊14.00米袁 满载吃水 9.8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MAN BNW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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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35MC袁主机功率 5180 千瓦袁
2012年浙江建造袁 船级 BV袁带
3台克令吊袁报价 6560万

ZJ470 载货量 28000吨袁 总吨 17107袁
净吨 9579袁 主尺度 162.80 伊
25.60 伊14.60 米 袁 满 载 吃 水
10.55 米袁 主机型号 MD-MAN
BNW 6S35MC袁 主机功率 4440
千瓦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451 载货量 50000吨袁 总吨 28956袁
净吨 16215袁 主尺度 189.98 伊
32.26 伊16.30 米 袁 满 载 吃 水
11.20米袁 主机型号 MAN BNW
6S46MC -C8袁 主机功率 8280
千瓦袁 2012年台州建造袁 船级
国内 CCS袁 报价 1.65亿

ZJ450 集装箱船袁 载货量 4830 吨袁
总吨 4171袁 净吨 2335袁 主尺
度 84.88伊15.80伊6.01 米袁 主机
型号 Z8170ZLC-8袁 主机功率
1200千瓦袁 2010 年江苏建造袁
船级 ZC袁 可装 251TEU袁 报价
950万

ZJ476 多用途船袁 载货量 6151 吨袁
总吨 4192袁 净吨 2347袁 主尺
度 111.90伊16.00伊7.60米袁 满载
吃水 5.95 米袁 主机型号陕西
8DKM-28袁 主机功率 2500 千
瓦袁 2005 年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可 装 411TEU袁 报 价

1250万
ZJ455 散装水泥船袁 载货量 1560吨袁

总吨 993袁 净吨 556袁 主尺度
58.00伊14.00伊4.20 米袁 满载吃
水 3.30 米 袁 主机型号潍坊
R6160ZC-1袁 主机功率 255 千
瓦 (两台)袁 2004 年 7 月建造袁
报价 350万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424 载 货 量 1000 吨 袁 主 尺 度

53.00伊9.20伊4.15米袁 满载吃水
3.60 米袁 主机型号潍柴 6200袁
主机功率 735千瓦袁 2009年建
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480万

ZJ344 载货量 3502 吨袁 总吨 2246袁
净吨 1257袁 主 尺 度 88.10 伊
13.50伊6.50 米袁 满载吃水 5.70
米 袁 主机型号 G6300ZC18B袁
主机功率 1323 千瓦袁 2006 年
江西建造袁 一级油船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343 载货量 4801 吨袁 总吨 2829袁
净吨 1584袁 主 尺 度 99.87 伊
14.20伊7.10 米袁 满载吃水 6.10
米袁 主机型号广柴 6320ZCd-
6袁 主机功率 1545 千瓦袁 2006
年江西建造袁 一级油船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420 载 货 量 7000 吨 袁 主 尺 度

117.75伊17.60伊8.70米袁 满载吃
水 6.80 米 袁 主机型号广柴
8320袁 主机功率 2060 千瓦 袁
2012 年江苏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价格面议

ZJ467 载货量 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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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0ZCd-8袁 主
机功率 2206 千瓦袁 2012 年建
造 袁 船级国内 CCS袁 双底双
壳袁 报价 4800万

油 船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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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459 5500M3耙吸式挖泥船袁 载货量
5500 吨 袁 总吨 5118袁 净吨
1535袁 主尺度 95.20 伊19.00 伊
8.00米袁 满载吃水 6.00米袁 主
机型号X8320ZC-2B袁 主机功
率 2795 千瓦 (两台)袁 2009 年

其 他 船 舶

ZJ473 载货量 8675 吨 袁 总吨 5614袁
净吨 3143袁 主尺度 129.65 伊
17.50伊9.40 米袁 满载吃水 7.00
米袁 主机型号广柴 8320ZCD-
8袁 主机功率 2260 千瓦袁 2011
年浙江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报价 4900万

ZJ441 载 货 量 12000 吨 袁 主 尺 度
119.90伊20.00伊11.50 米袁 满载
吃 水 8.5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8N330-EN袁 主机功率 3310 千
瓦袁 2012 年宁波建造袁 船级
CCS袁 双底双壳袁 报价 1.2亿

ZJ427 化学品船袁 载货量 1878 吨袁
总吨 1098袁 净吨 600袁 主尺度
63.10伊10.80伊5.65 米袁 满载吃
水 4.72 米 袁 主机型号淄博
8300ZLCZA袁 主机功率 735 千
瓦袁 2007 年台州建造袁 报价
700万

ZJ478 8 类化学品船 袁 载货量 2010
吨袁 主尺度 69.80伊10.80伊5.50
米袁 满载吃水 4.72米袁 主机型
号 8300ZLCZA袁 主机功率 735
千瓦袁 2007年台州建造袁 船级
ZC袁 双底双壳袁 报价 650万

上海建造袁 船级国际 CCS袁 报
价 1亿

ZJ449 3500m3耙吸式挖泥船袁 载货量
3500 吨 袁 总吨 2984袁 净吨
884袁 主尺度 88.50伊15.00伊6.80
米袁 主机功率 2646 千瓦 (两
台)袁 2005 年舟山建造袁 价格
面议

ZJ448 3500m3 绞吸式挖泥船袁 总吨
2110袁 净 吨 633袁 主 尺 度

98.00伊18.00伊5.20 米袁 2009 年
广东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
议

ZJ454 6000方绞吸式挖泥船袁 主尺度
102.30伊20.40伊5.02 米袁 满载吃
水 3.50 米袁 2012 年 2 月浙江
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价格面
议

ZJ401 非自航甲板驳船袁 载货量 1976
吨袁 总吨 1010袁 净吨 848袁 主
尺度 68.30伊15.00伊3.60 米袁 满
载吃水 2.60 米袁 2003 年 4 月
浙江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380
万

ZJ389 自航甲板驳船袁 载货量 5600
吨 袁 总吨 2979袁 净吨 1668袁
主尺度 88.80伊23.00伊5.50 米 袁
满载吃水 4.40 米袁 主机型号
8300ZLCA袁 主机功率 2200 千
瓦 (两台)袁 2010年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2500万

ZJ466 12000 马力多用途拖轮 袁 总
吨 3214袁 净吨 964袁 主尺度
78.00 伊18.00 伊7.80 米 袁 满载
吃水 6.50 米袁 主机型号广柴
8320ZCD -8袁 主机功率 8824
千瓦 (四台 )袁 2012 年舟山建
造 袁 船级 国际 CCS袁 报 价
1.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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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求购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85 求购 900 吨沿海散货船袁 船龄
2006-2010 年袁 船价 100 万左
右遥

ZJ084 求购 500 吨左右干货船袁 船龄
要求 2000-2010年遥

ZJ083 求购 5000 吨多用途船袁 要求
舱内可装 130-140TEU袁 集装
箱船也可袁 要求 2005 年以后
建造遥

ZJ081 求购 5000 吨散货船袁 船龄要
求 2008 -2009 年 袁 船价要求
800万以下遥

ZJ068 求购 5000 -10000 吨散货船 袁
要求新船袁 CCS船级遥

ZJ056 求购 5000 吨散货船 袁 要求
CCS级袁 船龄越新越好袁 价格
便宜遥

货 船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77 求购 2000-2500吨单壳成品油
船袁 船龄要求 2005-2012年遥

ZJ071 求购 2000 吨一级加温油船袁
船龄要求 2007-2012年袁 要求
双底双壳袁 国内 CCS船级遥

ZJ070 求购 5000 吨油船袁 船龄要求
2003-2008 年袁 双机尧 平底尧

油 船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78 求购非自航平板驳袁 甲板驳袁
趸船都可以袁 带登陆跳板的最
好袁 要求长度 70-90米遥

ZJ067 求购 3000 吨自航甲板驳袁 要
求型深在 4米以下袁 前面带跳
板袁 运矿石袁 可租可买遥

ZJ065 求购 1000 吨甲板驳袁 船龄要
求 2007-2012年袁 自航非自航
驳船均可遥

ZJ072 求购非自航驳船袁 要求长 110
米左右尧 宽 30 米左右袁 船龄
2002-2007年遥

ZS065 求购 1000 吨甲板驳船袁 船龄
要求 2007-2012年袁 自航非自
航驳船均可遥

ZS062 求购 1000 -1600 吨开体泥驳
船袁 要求价格便宜遥

其他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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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8 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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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柴油袁 不带加温也可遥
ZJ086 求购 3000 吨油船袁 要求 2008

年以后建造袁 双底尧 单壳尧 船
级 CCS最好遥

ZJ064 求购 2000-3000 吨双底双壳一
级油船袁 冰区加强袁 近洋航
线遥

船舶信息

17

http://www.csi.com.cn


视 点

姻 订单减少遭遇交船难
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动荡下行袁

素有全球经济风向标之称的世界航运业遭受前所未

有的寒冬遥2012年 2月波罗的海指数渊BDI冤创 25年
来新低袁仅为 647 点遥以散货运输市场为例袁预计
2012年世界大宗散货的海运贸易量约为 38.04亿载
重吨袁同比仅增长 4.7%袁而国际干散货船总运力将
达到 7.13 亿载重吨袁同比增长 14.9%袁新增运力无
法被市场消化袁大量船舶停运或以远低于成本运价
运营袁造成了大多数航运企业严重亏损遥国际经济不
景气和严重的运力过剩导致航运市场持续低迷袁对
已形成巨大产能的造船行业造成严重冲击袁大多数
造船企业效益整体下滑遥中国造船企业从 2011年初
开始新船订单明显减少袁国内骨干船厂新接大型船
舶订单少得可怜袁新船价格也大幅下滑袁以 23 万吨
矿砂船为例袁2008年前签订合同价格约 8千多万美
元袁而 2012年价格仅 5千多万美元遥

当前许多造船企业面临人工成本尧原材料成本尧
融资成本不断攀升以及人民币升值造成的汇兑损

失尧造船成本大幅增长等困难遥同时袁船舶建造周期
长袁建造过程占用大量资金袁导致资金流动困难遥近
期国内金融机构放贷收缩袁船厂经常会出现资金阶
段性不足的问题遥而船东融资难问题加剧袁导致新船
合同的预付款比例大幅降低袁付款的及时性受到影
响袁从而导致船厂生产资金不足的矛盾加剧遥这些因
素都可能导致船舶建造周期延长甚至船厂不能如期

交船遥另外袁造船和航运市场处于低位袁各方都可能
为商业抄底而进入船市袁此时破产尧兼并尧合并尧重

组尧合同转让尧变更等变化都会对正常的船舶建造周
期带来一定影响或干扰袁 从而对造船合同的实施造
成影响遥

姻 船东的野故意冶应引起重视
交船难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船东遥 面对严

峻的航运形势袁大多数正规尧国有航运公司都会通过
各种有效方法来积极应对袁 但有一些民营小航运公
司和个体船东袁他们会找寻各种理由袁拒绝按期接船
甚至弃船遥特别是几年前航运和造船市场火的时候袁
少部分投机者高价下了一批新造船订单袁 希望借机
炒一把袁结果运气不好袁遇到野船市冶探底遥这部分船
东主观上希望延期交船尧撤单或弃船遥

造成部分船东产生这种心态的主要原因袁 一是
船东财务资金出现问题遥在当前银行收紧银根尧提高
贷款难度和利率等情况下袁 许多船东筹资困难或融
资成本增大袁加上经营收入远少于预期袁使部分船东
无法按原来合同预定时间筹集到新造船资金遥 二是
部分船东对航运经营前景看淡遥 他们认为若按当前
运价行情和运营成本袁加上油价上升尧员工工资上升
等因素袁 预计接船后肯定会亏损严重遥 在上述情况
下袁为了转嫁风险袁部分船东会采取一些做法院如想
办法弃船袁 这主要是资金出现困难的船东所倾向的
选择曰或者要求重新谈合同价袁因为船东下单时袁往
往确定了船型并下了多艘船的订单袁 但现在船价下
跌了袁若继续按原合同价格建造会很亏袁船东就想方
设法向船厂提出特殊要求袁采取一些措施袁创造条件
迫使船厂重新谈价或让步曰或者延期接船遥这些船东
不想违约袁但由于暂时没有货源袁若船出厂反而要找

警惕交船难背后的玄机
航运形势持续低迷袁船东经营困难加剧袁前几年高价新造船订单的压力进一步放大袁部分船东延迟

接收新船甚至弃船的苗头已经出现袁故意拖延船期甚至刁难船厂的现象时有发生袁造船厂面临交船难的
困境遥 那么袁船东们的心态和做法是什么钥 造船厂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和后果袁如何积极应对交船难呢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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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码头或锚地停泊袁支付船员工资等额外支出袁所以希
望拖一段时间再接船遥

姻 船厂面临交船难的几种情况
1尧部分船东利用公约法规新要求实施来达到弃

船目的遥SOLAS 公约规定在 2012 年 7 月 1 日以后
完工交船的 500总吨及以上的国际航行船舶的压载
舱都需满足符合新涂层性能标准渊PSPC冤遥该标准要
求船舶建造一开始和全过程都需加以控制和实施袁
船舶建造后期几乎无法重新满足此要求遥然而据统
计袁截至今年 2月份在中国境内船厂仍约有 198 艘
约合 391万总吨在建船舶未实施 PSPC要求袁 故须
在 7月 1日前交船袁否则不能从事国际航行袁船舶将
失去原有价值遥一些签订此类船舶合同的船公司为
了达到减少损失的目的袁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方法来
设置障碍以阻止船舶在 7月 1日前完工交付袁从而
以船厂违反了合同为由袁达到弃船的目的遥这类船东
往往会指令驻造船厂的监造代表不配合建造进度袁
故意找出一些技术问题要求返工或不派人参加试

验袁导致船舶交付时间超过 2012年 7月 1日袁迫使
船厂无法满足监造合同遥这样袁船东就能通过法律诉
讼手段达到弃船尧获得赔付尧减少损失的目的遥

2尧部分船东利用合同条款来弃船或获利遥目前
大多数正在建造的船舶都是两三年前签订的合同袁
当时签订的建造价格一般都比当前市场价格高出三

分之一甚至更多遥同时袁面临航运低迷尧货源不足尧运
价低廉的市场形势袁船东如果遵守原有合同继续投
入资金造船的话袁就很难回收成本遥在这种情况下袁
部分以投机为目的的船东势必不愿意遵守原来建造

合同遥这类船东有的希望通过谈判尧签订补充合同等
方法让船厂降低造价袁更有甚者袁若船厂不同意让步
就用各种手段制造麻烦袁造成船舶无法按期建造袁迫
使船厂违反合同延期交付袁这样船东就可以通过原
合同约定的延迟交付罚款的条款获得补偿遥有的船
东由于前期支付的首期合同款比例较小袁就采用拖
延或不支付后期建造阶段款袁甚至终止合同弃船袁使
船厂蒙受巨大损失遥这种案例在一些中小船厂已发
生多起遥

3尧有些船东对尚未开工建造的船舶提出改型要
求遥在签订合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袁有的船东将原来
签订的散货船改为同样吨位的油船袁有的甚至要求

将原拟建造的船舶改成吨位更大或扩大航区的新船

型遥这种例子在个别船厂已经发生遥此情况是双方妥
协和变通的结果袁尽管最终达成一致袁但船厂利润大
幅缩水遥

4尧部分船东利用技术标准要求达到目的遥部分
造船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袁 采用质量水平较低的材料
和产品袁造成船舶质量不稳定曰个别船厂技术力量不
足袁对技术理解有偏差袁即使建造的是技术难度相对
不大的散货船袁 建造质量也会出现达不到合同规定
要求的现象曰 个别船厂为了减少管理费用袁 疏于管
理袁造成质量下降遥这些行为正中船东的下怀袁船东
就可能利用船厂在技术和质量上的一些不足袁 在验
收中找出船舶存在的质量问题和不足袁 甚至对一些
合同中没有明确标明验收标准的设备和项目袁 更是
随心所欲提出苛刻要求袁使报检项目不能顺利通过袁
造成船舶建造周期延长尧成本增大袁最终迫使船厂做
出经济让步遥这不仅使船厂遭受经济损失袁更重要的
是严重影响了中国造船业的整体声誉遥

姻 交船延误的法律风险
在航运市场极度萧条及船东资产大幅缩水等因

素作用下袁 我国船厂手持船舶订单的安全性遭遇严
峻挑战袁船舶撤单情况时有发生遥据不完全统计袁最
近两三年我国船厂遭遇订单取消近百艘袁 很多合同
无法继续袁身陷法律纠纷中遥一旦出现船舶延期交付
情况袁船厂必然会面对各种法律风险和后果遥主要法
律风险有院违约罚款尧法律诉讼经济补偿尧船舶被弃
或船舶被拍卖等情况遥

违约罚款遥 延期交船袁 船厂需承担直接经济赔
偿袁按合同约定罚款数额支付违约费用遥如果在可接
受范围内袁船厂直接赔付船东了事袁避免法律诉讼遥

法律诉讼经济赔偿遥对于有意弃船的船东袁就不
满足于少量违约罚款了遥特别是出现不能满足 2012
年 7 月 1 日国际公约关于 PSPC 新要求的情况发
生袁问题将非常严重袁因为这艘船可能是一艘废船袁
面临的法律纠纷不可避免遥另外袁由于造船项目的复
杂和多变性袁 且会涉及银行抵押或融资方等多方利
益袁 合同履行过程也可能存在漏洞或有利于船东的
条款被船东利用袁从而为船东拖延接船尧弃船等提供
了一定的操作空间遥 部分船东正是利用一些合同上
的不对等条款和船厂延期交船的事实袁 提出巨额罚

19



款或赔偿要求遥这种情况双方往往无法达成一致袁需
进行法律诉讼对簿公堂遥

船舶被弃或被拍卖遥在法律诉讼中可能最终会
判定对那些延误交船的船舶进行拍卖遥一旦出现船
舶拍卖的判决结果袁往往原船东有优先权袁且拍卖价
格一般会略低于当前市场价格袁如原船东有意继续
接手此船舶袁会用远低于原合同价格拍得袁这样原船
东如愿以偿袁而船厂损失巨大遥

即使部分船东仅仅为了拖延一段时间交船袁减
少船舶按时出厂后产生停泊和船员工资等费用袁航
运市场好转后他们也会再接船遥这种情况船厂一般
都会妥协予以满足遥尽管没有给船厂带来较大的经
济损失袁但也会影响到船厂生产进度袁长时间占用船
坞和码头袁可能导致船厂生产进度混乱遥

无论面对何种法律风险袁船厂不但需花大量人
力尧财力袁而且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袁很难收集造成建
造延误的各种有利证据袁在法律诉讼中败诉的可能
很大袁这无疑会加大船厂的经济损失风险遥

姻 船企的应对之策
面对可能面临的交船难风险袁造船企业采取有

效的应对措施袁最大限度地规避法律风险袁使自己立
于不败之地袁是当前应认真思考的问题遥以下一些对
策建议袁可供参考遥

1尧密切关注船东接船意向袁避免矛盾激化遥船厂
应及早发现和重视船东故意拖延船期的问题袁一旦
发现船东存在这种倾向时袁应尝试主动进行深入沟
通袁在坦诚友好尧互相谅解尧互相支持的基础上袁尽可
能协商处理袁避免矛盾激化遥

2尧书面确认因船东提出的修改要求所导致建造
成本和交船时间增加遥在船舶建造过程中袁个别船东
根据自身喜好往往会提出大量的修改要求袁如更改
设计尧增减设备尧更换材料等袁这些修改不仅会增加
船厂的成本袁同时也会给造船进度带来影响袁致使船
厂不能按时交船遥所以袁在船东提出修改要求时袁就
此导致的额外成本及延长的交船时间袁船厂应与船
东进行书面确认袁明确由此带来的工期和价格影响袁
以成为延期交船和增加成本的理由遥

3尧注意收集非自身原因造成延迟交船的相关证
据袁特别是如下一些情况院一是建造合同中船东指定
的一些材料和设备的供货商或生产厂出现供货延期

或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袁从而造成船舶建造周期延误曰
二是船东指定的设计方未按期交付图纸或由于船东

未能及时提出图纸审阅意见袁 导致船厂不能按时完
成详图的设计工作袁从而造成建造时间损失遥收集好
这些相关证据都可作为减免船舶延期交船罚款的有

利条件遥
4尧防止建造质量差成为船东弃船的借口遥建造

质量问题是船东弃船野借口冶的首选理由遥船东会暗
示船东驻厂代表故意在验收过程中严格检查袁 甚至
吹毛求疵袁导致二次或三次验收袁拖延时间袁或指派
有关专业人员对船舶进行检验袁 出具对船厂不利的
质量检验报告遥船厂对此必须据理力争袁留下质量符
合要求的证据遥同时袁始终坚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遥
无论市场如何变化袁 对质量的要求和坚持始终是船
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之道遥 在船舶建造施工过
程中要严格按规范尧 标准要求控制好质量袁 加强管
理袁注重细节袁严把设备采购质量关曰其次要严格按
照合同的规定及相关规范来施工袁 按照相关程序规
定来进行质量管理曰 同时袁 还要建立项目管理责任
制袁在技术要求和建造细节与船东尧船级社进行及时
有效的沟通袁及时解决遇到的技术问题袁不让船东抓
到把柄遥另外袁要关注细节袁特别是外表美观性尧使用
方便性尧维护保养便利性等方面的改进袁对于船东提
出这方面的苛刻要求袁 要及时找出符合性证据说服
船东遥

5尧注重选用产品质量袁特别是产品的稳定性和
耐久性遥材料和设备是船舶的组成部分袁产品质量是
船舶质量的基础和保障遥 船用产品质量已经成为提
高中国造船质量的主要瓶颈和制约因素之一遥 产品
的质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制造的声誉袁
也对中国造船行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袁 因此造
船厂对配套设备和产品的质量绝不能视而不见遥一
些船东为低价造船袁有意选择低价产品袁甚至无证产
品遥在选择产品供方时袁应关注产品厂是否持有有效
的船级社认可证书尧产品厂的规模和基本生产条件尧
售后服务及服务网络覆盖范围尧联系方式的便利性尧
产品厂的质量意识和信誉等方面遥

6尧明确船东建造代表的授权范围和期限袁并建
立完整的船舶建造台账遥在签订建造合同时袁船厂应
与船东协商并书面明确船东监造人员的授权范围和

期限曰 渊下紧转第 9页冤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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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袁在经济繁荣发展的野超级周期冶袁伦敦银
行同业拆放利率 (即银行同业之间的短期资金借贷
利率)曾被航运业人士重点提及遥他们曾预计该利率
将可能达到两位数袁并将使借款人和船东更大程度
上地借到资金遥

例如袁野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上涨 75个基点冶
表明该利率上涨 0.75%遥 该利率上涨表示银行能在
较短时间内从其他银行借到资金遥在这种情况下袁借
款人和船东必须根据该利率为他们的债务资金向银

行支付利息遥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是英国银行家
协会 BBA根据市场参与者每日报出的银行同业拆
借利率袁基于标准公式计算得到并发布的平均利率遥

当然袁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的重要性还在于
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此利率 (如汽
车贷款尧房屋抵押贷款尧信用卡贷款尧商业贷款等)遥
据估计袁全球有 350万亿美元的资金合同与该利率
存在联系袁也就是说袁当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变化
1个基点或 0.01%袁受到影响的资金合同将达到 350
亿美元遥

后雷曼时代早期袁曾有商业新闻报道说袁伦敦银
行同业拆放利率的报告和利率计算并不像它看来的

那么简单袁同时市场上也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差异性遥
最明显的是袁小银行为了隐瞒它的资金成本袁瞒

报其同业拆放利率袁以使其能在金融风暴中期不断
借到资金袁并且投放到市场来转嫁它的信用风险遥

然而袁最近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研究发现袁有一
些金融机构或者其代理人刻意的漏报其市场数据遥
这将导致一些合同由于同业拆放利率的小误差而产

生严重资金问题遥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伦敦同业拆放
利率每变化 1个基点袁 产生的资金变化将达到 350
亿美元遥

最近袁国际证监会组织就能源价格的改革发布
了通知遥与伦敦同业拆放利率报告相似袁国际证监会
组织将对能源市场报告的每日数据进行制作尧发布

和结算遥当然袁能源市场的一些清算机构和交易所的
收盘价格数据也能较好的获得遥

然而袁根据石油价格报告机构 PRAs(主要是普
氏能源咨询公司 Platts尧 英国阿格斯能源定价机构
Argus和安迅思咨询公司 ICIS) 的数据收集和报告袁
能源合同数量减少袁而成交的能源量越来越大遥例如
普氏能源的石油价格通常用于航运业的散货船运

价遥 据估计袁 能源市场上 60%-70%的 场外交易
(OTC)的互换期权(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与这三大石油
价格报告机构存在联系遥有迹象表明袁一些市场数据
可能被野操纵冶袁因此袁国际证监会组织正着手进行市
场价格报告的改革遥

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世界上的金融和能源密切关

联袁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袁这两大行业的价格报告也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遥任何报告的发布袁总会产生一定
程度上的偏见尧主观判断和错误认识遥毕竟袁我们的
生活中的是非问题并不能全部都仅仅依靠对与错来

判断遥
当然袁事实并不总是能够准确预测袁也不会总是

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发生遥 某些市场的交易可能会十
分罕见遥有时袁一个判断尧一个推测或是一个专业意
见就可能会取代这些缺失的数据点袁 来形成一个连
续的数据链袁以避免出现短暂空白遥因此袁可以预计
的是袁 市场报告中总是会有某些数据上的缺陷遥并
且袁当代价和期权合约价值如此庞大时袁除了出现一
些较为实在的错误和可预计的失误外袁 人们可能认
为一些市场价格报告中的偏差会比人为错误要好一

点遥
目前的航运市场袁处在金融和能源的低谷期尧后

雷曼时代的经济危机期尧 由于欧洲主权危机和中国
经济危机产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即时刻存在各种
风险) 下的经济增长的低迷期以及银行业持续的恶
化期袁但航运业面临的挑战还远远不止这些遥船舶买
卖市场的流动资金的缺乏袁 对船舶出价和询价之间

视 点

Basil M Karatzas
关注船舶估价和船舶价值报告

船舶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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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差距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遥总体而言袁二手船
交易市场从去年开始就已经非常迟滞袁这反射出航
运业运价的低迷袁新造船的大量过剩尧债务融资的缺
乏和买家对航运业信心的缺失 (也可以说是买家的
冲击)遥对卖家而言袁目前任何市场上的出售交易将
可能导致损失其部分甚至全部的股本投资以及出现

卖空交易(即高抛低补)袁并使放款人或银行产生亏
损遥

买卖市场的贸易活动的不活跃袁特别是五年船
龄内的较新的船舶的贸易量锐减袁说明了当前过高
的航运业运营成本遥买卖市场几乎没有船舶成交袁特
别是对新船而言遥即便有交易袁也是不透明(主要是
非市场的双边贸易)袁动机也不纯(主要是由于船舶
雇用尧软融资或是强制出售的交易)遥

一些投资银行尧研究与咨询公司尧船舶经纪事务
所等机构制作了定期的资产价值表遥波罗的海交易
所以相同方式每周发布特定资产类别的 5年船龄船
舶买卖指数 BSPA遥在主动市场和流动市场中袁所有
这些数据或多或少都反映了当前市场的情况遥然而袁
在目前的非流动性市场袁来自不同机构的数据常常
出现较大的差别遥有时候袁成交状况会比之前预测好
很多遥

考虑到整个航运业包含了各类形形色色的金融

和能源行业袁船舶资产价值报告中的不精确对于整
体市场而言并不是很重要遥尽管波罗的海船舶买卖
指数十分受欢迎袁但依然缺乏与船舶价值指数或经
纪人相关的标准化合同 (即剩余价值担保等方面)遥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袁作为消费者袁我们不得不生活在
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比如信用卡账单袁抵押贷款
等等)和波罗的海船舶买卖指数(比如燃料油账单等
等)中遥然而袁对于航运业而言袁对于船舶价值的不精
确估计袁不管是由于报道者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袁都
仅适用于学术研讨用途遥

例如袁选择进行船舶价值评估的机构是必须的袁
比如由银行提供贷款申请表和贷款价值比率袁很少
会使用某一指数或标准化计算公式来进行估算 (比
如波罗的海船舶买卖指数)遥每一次银行需要对特定
的一艘新船估价时都会选择一家受认可的评估机构

来进行遥航运市场中的某些衍生品市场和船舶资产
价值的债务合同通常都和价格指数相关遥与伦敦银
行同业拆放利率和石油价格报告机构的数据不同的

是袁船舶资产价值标准经常对于我们来说袁甚至是对
一些航运市场参与者来说袁都是无关紧要的袁这并不
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要素遥通常交易时袁只需要一个买
家和一个卖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就收购价格达成一

致即可遥有时袁买家可以在交易时向卖家施加压力袁
不论当前市场行情好坏袁 最终他们都会报出更利于
自己的价格遥而有时卖家也会抵制其压力袁甚至促使
买家进行竞标袁不论当前市场行情好坏袁最终他们也
会报出更高的出售价格遥

虽然航运业的价格报告的机制袁 与伦敦银行同
业拆放利率或石油价格报告机构的数据报告相似袁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袁 但我们怀疑这样的一个价格报
告体系可能不会被广泛认可和推广袁 甚至无法保持
准确可靠遥 而且袁 作为航运业船舶资产价值报告机
制袁 它将很难引起监管者和调查者审查其准确性和
缺陷遥

首先袁航运市场尚无法与金融尧能源行业相提并
论遥毕竟航运业没有形成基础资产的标准化(所有的
船舶都是不尽相同的袁 就算是姊妹船也有不同之
处)遥

第二袁对于航运业的资产价值而言袁航运市场过
于狭隘以至于难以吸引更多的衍生品市场遥 而衍生
品市场中的液货运输市场和远期运费协议 FFAs似
乎并不是非常乐观遥

第三袁在流动性较差的市场袁通过专业性评估后
的基于实际销售的实际数据点的增补并不会对市场

带来多少影响遥最后袁不同的交易袁本质都是不一样
的遥买方和卖方的性质和交易的情况对于估价而言袁
都比资产的本身更重要遥

看看过去十年袁 航运业的财富是如何被创造或
耗尽的袁就可以得到证明遥尽管价格指数对于历史信
息的收集查询和合同的结算都十分有利袁 但这并不
是赚钱之道遥

设在纽约曼哈顿的海事咨询公司 Basil M
Karatzas是卡拉察斯海事顾问公司 渊Karatzas Marine
Advisors冤的高级董事总经理管理层袁并致力于航运
金融咨询尧资金和结构重组尧安置尧经纪人业务及价
值评估遥它代表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尧集体投资
者尧债权人和船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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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市行情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 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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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0
4300
4230
4170
4570
4400
4490
4390
4510
4360

引100
引100
引120
引120
引150
引150
引60
引60
引220
引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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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0
2300
2200
2680
2200
2690
2330
2380

引260
引300
引250
引270
引280
引290
引240
引290

不含税

市场价

不含税

含税

不含税

含税价

不含税

不含税

钢市沦陷
钢价再次暴跌

7月本是钢材淡季袁 但目前萎靡的经济形势致
使终端需求更加低迷袁 利空交织袁 钢材价格再次大
幅下跌袁 市场已现恐慌之色遥

螺纹钢吨价 苑月份单月跌幅已超过 300元袁 创
下今年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袁 价位已降至 圆年半以
来的新低水平遥

目前钢材的社会库存和钢厂库存都处于较高水

平袁 钢厂希望把厂内库存的压力排向钢市袁 而商家
在出货不畅的情况下又难以大量接货袁 想暂时把库
存压力留在厂内遥 这种 野库存拉锯冶 将积累起钢市
的整体风险遥 据相关监测数据表明袁 虽然经过长达
员愿周的减仓周期袁 但目前钢市库存总量较去年同
期仍高出 136万吨遥

现货市场的暴跌已然传导至原料市场袁 原料价
格全面加速下跌袁 尤其是进口矿和钢坯价格遥 其中
63.5%品位印度粉矿外盘报价大幅下跌 8美元/吨至
130 美元/吨曰 唐山钢坯价格一周内更是暴跌 300
元/吨遥 原料价格的加速下跌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
悲观预期袁 钢价进一步下跌空间也被打开遥

但令人遗憾的是袁 钢厂至今仍未见明显的减产
迹象袁 唐山地区钢厂高炉的开工率继续保持在
90%以上遥 中钢协统计的 7月上旬重点大中型企业
粗钢日产量为 165.74万吨袁 旬环比增长 0.44%遥

而下游需求也未得到任何改善遥 近两个月内袁
国家相关部委 9次表态坚决不放松房地产调控遥 中
央政府对房地产调控仍持零容忍态度袁 下半年国内
房地产市场反弹空间不大遥 板材下游用钢产业如家
电尧 汽车尧 机械造船业等均受经济下行影响袁 毫无
起色之意遥

整体经济不景气袁 航运市场运力严重过剩袁 造

船业萎靡不振袁 造船钢的需求可想而知袁 在高温季
节袁 需求问题更是凸显遥 部分地区造船钢价格如
下院

在钢坯暴跌的同时袁废钢也难以幸免袁同样深陷
暴跌命运遥 部分地区废钢价格如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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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我国易流态化固体散货水路运输量增
长很快遥 由于装卸和运输等方面安全监管措施不到
位袁 船舶沉船事故时有发生袁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遥 笔者也有幸参加了 2012年 7月在北
京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举办的培训班遥 据了解袁 从
2000年以来袁 我国易流态化固体散货沉船事故就
有二十余起袁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遥
2010年第四季度连续发生 5 起事故袁 其中 3 起就
造成 45人死亡尧 失踪遥 货种从 A类货物延伸到镍
矿尧 陶土袁 船型从几千吨级发展到 5万吨级袁 损失
巨大袁 引起了各方高度重视浴

2011年 11月 9日由交通运输部正式公布 叶水
路运输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管理规定曳袁 即
野638 号文件冶遥 该规定是在原交通部上世纪 80年
代发布的 叶海运精选矿粉和含水矿产品安全管理暂
行规定曳 渊(88) 交海字 275 号冤 基础上结合当前
国际尧 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尧 新规则修订而成遥 该规
定按照水运安全生产的客观规律袁 赋予了货主尧 船
公司尧 船舶尧 港口经营人尧 检测机构尧 理货机构尧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等各有关方面在

货物含水率检测尧 送检及委托以及货物堆存尧 装船
作业尧 船舶运输以及安全监管等各个环节的安全管
理职责袁 体现了安全管理工作贯穿水运生产全过程
需要大家齐抓共管的本质要求遥 交通部批准的理货
机构将作为依法设立的第三方公正机构袁 参与到流
态化固体散货取样尧 制样尧 送检和监装等关键环
节遥

易流态化固体散货的特性袁 决定了其或具有整

体移动袁 或易产生自由液面的危险性遥 2012 年 2
月 18 日发生的载运 5000 多吨陶土的 野鑫源顺 6冶
轮在福建泉州附近海域沉没袁 事故造成 8 死 2 失
踪袁 据了解袁 船舶沉没前袁 货物发生移位袁 船体严
重右倾袁 机舱进水袁 随后沉没袁 船上共 11 名船员
落水遥 以上所述的陶土是指含有铁质而带黄褐色尧
灰白色尧 红紫色等色调袁 具有良好可塑性的粘土遥
矿物成分以蒙脱石尧 高岭土为主遥 主要用作烧制外
墙尧 地砖尧 陶器具等遥 主要成分是矿物成分复杂袁
主要由高岭石尧 水白云母尧 蒙脱石尧 石英和长石组
成遥 颗粒大小不一致袁 常含砂粒尧 粉砂和粘土等遥
具吸水性和吸附性袁 加水后有可塑性遥 颜色不纯袁
往往带有黄尧 灰等色袁 因而仅用于陶器制造遥 以下
为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装运前和遇水装运后的图

片袁 可以看出袁 在货物运输过程其状态的变化遥

渊陶土矿冤

船舶工程

浅析水路运输易流态化
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管理

阴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船舶工程研究所 马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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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陶土矿遇水装运后冤

渊镍矿的液化冤

该类事故发生也有其季节特点尧海域特点和货
种特点袁在统计调查的 23起事故中袁有明确事故发
生地点记录的有 17起遥

渊1冤以渤海湾内港口为起运港的事故有 6起袁其
中 5起均发生在冬春大风季节渊10月耀次年 4月冤遥

渊2冤以朝鲜港口为起运港的事故有 3起袁同样发
生在 9月耀11月大风盛行的季节遥

渊3冤以华南地区为起运港的事故有 8起袁其中 6
起事故船舶尚未驶离华南地区就发生沉船事故袁5
起事故发生时间在 6月耀9月袁事故发生时均遇大风
大浪遥

渊4冤以印尼为起运港的事故有 3起袁均为 4 万耀
5万吨级的大船袁事故发生的季节正是印尼的雨季袁
为 9月底耀次年 4月遥

导致沉船事故直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院
一尧货物含水率超过该种货物的适运水分限袁呈

现易流态化特性袁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内在原因遥 货
物含水率超过该种货物的适运水分限主要有以下几

种情况院
音集港运输过程中袁遇降水未苫盖

音港口堆存期间袁遇降水未苫盖袁或虽苫盖袁但
因排水系统不通畅袁雨水有可能从底部渗入货堆

音外贸进口矿粉袁船舱内各层含水率不均匀袁二
程船载运的货物含水率可能超过了适运水分限

音装船期间遇到降水而未停止作业
音舱盖水密性较差袁航行中遇大风浪袁导致船舱

进水

音寒冷地区冰冻水份融化袁导致含水率增加袁超
过其适运水分限

另外袁当货物含水率远远大于适运水分限时袁即
使风浪并不大袁也可能发生倾斜袁甚至倾覆遥

二尧船舶结构缺陷尧货物装载不当
音船方原因
渊1冤货物装载时把关不严曰
渊2冤船员缺乏应对事故的实操技能渊未进行有效

平舱尧顶风顶浪航行知识尧采取了调整船舶压载的错
误措施尧大舵角调整船位等冤曰

渊3冤船员安全意识淡薄袁职责心不强尧对沉船事
故的风险认识不足遥

音船公司原因
渊1冤 船公司对载运易流态化固体散货易发生沉

船事故的风险认识不足袁 没有制定针对性的安全保
障措施曰

渊2冤 船公司缺乏对船员安全意识教育和实操技
能培训曰

渊3冤受商业因素的影响袁在恶劣条件下仍然从事
易流态化固体散货的运输生产遥

音港口码头装载方面的原因
渊1冤职责意识淡漠曰
渊2冤有些简易码头缺少平舱能力曰
渊3冤 不了解易流态化固体散货船舶运输的危险

性遥
音货主尧检测机构方面的原因
有些货主不了解对易流态化固体散货含水率检

测袁要求的是整货堆的平均含水率袁仅仅随机送去少
量样品给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遥 当不能满足含水率小
于 8% 的要求时袁 货物将面临不能运输的困境袁此
时袁存在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现象遥

渊以上部分数据摘自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陈正才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刘敏燕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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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院

水路运输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目录渊2011版冤
渊本目录除个别品种外袁均为国际海事组织 2008年通过的叶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曳渊IMSBC规则冤

中标记为 A类的易流态化固体散货遥 冤

序号 中文名 英文名

1 沉积铜 Cement Copper
2 红砷镍矿 Nickeline
3 红土镍矿 Laterite-nickel Ore
4 黄铁矿 Pyrites
5 黄铁矿渊含铜尧细粒尧浮选或硫冤 Pyrites (Cupreous, Fine, Flotation or Sulphur)
6 黄铁矿袁经过煅烧 Pyrites, Calcined
7 黄铁矿粉 Pyritic Ash
8 黄铁矿粉渊铁冤 Pyritic Ashes (Iron)
9 黄铁矿渣 Pyritic Cinders
10 黄铜矿 Chalcopyrite
11 焦炭渣 Coke Breeze
12 金属硫化精矿 Metal Sulphide Concentrate
13 精矿 Mineral Concentrates
14 硫化铅 Lead Sulphide
15 硫化铅渊方铅矿冤 Lead Sulphide (Galena)
16 硫化锌 Zinc Sulphide
17 硫化锌渊闪锌矿冤 Zinc Sulphide (Blende)
18 煤泥 Coal Slurry
19 锰精矿 Manganese Concentrate
20 泥煤苔 Peat Moss
21 镍精矿 Nickel Concentrate
22 镍矿 Nickel Ore
23 铅精矿 Lead Concentrate
24 铅矿石精矿 Lead Ore Concentrate
25 铅矿尾矿 Lead Ore Residue
26 铅锌煅砂渊混合冤 Lead and Zinc Calcines (Mixed)
27 铅锌中矿 Lead and Zinc Middlings
28 闪锌矿渊硫化锌冤 Blende (Zinc sulphide)
29 烧结矿 Sinter (Mixed)
30 矿渣 Slag
31 钛铁矿砂 Ilmenite Sand
32 钛铁矿粘土 Ilmenite Clay
33 高岭土渊陶土冤 China 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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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适用于吸水性弱的固体散货
渊一冤用坚固圆筒或类似的容器渊容积为 0.5-1

升冤装半罐样品袁从离地面约 0.2米高处猛力摔在坚
硬的地面上袁重复做 25 次袁每次间隔 1-2 秒袁如样
品表面游离出水分或液化时袁则需要重新检验遥

渊二冤手抓一把样品袁从 1.5 米高处自由落到坚
硬地面或甲板上袁若样品崩散袁则适运袁若样品仍为
一团援则不适运遥

渊三冤手抓样品成团后袁即松开袁发现样品散开袁
则适运曰若样品抱团不散袁需要重新检验遥

二尧适用于吸水性强的固体散货
渊一冤用坚固圆筒或类似的容器渊容积为 0.5-1

升冤装半罐样品袁从离地面约 0.2米高处猛力摔在坚

硬的地面上袁重复做 25 次袁每次间隔 1-2 秒袁如样
品表面游离出水分或液化时袁则需要重新检验遥

渊二冤样品放入平底玻璃杯或小容器内袁来回不
停摇动 5分钟袁 如有明显液体浮在表面袁 表明不适
运遥

渊三冤脚踏在样品上袁如出现松软现象袁显流沙样
流动袁表明不适运遥

渊四冤样品放在平盘里袁堆成圆锥状后袁不断用平
盘击桌面袁如样品塌成饼状袁表明不适运遥 如样品成
碎块或裂开袁则适运遥

渊五冤将样品先充分揉捏均匀袁然后在平板上用手
掌慢慢搓滚成细条袁用力均匀袁当样品条搓成直径正好
为 3mm时袁如产生横向裂缝并开始断裂袁则适运遥

34 铁精矿 Iron Concentrate
35 铁精矿渊球团料冤 Iron Concentrate (Pellet Feed)
36 铁精矿渊烧结料冤 Iron Concentrate (Sinter Feed)
37 原矿 Iron Ore
38 铜精矿 Copper Concentrate
39 铜矿石精矿 Copper Ore Concentrate
40 铜泥 Copper Precipitate
41 五水合物原矿 Pentahydrate Crude
42 霞石正长岩渊矿物冤 Nefeline Syenite (Mineral)
43 锌精矿 Zinc Concentrate
44 锌矿尧煅烧的 Zinc Ore, Burnt
45 锌矿尧精矿 Zinc Ore, Concentrates
46 锌矿尧菱锌矿 Zinc Ore, Calamine
47 锌矿尧原矿 Zinc Ore, Crude
48 锌铅煅砂渊混合冤 Zinc and Lead Calcined (Mixed)
49 锌烧结矿 Zinc Sinter
50 锌淤渣 Zinc Sludge
51 银铅精矿 Lead Silver Concentrate
52 银铅精矿 Silver Lead Concentrate A See Mineral Concentrates Schedule
53 银铅矿精矿 Silver Lead Ore Concentrate
54 银铅矿石 Lead Silver Ore
55 氟石 Fluorspar

附件 2院

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适运性现场检测简易方法

船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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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珠海港集团 7月 28日透露袁 今年力争完成
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3500万吨袁 同比增长 40%曰
目前已启动 15 万吨级主航道扩建工程前期工
作袁 拟今年底开工建设遥到 2015年袁万吨级以上
泊位总数将达 46个袁晋身国内先进港口之列遥

据珠海港集团统计袁 去年该集团港口生产
指标连续两年保持 22%的增长速度袁 远高于内
地沿海主要港口 13.14%的平均增长率袁 增速列
内地第一遥 其中袁 去年实现货物吞吐量 2500万

吨袁 同比增长 18.31%曰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47.48
万标箱袁 同比增长 10.23%曰 实现营业收入 7.09
亿元袁 净利润 2.28亿元遥

珠海港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到 2015 年
前袁 珠海港将投入 230亿元建设 33个码头和配
套设施项目袁 其中新增万吨级以上泊位 29个袁
届时全港万吨级以上泊位总数将达 46个袁 占全
港生产性泊位比重由去年底的 13.5%跃升至
23.9%袁 达到国内先进港口水平遥

随着泸州今年丰水期的提

前到来袁 泸州港上半年吞吐量
逆势飘红遥 今年 1 至 6 月袁 泸
州港货物吞吐量稳中有升袁 完
成 1217.6 万 吨 袁 同 比 增 长
2.6%遥

泸州港集装箱业务部负责

人顿凯丰表示袁 今年 5 月初袁
泸州就迎来丰水期袁 意味着下
游载重 300 标箱的大船可直达
泸州港装卸货物袁 这是泸州港
吞吐量稳步增长的主要原因遥

另外袁 泸州港实现铁水联
运后袁 其区位优势日益凸显袁
今年以来袁 昆明货物经铁路运
往泸州港下水的批次不断增加袁
川内化工产品选择泸州港出口

的越来越多遥 顿凯丰说院 野有
了货源的保证袁 一些船务公司
也在积极增开轮班袁 正因为这
些外部尧 内部因素的共同着力袁
泸州港在全国港口经济低迷的

情况下袁 实现了吞吐量稳中有
升遥冶

泸
州
港
上
半
年
完
成
货
物
吞
吐
量1217援6

万
吨

7 月 30 日消息 袁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局
渊MPA冤 近日公布袁 6 月份新加坡港集装箱吞
吐量同比持续攀升遥 作为世界第二大集装箱港
口袁 新加坡港 6月份处理箱量达到 270万标准
箱袁 同比上升 9.2%袁 环比 5月份的 280万标准
箱有所微降袁 表明该港并不能完全摆脱全球经
济下行的阴影遥

6月份袁 新加坡港集装箱船总吨位 5820万
吨袁 同比仍增加 410万吨袁 说明集装箱运输业
运力大型化趋势明显袁 单艘船舶吨位加大支撑
了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的同比上升遥 然而袁
受累于油品贸易放缓袁 新加坡港 6月份货物总
吞吐量同比下滑 0.4%至 4550万吨左右遥

新加坡港受益于东南亚区内贸易的强劲增

长袁 今年前六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上升 7.3%
至 1560万标准箱遥

新加坡港 6月集装箱
吞吐量再升 9.2%

今年珠海港力争吞吐量增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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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一项调查显示袁 未来 3 年里袁
世界船企将有 24%被淘汰出局袁中
国的情况也很严峻遥 浙江省是全球
最大的中小型船坞制造基地之一袁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袁当地 80%左右
的船厂处在半停产或停产状态遥

浙江省造船业的现状是否具

有普遍性钥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
颂兴分析认为袁 造船业是集资金尧
技术和人才等于一身的典型的密

集型产业遥 造船业的上游就是航运
业袁 而航运业是否兴盛主要看煤
炭尧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运输量如
何遥 当前袁宏观经济形势严峻袁国际
贸易量急剧下降袁全球造船业基本

都处于一个调整期袁 即优胜劣汰袁
弱小的船厂会遭到淘汰遥 所以袁浙
江省一些船厂倒闭或许是正常现

象遥 同时袁结合各方情况袁中国造船
业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袁未来
很可能还会有一些造船企业倒闭遥

调查发现袁中国造船企业的现
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院一是订单
少遥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袁货运量
少尧运价低袁很多船企亏损袁甚至遭
遇野订单荒冶遥 二是融资难遥 银行业
因金融危机受到了巨大冲击袁所以
船企相较以往袁难以获得足够的融
资遥三是资金紧张遥航运业不景气袁
商家都不愿订船袁 而为了吸引商
家袁船企不惜冒险减少预付款遥 总

船舶工业

造船业一直是宏观

经济的重要指标遥过去的
五年是中国造船业的野黄
金五年冶袁造船完工量尧新
船承接量尧手持订单量跃
居全球 野老大冶遥 但在今
年袁 却逐渐进入 野冰河
期冶遥 据中国船舶工业行
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袁
1-5 月袁 全国造船完工
量尧手持订单量尧新船承
接 量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0.1%尧27%尧47.3%遥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

国造船业的低迷现状钥又
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钥

“黄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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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工业

的来看袁 中国造船业已从卖方市
场转为买方市场遥

行业为何持续低迷钥
就利润来说袁中船协 6 月 25

日的报告显示袁1–4月袁全国规模
以上船舶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17.6%遥 其中袁船舶制造业同比下
降 23.4%袁 船舶配套产业同比增
长 1.7%遥 不过袁在业界人士看来袁
现在需要探究的不是利润袁 而是
寻找造船业低迷的原因遥

业内人士分析袁 目前造船业
处于调整期袁 这和全球经济形势
有关袁是经济萎缩尧行业受困的典
型现象遥 航运业是一个特殊的行
业袁 宏观经济的影响不一定马上
体现出来袁会有滞后现象遥但是一
旦体现出来袁形势就非常严峻遥

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崔

新生指出袁 新船主要是两种来源
和去向袁一是船只造好租赁出去袁
另一种就是按订单造船遥当前袁经
济下行压力增大袁造船企业订单尧
租赁业务都处于下降趋势遥同时袁
早在几年前袁 造船业由于发展太
快袁透支了现在的发展和成长袁这
也是造船业进入野冰河期冶的一大
原因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尽管全球航
运业普遍低迷袁 但韩国今年的新
接订单量明显高于中国遥对此袁宋
颂兴认为袁这与中国造船业野先天
不足冶有很大关系袁核心技术不掌
握在自己手中袁造船业大而不强遥
有关人士表示袁 中国造船业在很
大程度上是按照图纸装配袁 设计
性的内容涉及很少遥

尽快突破技术瓶颈

危机下袁中国造船业如何野过
冬冶钥 如何延续野黄金五年冶钥

据了解袁 沿海部分企业就曾

寄希望于政府的扶持遥 在江苏靖
江袁 市政府最近表示将通过政策
扶持袁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遥

不过袁 政府的扶持能否从根
本上推动造船业走出 野冬天冶袁尚
需时间的检验遥专家建议袁应在此
时推动造船业兼并重组袁 甚至挤
掉原先可能存在的市场泡沫遥 工
信部日前发布了 叶关于进一步加
强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通知曳袁提
出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尧
跨地区兼并重组尧 境外并购和投
资合作袁以提高产业集中度袁促进
规模化尧集约化经营袁船舶被列为
加快兼并重组的重点行业遥

宋颂兴指出袁 在兼并重组的
过程中袁 国家应当有选择地对核
心企业进行扶持袁开展科研讨论袁
尤其要强化野发动机冶即核心竞争
力的培养遥在扶持过程中以野核心
技术论英雄冶袁不管是民资船厂还
是国有船厂袁 只要有核心竞争力
就扶持遥

中国船舶工业经济中心分析

师廖玉伟认为袁对于造船业而言袁
转型升级是多方面的遥 首先是业
务结构的转型遥 过去船企的主要
精力都集中在造船上袁 而现在可
以将一部分精力转移到非船产

品袁 对其进行开发研究袁 进而更
好尧 更快速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
化遥其次是市场的转变遥当传统市
场出现了问题袁 可以向高技术市
场转变袁 这类市场目前还有提升
的空间遥 最后袁加强自主研发遥 上
至造船业袁下至航运业袁要一起合
作袁形成产业链袁并理顺其中的链
条遥吸取其他产业的教训袁业内人
士呼吁袁 国内造船企业要联合起
来袁共享资源袁共同应对外部不利
的宏观形势遥

2007 年院中
国造船业迎

来历史性的

一刻袁首次超
越日本遥 与韩
国相比袁造船
订 单 只 有

0.3%的差距遥
2008 年院国际
金融危机爆

发袁全球造船
业受到冲击遥
当年 12 月 袁
全球散货船

更 是 出 现

野零冶成交遥 这
对于中国造

船业是个不小的打击袁因
为价格相对便宜的散装

船是中国订单的主要来

源遥 中国造船订单量跌至
2007年的一半以下袁与韩
国的差距扩大到 6.1%遥
2009年院国际金融危机席
卷全球袁 中国造船业在
叶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
划曳 政策实施的 1 年里袁
通过内部订单的刺激袁相
较于其他国家率先走出

低谷遥 中国首次取代韩
国袁成为世界最大的造船
国袁而且是新接订单和手
持订单的野双料冠军冶袁拿
到占世界 1∕3 以上的订
单袁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7%遥 2010 年院在全球经
济逐步复苏的大环境下袁
率先走出危机的中国造

船业成绩斐然遥 根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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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0日袁 应商务部邀请袁 交通运输部副部
长徐祖远出席贯彻落实 叶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曳
渊简称 叶条例曳冤 电视电话会议遥 徐祖远在讲话中强
调袁 要依法维权尧 加强监管袁 推进对外海员劳务合
作健康发展袁 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海员输出大国遥

徐祖远指出袁 海员劳务合作是我国对外劳务合
作的主要力量之一袁 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尧 培
养国际航海人才尧 解决青年就业尧 协助渔民和军人
转业尧 加快我国水运经济发展的良好途径和手段遥
目前袁 经交通海事部门批准的海员劳务企业已达
147 家袁 2011 年袁 我国海员劳务派遣规模已达 10
万人次袁 比五年前的总量增加了一倍多遥

徐祖远对交通行业贯彻落实 叶条例曳 提出四点
要求遥 一是要统一思想认识遥 要组织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尧 企业及船员学透尧 理解 叶条例曳 内容袁 结合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曳袁 严格执行海员劳务市
场准入条件袁 按照 野谁派出尧 谁负责冶 的原则袁 切
实落实海员劳务企业的责任和义务遥 二是要以保障

海员合法权益为抓手袁 促进对外劳务海员队伍的快
速发展遥 要以 叶条例曳 实施为契机袁 进一步规范行
业管理袁 认真建立和运行政府尧 船东协会尧 海员工
会间的海上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遥 三是加大培训
力度袁 全面提升对外海员劳务人员的基本素质遥 各
航海教育及培训机构要以培养高素质船员为重点袁
以促进海员岗位结构科学为着力点袁 以完善培训质
量和考核机制为手段袁 逐步实现 野总量充足尧 结构
合理尧 质量优良冶 的海员队伍建设目标遥 四是加强
对外协调袁 加大宣传力度袁 不断创造海员对外服务
的安全环境遥 要积极参与国际上针对海员的法规制
定活动袁 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全面展示海员在国际贸
易交流中的突出作用和积极贡献袁 加强海上突发事
件的应急能力建设遥

据悉袁 今年 5月 16日国务院第 203次常务会
议通过 叶条例曳遥 叶条例曳 8 月 1 日起施行袁 旨在
规范对外劳务合作袁 保障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袁 促
进对外劳务合作健康发展遥

船员资讯

徐祖远:
推进对外劳务合作
建设海员输出大国

数据袁中国造船完工量尧新承接订单量尧手持订单
量分别占世界市场的 43.6%尧 54.8%尧 41.2%袁 居
世界第一遥 2011年院 韩国又超过了中国遥 根据克
拉克森航运咨询机构发表的 2011 年全球造船业
统计最新报告袁 韩国造船业2011年订单量超过中
国袁 位居全球之首遥 分析人士指出袁 韩国重新夺
得全球第一造船国的地位袁 主要通过大量承接具
有高附加值的大型船舶遥 2012年院 一方面是造船

业产能过剩袁 另一方面受欧美债务危机影响袁 作
为衡量全球航运业景气情况的波罗的海综合运费

指数 渊BDI冤 连续暴跌遥 今年上半年袁 韩国造船
业因海工发力袁 蝉联世界第一袁 中国造船业的日
子却并不好过遥 今年 1–5 月袁 中国承接新船订
单同比下降 47.3%遥 专家认为袁 如果世界航运形
势没有明显改善袁 未来几年袁 中国将有 50%以上
的造船企业面临破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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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2012年 8月 7日袁立秋之日袁丰收的季节遥
中国船级社浙江分社迎来了她大喜的日子要要要
中国船级社浙江分社成立揭牌仪式在浙江宁波

隆重举行遥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尧政策法规司司
长何建中赴宁波参加揭牌仪式袁 交通运输部有
关司局的领导也专程赴宁波祝贺遥 浙江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尧省海事局袁省港航局等省有关
单位的领导也应邀出席遥宁波以及舟山尧温州尧
台州当地政府部门和边防的领导也出席了仪

式遥浙江省航运尧造船尧产品等企业和客户的董
事长尧总裁尧副总裁等 230余位客户单位代表也
专程来到宁波参加仪式袁 为中国船级社浙江分
社的成立和揭牌志禧遥中国船级社(CCS)总裁孙
立成尧 书记裴万发等出席了当天的成立揭牌仪
式遥仪式由浙江分社总经理王志雄主持遥

何建中说袁2011年底交通运输部决定在中
国船级社宁波尧舟山尧温州办事处及台州检验处
的基础上袁组成中国船级社浙江分社袁目的在于
更好地适应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战略需要袁 更好
地体现中国船级社在浙江地区的主力军作用袁
更好地服务浙江行业尧船舶工业广大客户企业袁
从而有力促进我国航运业尧造船业快速发展尧安
全发展尧健康发展遥

中国船级社总裁孙立成表示袁 浙江分社要
发挥优势袁为各级政府当好助手和参谋袁为企业
客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袁 为浙江海洋经
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遥

中国船级社浙江分社成立揭牌仪式在甬隆重举行

野一海 721冶 杂货船成功拍卖

2012年 8月 7日下午 3时袁 舟山籍 野一海
721冶 杂货船于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交易大厅进行
公开拍卖袁 最终以 775万元的价格成交遥 该船
为浙江省舟山市一海海运有限公司所有袁 属国
有资产袁 一海海运委托有国有产权转让资质的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对该艘船舶进行处置遥 在登
报公示后袁 共有 20余名买家报名袁 最终通过
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转让遥

据悉该船 1978 年 9 月西班牙建造袁 总长
144.0 米袁 型宽 21.4 米袁 型深 12.2 米曰 总吨
9942袁 净吨 5568袁 参考载货量 15195曰 主机额
定功率 4520千瓦遥 此次拍卖设保留价袁 船舶所
带燃油随船拍卖遥

尽管拍卖当日遭遇强台风袁 天气情况恶
劣袁 但仍吸引了大批买家前来袁 在竞价中袁 大
部分买家表现温和袁 多持观望态度袁 随即为一
福建买家以 775万元的价格成功拍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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