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港航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袁 全国以港
口尧 船舶等为代表的数以万亿计的港航资源尧 资产
规模得到爆炸式增长袁 相关资源尧 资产交易频度日
益增加袁 以船舶尧 港口等为对象的价格评估业务量
需求迅猛增长遥 而国内大部分船舶资产价格评估仍
沿用传统的资产评估方法袁 相对于国外各行业以专
业化评估机构为主的现象差距甚远袁 专业化船舶价
格评估机构尧 专业化船舶价格评估人员技术力量严
重滞后遥 在此背景下袁 大连港航船舶价格评估有限
公司应运而生并于 8月 26日在大连成功举办了全
国首期港航船舶价格评估师培训遥
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系统权威授

权下袁 大连港航船舶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承办了专业
化港航船舶价格评估职业培训袁 成为全国唯一的港
航船舶价格评估师指定培训单位遥 培训主办方分别
邀请了发改委价格评估主管机关领导尧 港航主管机
关领导尧 海事法院专家尧 船级社专家尧 知名大学教

授尧 港航企业专家等为学员进行讲课遥 主要课程涉
及价格评估政策法规解读尧 价格评估学概论尧 国际
航运经济尧 港口概论尧 海洋工程设备概论尧 船舶货
运概论尧 船舶检验概论尧 国际港航船舶公约规则尧
港航船舶价格评估与海事诉讼实务尧 船舶价格评估
与海事局船舶登记业务尧 港口船舶及造船企业实
习遥 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当前港航船舶行业相关价格
评估人员的市场培训先河遥
培训班成员主要有来自船舶交易服务机构尧 船

厂尧 船务公司尧 律师尧 以及金融尧 保险业的相关人
员约 30余人遥 培训主办方还安排学员参观实习了
大连海事大学的教学实习船 野育鲲冶 轮遥 学员们不
但观看了宣传片袁 还参观了轮上的仪器设备及教学
设施袁 了解 野育鲲冶 轮情况和海上实习生活袁 并进
行实船模拟学习遥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

2012年 9月

全国首期港航船舶价格评估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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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共克时艰
努力实现船舶工业平稳发展

2012年已经过去大半袁我国船舶工业今年的整
体业绩逐步明朗遥受国际金融危机滞后性影响袁年初
以来袁全行业主要指标均呈下降态势袁预计今后几个
月难以实现逆转袁全年承接新船订单量将下降 36%
左右袁 造船完工量不会超过 2011年遥8月 22日袁中
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在牡丹江召开地区联络处工作

会议袁对我国船舶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和研讨遥

主要指标不容乐观 国际市场份额稳定

截至 7月底的统计数据显示袁全国造船完工量尧
承接新船订单量尧手持船舶订单量均呈下降态势袁同
比降幅分别达到 7.7%尧50.7%和 29.9%袁船舶工业经
济运行下行压力逐渐增大遥从各区域表现看袁除个别
地区造船完工量这一项指标小幅增长外袁 多数地区
情况一致袁 三大造船指标均呈现跌势遥 值得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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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是袁叶船舶专用海水压载仓和散货船双舷侧处所保护
涂层性能标准曳渊PSPC冤于 7月 1日最终实施袁成为
影响前 7个月造船指标的重要因素遥在最后期限到
来前的一个月袁多数地区造船完工量出现野井喷冶情
况院全国造船完工量达到 1000万载重吨袁其中袁辽宁
省为 207万载重吨袁山东省为 70万载重吨遥相比之
下袁7月份全国完工船舶总量就少多了袁猛跌至 320
万载重吨遥
受船市萧条的影响袁船企在新接订单方面普遍

不乐观遥我国造船企业前 7个月新接订单量同比下
降 50.7%袁降幅则在 27%~80%之间遥不过袁环球同比
凉热遥据英国克拉克松研究公司统计袁前 7个月全球
造船企业新造船成交量为 574艘尧2447万载重吨袁
吨位同比下降 55.5%袁跌幅较我国更大遥野面对困难袁
我国船舶企业并不气馁袁努力交船袁积极接单袁使三
大造船指标在世界市场上仍保持了较高的份额遥前
7个月我国造船完工量尧 新接订单量和 7月底手持
订单量按载重吨计分别占国际市场份额的 36.7%尧
43.9%和 42.3%袁按修正总吨计分别占国际市场分额
的 39.9%尧31.8%和 36.4%袁 基本处于稳定状态遥冶中
国船协秘书长王锦连说遥
与三大造船指标下降不同的是袁我国船舶工业

总产值等经济指标小幅增长袁全行业继续保持盈利遥
王锦连分析袁这主要得益于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船
市空前兴旺袁我国船企抓住机会承接了相当数量的
交付期为 3~4年的高价船订单遥不过袁随着这批船
舶的逐渐交付袁我国船舶工业未来几年的经济指标
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遥

需求结构调整 订单集中于少数船企

受世界经济复苏迟缓尧欧美债务危机袁以及散货
船尧集装箱船超前订货袁大量运力释放等因素的影
响袁今年年初以来袁散货船尧集装箱船市场需求下跌袁
就连较为红火的大型集装箱船市场今年也十分疲

软遥相比之下袁与油气勘探开发相关的油船尧液化气
船尧钻井平台尧生产平台尧海工辅助船市场则较为活
跃遥需求结构的明显变化袁使主要以散货船建造为主
的我国船企业整体上处于不利地位遥
为应对市场的这一显著变化袁我国船企加快了

调结构尧转方式的步伐袁力争在占优势地位的船舶市
场之外开辟新业务领域袁特别是在海洋工程装备市

场逐渐发力袁交付了一批新产品袁新接了不少订单遥
年初以来袁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在成功交付
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野海洋石油 981冶号后袁
又陆续签订了多座自升式钻井平台尧2座半潜式居
住平台尧1座 400英尺自升式钻井平台尧1艘钻井平
台支持驳船在内的 7座渊艘冤海工装备订单袁合同金
额超过 8亿美元遥
随着需求结构的调整袁再加上国际造船新规范尧

新标准陆续出台袁 新船订单越来越向少数有实力的
船企集中遥据克拉克松公司统计袁上半年全球共有36
家企业承接到散货船订单袁仅有 19家企业接到油船
订单袁集装箱船尧液化天然气渊LNG冤船尧钻井船订单
更是集中在六七家船企手中曰在海工辅助船方面袁虽
有近 400家企业接到订单袁但排名前 20位的企业接
获的订单量占该型船订单总量的 80%遥 上半年袁我
国只有不到 50家船企接获新船订单袁绝大多数企业
处于无单可接的窘境遥随着船市竞争的日趋激烈袁我
国船舶工业整体上呈现强者愈强尧弱者愈弱的状况袁
这在各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遥在福建袁目前占该省船
舶工业经济总量 75%的 30家骨干船企生产经营状
况良好袁大部分企业则艰难度日袁甚至停产遥山东船
舶工业则出现了野三个三分之一冶的局面袁即三分之
一的船舶处于停产尧半停产状态袁三分之一的企业无
新船开工袁 三分之一的企业手持订单勉强能维持到
2013年遥

野新四难冶演进 全行业须合力破解

今年袁交船难尧接单难尧回款难尧融资难已成为困
扰企业的野新四难冶程度较以往更加严重遥由于航运
市场低迷袁船东接船意愿不强袁交船难几乎波及所有
船企袁呈现出面广量大的态势遥由于大量船舶不能按
计划交付袁不少企业码头空前紧张袁正常的生产节奏
也被打乱遥
同时袁接单难问题也非常严峻遥据克拉克松公司

统计袁1~7月袁全球新船成交量仅 2447万载重吨袁预
计全年成交量不足 6000万载重吨曰我国船企新船成
交量为 1164万载重吨袁 造船完工量为 3549万载重
吨袁新接订单量不足完工量的 33%袁使 7月底手持
订单继续下降遥骨干企业开工船舶仅能安排到 2013
年袁一些企业已野无米下锅冶遥

渊下紧转第 9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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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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市场报告

国内散货船买卖市场行情持续走低

8月份受台风影响以及国内外煤炭差价进一步
缩小和煤炭库存量下降的影响袁沿海煤炭运输价格
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扬遥虽然近期沿海干散货运输市
场呈现回暖趋势袁运价回升袁但国内散货船买卖方
面袁 却没有出现令人振奋的消息遥5000载重吨左右
的散货船询盘量稀少袁买家寻求低价船舶的注意力
逐渐集中到 15000载重吨左右的散货船袁并有成交
盘出现遥20000载重吨左右的散货船询盘量继续增
加袁但市面上以低价出售的该类船舶还不多袁这表明
市场洗牌过程加快袁小吨位船舶将被市场淘汰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遥
来自经纪人的消息袁一艘 09年造 5000载重吨

散货船袁以 750万左右的价格成交曰另有一艘 20000
载重吨的新造 ZC级散货船袁以 5000万左右的价格
通过内部转让遥成交信息方面袁一艘 09年造 13000
载重吨散货船袁以 1700万左右的价格成交袁而另一
艘 08年造 13500载重吨左右的散货船袁成交价格也
在 1700万左右曰一艘 3年船龄 4900载重吨散货船袁
ZC船级袁以 700万左右的价格成交曰拍卖信息院近期

海事法院拍卖一艘 05年造 5000吨散货船袁 以 486
万的价格被一温州买方拍得曰求购方面袁有买家求购
5年船龄内的 8000载重吨散货船袁但该种船型市场
上并不多见遥
从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来看袁170期 5000吨

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指数为 678.27点袁 较 169
期下跌 5.13点袁这与该类船询盘减少袁船舶价格仍
有小幅下跌袁市场热度减少有关曰16500吨级 3年船
龄二手干散货船也出现一定程度下跌袁 虽然买家求
购热情高涨袁 但实际成交均建立在价格低廉的基础
上袁这也使得该类船型出现成交量扩大袁成交价格却
不断走低的情形曰22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
船较 169期下跌 12.42点袁该类船舶虽有一定询盘袁
但市场成交稀少袁从船东或经纪人的报价情况看袁价
格仍在下跌遥

油船买卖市场表现冷清

油运市场保持平稳走势袁 但油船买卖市场行情
却依旧冷清袁运力过剩问题日益突出遥小吨位加油船
的求购数量开始减少袁 同时市场上出售的该类型船
舶数量也不多袁 成交量不大遥1000载重吨油船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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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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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运市场行情报告

中 国 船 舶 交 易 价 格 指 数 SSPI
名 称 170期渊8.28冤 169期渊8.14冤 环比

船舶交易价格综合指数 810.31 817.32 引0.86%
5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678.27 683.40 引0.75%
16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759.95 767.10 引0.93%
22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920.34 932.76 引1.33%
3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 1074.49 1082.97 引0.78%
50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 1141.45 1142.33 引0.08%

8月市场报告

分求购询盘袁该类油船根据马力大小袁船厂报价在
440万至 480万左右遥3000载重吨左右的油船成交
以一级汽油船为主袁三级加温油船询盘稀少袁原因是
重油运输市场需求疲软遥
成交信息方面袁一艘 6年船龄 3200载重吨一级

油船成交袁 具体成交价格没有透露袁 估计价格在
1100万左右曰来自船东的消息袁一艘 06年造 3500
载重吨的一级油船袁谈判价格在 1350万至 1400万
之间袁但还未最终成交遥
来自经纪人的消息袁有两艘 8600载重吨左右的

新造成品油轮袁报价已经降到 4600万左右袁另一艘
8200载重吨新造成品油船袁报价在 4400万袁而去年
年底袁类似的 8000载重吨成品油船袁成交价格还在
4800万左右遥成交信息方面袁一艘 6年船龄 3200载
重吨一级油船成交袁估计价格在 1100万左右曰另来
自船东的消息袁一艘 06年造 3500载重吨的一级油
船袁谈判价格在 1350万至 1400万之间袁但还未最终
成交遥
通过经纪人提供的信息看袁目前市场上 4500载

重吨左右以及 8000载重吨左右的新造成品油船都
在不断增多袁运力扩张的速度非常快袁船东的压力也
在不断增大遥虽然目前大部分油运企业的资金状况

还不算糟糕袁但船东也应该审时度势袁尽快对企业发
展进行调整袁才不至于落到被动的境地遥
从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来看袁170期 3000吨

级 5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指数为 1074.49点袁较 169
期下跌了 8.48点袁根据经纪人的估价袁该类油船价
格有一定降幅袁这与单壳油船淘汰速度加快有关袁市
场供大于求曰50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船价
跌幅甚微袁 新造船虽然陆续下水给市场带来一定的
压力袁但船东资金压力不大袁使得价格走势平稳遥

其他船舶买卖情况

本月有买家求购小吨位的多用途船和集装箱

船袁并有部分成交袁一艘 2年船龄 1700左右载重吨
的多用途船袁成交价格在 200万左右遥另一艘 5年船
龄 1000载重吨的集装箱船袁以 100万左右的价格成
交遥
工程船方面袁甲板驳船仍是热点袁国内部分地区

以及东南亚的工程需求推动了该类型船的市场遥另
外有买家求购 2000马力的普通拖轮用于港内作业遥
船用钢板价格及废钢收购价格大幅下跌遥 随着

国内钢材需求量不断萎缩袁 拆船厂的经营也开始出
现困难遥

国内沿海散货运输市场行情保持良好态势袁 各
类货种运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遥 持续高温以及台
风天气使得煤炭需求好转袁 运力小幅减少袁 煤炭运

价上涨明显曰 钢材需求预期良好袁 铁矿石运输市场
稳中有涨曰 粮食市场因台风天气港口库存有所减
少袁 交易活跃袁 运价继续好转曰 成品油运输市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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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紧接第 5页冤
融资难尧回款难成为船企面临的关键难题袁不少

企业资金面临断流风险遥一方面袁银行对船企持谨慎
放贷态度袁使企业融资难度不断加大曰另一方面袁由
于船东融资困难袁很多船企不能如期拿到进度款袁应
收帐款比例大增袁对外付息压力加大袁现金净流出情
况严重遥野不过袁由于在上一轮船市高峰袁我国船企普
遍实现盈利袁因此目前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不高袁前 7
个月为 73.2%袁骨干船企更低一些遥从历史上分析袁
这一数值仍处于行业较低水平袁也大大低于韩国企
业袁对我国有实力的骨干船企而言袁当前并不是历史
上最困难的时期遥在国家的支持下袁努力抓好各项工
作袁骨干企业逐步走出当前的困境是可以期待的遥冶
王锦连分析遥

面对愈演愈烈的 野新四难冶 与会人士普遍认
为袁 今后几个月船市难以实现逆转袁 我国今年造船
完工量不会超过 2011年遥 在此情况下袁 全行业应
联合起来袁 积极作为袁 以应对危机和挑战遥 除船企
要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尧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尧 开
展多元化经营等外袁 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应在扩大内
需尧 融资尧 科研开发等方面加大指导和支持力度遥
特别是融资袁 已经成为船企争抢订单的重要因素遥
在当前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袁 中国船协希
望相关部门能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袁 发挥我国资金
充足的优势袁 加大对航运尧 造船的信贷融资支持力
度遥 进一步扩大卖方尧 买方的信贷规模袁 特别是对
信誉好的船企应连续予以融资支持遥

来源院叶中国船舶报曳

8月市场报告

继续保持平稳遥
干散货运输市场呈良好上涨态势

煤炭运输市场运价上涨明显遥由于南方持续高
温袁民用电增加袁电厂日耗增加袁存煤快速下降袁需求
有所转好遥内贸煤炭价格逐渐企稳袁进口煤价则连续
上扬袁随着内外贸煤价差进一步缩小袁国内煤炭再度
受到电厂和贸易商的青睐袁下游采购意图强烈遥再加
上持续不断的台风影响袁接连 3个台风登陆我国东
部和东南沿海地区袁影响国内运煤船舶的正常营运
和发港船舶走靠袁往返于南北航线的运煤船舶被迫
在沿海港口避风袁船舶压港现象较为明显袁运输暂时
中断袁滞留大批运力遥同时大量货主均赶在台风之前
提前进货袁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运价的上涨遥
据了解 9月大秦线即将展开今年第二轮检修袁

电厂需要提前存煤袁保证库存遥除此之外袁燃料油价
格的不断上涨袁也使得船东成本压力增大遥上述原因
导致煤炭运输市场价格持续上扬袁船东叫价也水涨
船高遥不过袁在目前的供求状况下袁实际成交价和船
东开价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遥8月 24日袁 秦皇岛至上
海渊4-5万 dwt冤航线运价为 31.8元/吨袁较 8月 10上
涨 2.7元/吨曰秦皇岛至广州渊5-6万 dwt冤航线运价为
39.3元/吨袁较 8月 10日上涨 2.0元/吨遥
沿海金属矿石运输市场行情略有上涨遥钢材市

场行情目前需求持续低迷总体未见改善袁终端采购
不紧不慢袁市场成交较为清淡遥不过马上就要进入 9

月份袁而 9月历来是钢材消费的旺季袁且钢价也已跌
破成本线袁不少钢贸商按捺不住袁着手准备囤货袁酝
酿抄底遥钢厂需求略增袁带动铁矿石运输市场成交增
加遥8月 24日袁 沿海金属矿石青岛/日照至张家港
渊2-3万 dwt冤航线运价为 25.0元/吨袁较 8月 10日上
涨 1.0元/吨遥
粮食运输市场仍维持上涨行情遥 粮食市场表现

活跃袁粮食运价继续好转遥受台风影响袁南方库存稍
有减少袁北方粮食生产方价格上涨袁出货意愿明显遥
但天气因素使得新玉米上市无期袁 只能继续消耗陈
粮遥南方销售方受进口玉米影响价格回落袁进货量保
持平稳遥运输方面袁受煤炭运输市场影响袁部分港口
船舶压港袁船期滞后袁造成配仓较为困难袁加之目前
运输成本亦有上升袁运输价格上涨遥8月 24日袁粮食
运价大连/锦州至广州渊2-3万 dwt冤航线运价为 38.7
元/吨袁较 8月 10日上涨 2.2元/吨遥
原油及成品油运输市场维持平稳态势

国内成品油运输价格扔保持平稳遥8月 10日国
家发改委宣布成品油价格上调后袁货量有所稳定袁但
运价未有上升袁需求则继续保持平稳遥卸货港由于存
量饱和袁产生部分滞港遥而距离上次成品油调价仅 9
个工作日后袁三地原油变化率再次突破 4%袁成品油
上调预期逐渐增强遥预计到 9月 7日袁满 22个工作
日之时袁三地原油变化率会涨至 9.13%遥届时袁成品
油价上调窗口将会再次开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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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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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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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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

1198
750
512

3341
2915
6035
5655
7095
6969

引1.16%
引0.79%
引2.29%
尹0.81%
引0.92%
引2.00%
引1.31%
引3.10%
引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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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C 双底双壳 导热油锅炉

1765kW
渊2400马力冤 陕柴 江浙

新造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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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

449
260
187

1785
1128
719

2853
2304
4423
4015

尹1.13%
引2.26%
引2.09%
引0.39%
引0.53%
引0.55%
引1.38%
引0.04%
尹0.39%
引0.02%

8月市场报告

渊8月 28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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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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盘整 各船型指数涨跌互现

8月市场报告

本期袁BDI指数低位徘徊袁延续了之前的疲软态
势袁 截止 2012年 8月 24日袁BDI报收于 774点袁较
上期渊8月 10日冤下跌 17.04%遥 海峡型指数 BCI在
近几个交易日出现反弹袁但整体成交清淡袁几条主要
航线的货盘仍然稀少袁 大型矿业集团有部分订单遥
巴拿马型指数 BPI在小幅上涨后回落袁 大西洋区表
现糟糕袁东部地区有大量成交袁但成交运费都较低遥
超灵便型船指数 BSI以及灵便型船指数 BHSI继续
盘整袁亚洲区域仍有矿石货盘袁但量能有限袁无法推
动市场反弹遥

来看具体船型指数袁截止 8月 24日袁BCI尧BPI尧

BSI 和 BHSI 指数分别报收于 1124点尧828 点尧853
点和 474点袁分别比上期渊8月 10日冤下跌 3.85%袁
上涨 1.72%袁 下跌 3.72%和下跌 10.73%遥 海峡型船
指数 BCI继续调整走势袁虽在近几个交易日内有所
回弹袁但货盘量稀少和运力过剩的局面难以改变曰巴
拿马型船指数 BPI有小幅上涨袁 东半球区有较多货
盘成交袁 原来打算压载至南半球的船只也选择留在
原地等待货源曰 超灵便型指数 BSI和灵便型船指数
BHSI有一定幅度下跌袁尽管亚洲区的矿石货盘提供
支撑袁但弱势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遥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渊8月 28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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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近日袁金海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日伸海
运株式会社渊NisshinShipping冤签订了野2+2冶艘 8.2
万吨散货轮订单遥该船是金海重工根据市场需求
而设计的新船型袁总长 229米尧型宽 32.26米尧型
深 20.05米尧设计吃水 12.2米袁采用节能型主机袁
具有环保尧节能等优点袁极具市场竞争力遥
日伸海运株式会社旗下拥有一支由 40条散

货轮尧油轮和冷藏船组成的年轻船队袁是国际航
运市场上广受赞誉的日本船东遥 据悉袁日本船东
在中国下订单的情况为数不多袁他们对船厂的管
理水平尧 产品质量和经验业绩都有严格的要求遥
此次金海重工以备受好评的产品质量尧 优秀的
HSE安全运营资质尧 主打的绿色节能型产品尧先
进的精益六西格码管理手段等核心实力袁获得了

日本船东的信赖遥
此次日伸海运株式会社与金海重工签订船

舶订单袁 是对该公司造船质量和硬实力的认可袁
将极大提升其在日韩区域的知名度袁为今后挺进
东亚市场尧斩获更多订单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渊由金海重工莫雅君供搞冤

9 月 5 日消息袁 德国船
东协会 (VDR)尧 造船协会
(VSM)尧 造船零配件协会
(VDMA)的会长近日达成协
议袁向政府呼吁袁船舶金融
规模缩小袁 将会导致造船尧
海运业界的危机遥
他们表示袁随着Commerz

bank尧HSHNordbank 等德国
银行接连在船舶金融领域要

么撤销尧要么缩小规模袁而造
船厂尧船配以及海运等相关企
业随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遥
此外袁船东协会曾向德国

金融机构 BaFin提出要求袁希
望能推迟海运公司偿还贷款

的时间袁并放宽银行对其贷款
的制裁袁 同时向国营 KfW银
行提出意见袁要给船舶公司提
供船舶融资并采取切实有效

的方案遥

9月 4日袁 江西江州联合造船有限责任公司与瑞士船
东洽谈的 6艘 8500吨多用途船新船在德国汉堡签订了建
造合同遥 该型船总长 122.20米袁两柱间长 116.00米袁型宽
19.80米袁型深 11.00米袁设计吃水 7.20米袁航速 14.0节袁载
重量 8500吨袁入德国劳氏船级社遥

8500吨多用途船的设计和构造在安全和环境保护方
面具有先进性袁 设计和构造完全满足 IMO以及船级社新
的规则和规范的要求遥该船在设计上采取了改进油耗指标
的措施: 提高推进装置的推进效率和优良的水动力性来改
进能效遥 通过优化线型袁减小阻力袁取得了降低油耗的效
果遥主机油耗仅为 13.8吨/天袁还可以采用节能装置来进一
步提高能效遥 该型船适应无限航区袁 配置 2台 80吨克令
吊遥
江州造船在对外积极承接订单的基础上袁对内加快在

建船舶的建造速度遥 目前袁尚手持合同 10艘袁船型全部为
14000吨重吊船遥 近期 JZ1036船即将进行海试袁JZ1030船
已下水袁JZ1048船分段已上船台遥 2012年公司生产尧经营
势头良好袁已成功交付船东 9艘船舶遥

金海重工喜获野2+2冶艘 8.2万吨散货轮订单

德
国
撤
船
舶
金
融
造
船
业
面
临
严
峻
挑
战

江州联合造船喜获 6艘多用途船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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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指南

舟山出台
欠薪保证金制度实施办法

近期袁舟山定海区出台了叶船舶修造企业欠薪保
证金制度实施办法曳袁以进一步规范船舶修造企业的
工资支付行为遥 该叶办法曳将于 9月 1日起施行遥
据定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初步统计袁近

两年来袁定海区船舶修造企业及外包单位工资拖欠
案件数尧涉及人数尧金额均占全区总数的 50%左右袁
船舶行业已取代建筑行业成为欠薪发案数最高的行

业遥
据定海区人力社保局劳动关系科负责人介绍袁

船舶修造企业欠薪保证金制度是指企业向指定的银

行设立专用存款账户并按规定预存资金袁用于专项
保障船舶修造企业及工程尧劳务承包单位依法支付
工人工资袁这将有利于促使船舶修造企业强化对外
包单位工资支付监管袁把外包单位欠薪防范处置责
任落实到船舶修造企业袁从源头上防范欠薪行为的
发生遥
该叶办法曳实施范围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注册袁在定海区范围内属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管辖
的船舶修造企业及承包单位遥 船舶修造企业须在初
次登记注册时或欠薪保证金制度施行之日起 15日
内袁到指定的保证金存储银行设立专户袁按规定足额
存入欠薪保证金遥 涉及承包单位的欠薪保证金统一
由船舶修造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向承包单位收取遥
野将根据企业注册资金以及承包单位实际用工人数
设置欠薪保证金预存额度遥 冶该负责人介绍说袁企业
注册资金 1000万元以下的袁按注册资金 5%预存欠
薪保证金袁最低不少于 5万元袁最高不超过 20万元曰
企业注册资金 1000万元及以上 3000万元以下的袁

预存 30万元曰企业注册资金 3000万元及以上 8000
万元以下的袁预存 40万元曰企业注册资金 8000万元
及以上的袁预存 50万元袁同时对承包单位总用工人
数超过 1000人及以上的袁 每增加 500人增加 10万
元袁最高不超过 80万元遥
此外袁船舶修造企业工程尧劳务没有外包的袁且

从未发生拖欠工资等不良行为的袁 可以申请不设立
欠薪保证金曰因企业或承包单位欠薪引发 10人及以
上到区级以上政府群体性上访并造成不良影响的袁
或当年累计欠薪发案 5次及以上的船舶修造企业袁
列为劳动保障监察重点监控企业袁 次年欠薪保证金
应预存金额在原有规定额度上增加 50%遥
欠薪保证金如何管理尧 支付钥 野船舶修造企

业尧 保证金储存银行尧 定海区人力社保局将就欠薪
保证金管理及支付签订三方协议遥冶 该负责人介绍
说袁 对已按规定设立欠薪保证金的船舶修造企业袁
如本企业及承包单位发生欠薪行为袁 经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调查核实后袁 应先责令企业或承包单位按规
定支付工资袁 确实无力或暂时无力支付欠薪的袁 经
定海区人力社保局审批同意袁 方可从欠薪保证金专
户中支出用于欠薪支付遥 欠薪保证金全部或部分支
出后袁 应由船舶修造企业在 10日内补足等额的欠
薪保证金曰 对确因资金周转困难袁 劳动保障监察机
构核实在近半年内无欠薪行为的船舶修造企业袁 经
区人力社保局审批同意袁 可临时动用欠薪保证金遥
临时动用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两个月袁 一年内临时
动用次数一般不得超过两次遥

来源院国际船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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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出售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481 载货量 960吨袁 总吨 495袁 净
吨 277袁 主尺度 52.80伊8.80伊
4.15米袁 满载吃水 3.52米袁 主
机型号潍柴 Z6170ZLCZ-1袁 主
机功率 218千瓦袁 2004年 3月
温岭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115
万

ZJ0493 载货量 965吨袁 总吨 497袁 净
吨 278袁 主尺度 51.80伊9.20伊
4.00米袁 满载吃水 3.40米袁 主
机型号 Z6170ZLCZ-1袁 主机功
率 218千瓦袁 2005年 4月温岭
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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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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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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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79 载货量 13394 吨袁 总吨 8619袁
净吨 4826袁 主尺度 137.20 伊

货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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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级 ZC袁 2009 年
舟山建造袁 报价 2600万

ZJ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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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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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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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级 ZC袁 双底双壳袁 价格面
议

ZJ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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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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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94 载货量 23647 吨 袁 主尺度
173.69伊24.10伊12.60 米袁 满载
吃水 9.10米袁 主机型号三菱重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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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424 载 货 量 1000 吨 袁 主 尺 度

油 船

工 袁 主机功率 4557 千瓦 袁
2008 年 12 月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4500万

ZJ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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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51 载货量 50000吨袁 总吨 28956袁
净吨 16215袁 主尺度 18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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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50 251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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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价
950万

ZJ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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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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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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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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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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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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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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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千瓦袁 2011
年浙江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报价 4900万

ZJ0441 载货量 12000 吨 袁 主尺度

船舶信息

15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459 5500M3 耙吸式挖泥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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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船 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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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级国
际 CCS袁 双底双壳袁 报价 1.2
亿

ZJ0489 载货量 4800 吨袁 总吨 2997袁
净吨 1678袁 主尺度 96.09 伊
15.80伊6.80 米袁 满载吃水 5.78
米袁 主机型号广柴 8320ZCd-
4袁 主机功率 1765千瓦袁 2012
年建造袁 船级国内 CCS袁 报价
3200万

ZJ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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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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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瓦 (两台 )袁 2009 年上海建
造袁 船级国际 CCS袁 报价 1亿

ZJ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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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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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95 500 吨 A 字型非自航起重船袁
总吨 1787袁 主尺度 55.00 伊
23.00伊4.00 米袁 满载吃水 2.2
米袁 1993年 5月日本建造袁 价
格面议

ZJ0487 自航甲板驳船袁 载货量 1000
吨袁 总吨 498袁 主尺度 58.00伊
11.20 伊3.0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6160袁 主机功率 212 千瓦 袁
1999 年 4 月江苏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110万

ZJ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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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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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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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求购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096 求购 20000-25000 吨散货船袁
船龄要求 2007-2010年袁 最好
有吊机遥

ZJ0095 求购 5000 吨散货船袁 船龄要
求 2007-2010年袁 要求有两岸
三地证袁 有吊机为佳遥

ZJ0093 求购 10000 -20000 吨集装箱
船袁 价格便宜遥

ZJ0091 求购集装箱船 袁 要求可装
50TEU袁 价格便宜遥

ZJ0088 求购 900吨散货船袁 船龄要求
2003-2006年遥

ZJ0085 求购 900吨沿海货船袁 船龄要
求 2006 -2010 年袁 要求价格
100万左右遥

货 船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098 求购 2500 吨油船袁 船龄要求
95年以后袁 单壳双壳均可遥

ZJ0097 求购 100-200吨的加油船袁 要
求手续齐全袁 价格便宜遥

ZJ0090 求购 300吨加油船袁 作为锚地
里供油之用遥

油 船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094 求购 60-200吨浮吊船
ZJ0087 求租 8000 马力以上全回转拖

轮袁 船龄要求 07年以后遥
ZJ0074 求购 3000 马力普通拖轮袁 船

龄要求 04 年以后袁 船价要求
700万人民币左右遥

ZJ0092 求购 7000 吨驳船袁 要求可运
输集装箱袁 跑东南亚航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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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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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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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086 求购 3000 吨油船袁 船龄要求
08年以后袁 要求双底尧 单弦尧
航区 A1+A2袁 船级 CCS为佳遥

ZJ0077 求购 2000-2500吨单壳成品油
船袁 船龄要求 2005-2012年遥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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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低迷的全球经济袁不仅威胁着船舶
供需链条的正常运转袁还打击着船舶融资机
构的积极性和信心遥 这直接引发了两大后
果院融资机构的野钱袋子冶被人为地越捂越
紧曰广大船企对外部资金则产生了前所未有
的渴求遥
事实上袁 面对跌入谷底的船舶市场袁选

择跟进还是离场袁也是摆在所有船舶融资机
构面前的一道难题遥选择离场袁船舶融资机
构不仅可能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并失去原

有市场袁还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与新商机
无缘曰选择跟进袁则可能受累于长期低迷的
船舶市场袁不仅无法及时止损袁还可能深陷
野泥潭冶袁难以自拔遥
对此袁 业内金融专家分析认为袁 船舶

融资机构陷入两难境地属情理之中袁 但是袁
船企若能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袁 就能发现这
种两难境地中也蕴藏着合作的机遇袁 即船
企若能全力找准相关船舶融资机构的关注

点和安全底线袁 积极改进自身的管理及产
品结构袁 便可能引导他们打消顾虑袁 打开
融资大门遥

突出特色 找准融资野安全底线冶

那么袁船舶融资机构的关注点和安全底
线在哪里钥 通过分析融资机构当前的做法袁
我们便可见一斑遥
为了应对持续低迷的船舶市场袁不少融

资机构作出了野择优而居冶的决策袁即不再为
船舶行业全面供血袁 而是寻找产品有特色尧
管理有方法尧风险可控制的船企袁不仅为之

提供资金袁 还为之提供更深入的金融服务袁
积极谋求野角色冶转变遥
由此可见袁船企要获得融资机构的注意

和青睐袁首先要制定一个理性且可行的企业
发展规划袁具有明确的产品定位袁让融资机
构看到未来的希望曰其次要大力开展技术革
新袁不仅要积极研发绿色环保船型袁还要主
动降本增效袁 让融资机构看到当前的回报曰
最后要加强财务管理袁 严控手中的现金流袁
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袁让融资机构放下顾
虑与戒备心遥

多元求解 引导资金巧野落户冶

消极等待及互不信任的做法袁无益于减
轻国际金融危机对船企及融资机构所造成

的冲击袁业内金融专家表示袁船企应该化被
动为主动袁积极了解融资机构的困难尧为规
避风险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他们的关注点袁大
力调整自身的产品定位及产品结构袁提高抗
风险能力袁千方百计地引导资金野落户冶袁与
融资机构一道开创新的共赢局面遥
另外袁业内专家也建议袁在国际船舶市

场跌入低谷的特殊条件下袁广大船企还应解
放思想袁多元化地寻求破解船舶融资难题的
办法遥一方面袁要与传统的政策性银行尧商业
银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曰另一方面袁要积
极寻求其他融资渠道袁如通过股权尧债券置
换等方式获得相关的资金支持遥此外袁有效
利用民间资本袁 也应该成为广大船企化解
野融资难冶的一个重要思路遥

来源院叶中国水运报曳

船企融资困难解题有“三招”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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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皇岛港到宁波港袁 一
吨煤炭的运费袁 从海运业最红
火时的 150 元/吨一下子跌到
了如今的 26.7 元/吨袁 而一艘
万吨级船舶的运输成本至少在

30 元-40 元/吨遥 船越开越亏
钱袁 停着不开也要养人尧 养
船袁 想卖掉船退出航运 野江
湖冶袁 没人愿接这烫手的 野山
芋冶遥
水运运力占浙江省总运力

约四分之一的宁波袁 144家航
运企业中袁 38%的水运企业盈
利持平或亏损遥 但也有不少企
业逆势而上袁 通过开辟国际航
线尧 做实国内集装箱业务尧 发
挥特色运输优势袁 完善拓展产
业链等方式袁 谨慎投入尧 大胆
创新袁 实现了平稳发展遥

靠国际航线实现逆势增长

宁波国创集团总裁龚树钢

的办公室窗台上袁 摆着 野远胜
56冶 轮的船模袁 这艘才下水一
个多月的散货轮袁 初步估计已
为集团创造了 100万元左右的
利润袁 这个数字绝对令同行们
艳羡不已遥
今年 6月初袁 宁波国创集

团旗下宁波商轮公司 5.7万载
重吨的 野远胜 56冶 轮袁 开始
了它的菲律宾首航遥

野要想跑国际航线袁 首先
硬件要过关袁 船舶必须是 CCS
级 渊中国船级社认证冤遥 一艘
CCS级船舶的造价要比同样吨
位的 ZC级船舶造价高出 2000
多万元 遥 我们在 2008 年至
2009 年期间袁 一口气造了 4
艘 CCS 级船舶袁 成本差不多

高出 8000万元遥 而且袁 我的
船决不挂方便旗 渊在船舶登记
宽松的国家进行登记袁 并悬挂
该国国旗冤遥冶 龚树钢告诉记
者院 野那个时候袁 很多同行笑
我傻遥 看看现在袁 我觉得我们
做对了遥冶

野目前国际航线的运价比
国内航线稍好袁 我们受这一轮
航运危机的影响较小袁 说明 4
年前我们选择 耶走出去爷 的决
策是正确的遥冶 龚树钢说遥
据龚树钢介绍袁 早先袁 国

创集团旗下的船队也是以国内

沿海散货船为主营业务遥 尽管
龚树钢表示并非有意为之袁 但
从 2008 年开始袁 企业的发展
方向开始调整袁 从国内沿海转
向国际远洋航线遥
现在袁 国创集团旗下共有

8艘船袁 其中 5艘为CCS级船袁
总运力超过 20 万吨袁 船龄最
老的也是 2008 年下水的 野新
船冶遥 8 月和 9 月袁 国创集团
还将有 3.8 万吨级和 3.5 万吨
级两艘 CCS级新船下水袁 投入
国际航线遥 目前企业主营的国
际航线是东南亚国家尧 印度及
俄罗斯等遥

野在经济危机中袁 通往新
兴市场的航线上依然有机会遥
我们现在从东南亚尧 印度尧 俄
罗斯等地区和国家运回煤炭尧
矿砂尧 木材袁 国内出口的则是
水泥熟料尧 钢材等建材袁 以及
各种用于基础建设的大型设

备遥冶 龚树钢说袁 野这和许多
年前我们运输的进出口货物不

一样了遥冶 目前袁 宁波还有天
盛海运尧 银星海运尧 丰华船务
等民营企业开辟了国际航线遥

受航运业不景气

影响袁宁波 144家航运
企业中袁有 38%的水运
企业盈利持平或亏

损遥 面对困境袁宁波航
运企业转变经营思

路袁通过跑国际航线尧
内贸运输袁 开通电子
商务等袁 实现业绩的
平稳增长遥

宁
波
航
企
逆
势
蹝转
身
蹞寻
蹝钱
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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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拓国际航线袁 国创集
团也开始从单纯的运输业务发展

到贸易和物流领域遥野我们成立了
物流公司袁 组建了强大的揽货团
队袁建立了完善的揽货系统袁为自
己揽货袁 这样既能确保自己的船
队有货可运袁 还有可能为其他公
司配货遥冶 龚树钢说袁野这个时候袁
没人再会说我傻了遥 当客户与物
流公司谈生意时袁 一看你还拥有
自己的国际航运船队袁 而且悬挂
的是中国国旗而并非方便旗袁就
会格外信任你遥冶
此外袁 国创集团还开始涉足

贸易遥 通过贸易介入到对资源的
控制袁既完善了公司的产业链袁又
盘活了资金袁 增强了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遥
在国创集团所在的宁波鄞州

区袁港航部门通过野退二进三冶产
业规划尧引导航运企业集聚发展袁
运力从 2007年的 10万吨快速增
长到目前的 40万吨袁成为宁波航
运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遥

内贸运输大有商机

就在许多航运企业抱怨船多

货少袁担心运价跌跌不休的时候袁
宁波利信物流有限公司却在考虑

要不要提高运价遥野我们不能说没
有受到危机的影响袁但我们所经
营的内贸集装箱运输业务袁受到
的影响相对较小遥冶利信物流有限
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邢成成说遥
利信物流主营内贸集装箱航

运业务袁宁波到营口是其主要航
线遥野从北往南运的是产自东北的
大米尧大豆等粮食以及钢铁等工
业原材料曰从南往北运的袁有慈溪
的家电尧富阳的纸尧余姚的榨菜尧
绍兴的黄酒尧永康的防盗门以及
日化用品遥这个季节运得最多的
是洗衣机和防盗门遥到了冬天袁这
些商品在东北地区的需求特别

大遥冶邢成成说院野不管经济形势怎
么样袁该吃的还是得吃袁该用的还
是得用袁这就是内需的作用遥冶

为了满足钢铁原材料的运输

需求袁 这家公司还推出了集散同
船的业务袁固定两天一个班次袁最
大程度上克服了水路较公路尧铁
路速度慢的弱点袁 这些特色服务
为公司留住了不少大客户遥
从宁波市港航管理局了解

到袁今年上半年袁宁波水路集装箱
运输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遥 共完成
集装箱水路运输量 63.1 万标准
箱袁为去年同期的 135.1豫遥其中
沿海运输 58.6万标准箱袁为去年
同期的 146.1%遥
与此同时袁 宁波港的目光也

在从国际转向国内遥 宁波港集团
也积极推进内贸中转基地建设尧
发展多式联运袁 在巩固已有内贸
航线的基础上袁今年以来袁宁波港
新野牵手冶内贸船公司 3家袁新开
内贸航线 4条袁 内贸航线总数达
32条袁上半年袁宁波港内贸集装
箱吞吐量达 80万标准箱袁同比增
长 22.7%袁增幅超过外贸箱遥
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内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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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箱发展委主任刘湖南说袁 以内
需为导向型的经济袁 将影响中国
的货源结构袁 在外贸形势严峻的
背景下袁 内贸集装箱运输将成为
中国港口业新的增长热点遥

航运危机不能全怪经济形势

野其实袁这一轮航运危机也并
非是全军覆没遥 现在国际航线比
国内航线好一点袁 集装箱运输比
散货运输好一点袁 其中受影响最
大的部分是国内散货运输遥冶宁波
港航管理局运管科的工作人员介

绍说 院 野目前停航船舶主要为
5000-20000 吨的以煤炭运输为
主的船舶袁 这说明其它类型的船
舶还在跑运输遥冶

野现在的航运危机主要源自
于几年前的造船狂热遥在 2006年
到 2007年之间袁一艘散货船的投
资成本当年就能赚回遥 看到那么

赚钱袁许多人不管懂不懂航运袁把
大把大把的钱投到航运业上袁渴
望一本万利遥冶宁波百洋船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叶建江回忆说袁野说实
话袁当时我也很动心袁但最后还是
忍住了袁没敢投钱到散货船上遥冶
宁波百洋船务有限公司多年

来一直坚持油品运输遥目前通过
与大客户锁定长期运价袁企业业
务较为稳定遥公司还打算在适当
的时机袁再购买一条油轮袁扩大业
务遥另外袁公司又将目光瞄向了航
运电子商务袁准备在这方面加大
投资袁实行公司的转型升级遥
市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

黑暗一片袁也不可能导致企业野全
军覆没冶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航
运业遥航运企业的野船长们冶对如
何野危中寻机冶颇有感悟遥

野危机反映出目前国内航运
业发展仍然处于粗放阶段遥冶龚树
钢说院野比如在耶走出去爷发展的问

题上袁政府其实非常支持遥但是袁
国内船东要想运营国际航线袁准
备还不够充分遥硬件上袁大多是跑
国内沿海的 ZC级船遥软件上袁国
内船东对于国际贸易尧 国际海运
市场还非常生疏袁 在面对经过数
百年发展尧 严格遵循游戏规则的
国际海运市场袁 国内很多船东也
根本适应不了遥冶
业内人士也表示袁 航运业短

时间内还难以摆脱目前的低迷状

态遥 除了干散货需求的恢复需要
时间袁 多余运力的消化也需要时
间遥 不过目前部分航运企业开始
涉足贸易尧 建立揽货系统尧 争取
野走出去冶袁都标志着运力结构尧运
输方式和贸易方式的转变袁 各种
形式的创新也使航运企业随之开

始分化袁 未来航运市场会更加注
重成本与创新的比拼袁 而不会再
是运力尧运价上的竞争遥

来源院 叶中国船舶报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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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 袁 我公司对巴拿马籍 M.V 野BM
EXPLORER冶渊探索者冤 钢质杂货船一艘进行公开拍
卖袁现公告如下院

一尧拍卖标的概况院该船总长 179.60 米袁型宽
28.00米袁型深 14.70 米曰总吨 21139袁净吨 9624袁参
考载重吨 31247曰主机型号院苏尔适袁功率院7939千
瓦曰建造地院日本袁建造日期院1980年遥 渊标的详情见
报名时提供资料冤
二尧拍卖保证金院300万元人民币遥
三尧拍卖时间地点院2012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5

时袁 舟山临城中昌国际大厦 5楼浙江船舶交易市场

交易大厅遥
四尧 报名及看样日期院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2年 10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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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临城
新区定沈路 305号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报名遥 看
样时间院2012年 10月 8日-14日曰看样地点院舟山
岱山衢山港区东邦船厂码头遥

联系人院海事法院院王凌云 0580-2041909曰拍卖
咨询院叶君霞 0580-2027516曰张伟 0580-2186093

舟山易舸船舶拍卖有限公司

2012年 8月 28日

巴拿马籍M.V野BM EXPLORER冶渊探索者冤
钢质杂货船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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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重吊船市场一片欣欣向荣遥
2010年袁俄罗斯国内私营和国有石油与电力公

司的投资总额为 6880亿卢布袁较 2009年的 5800亿
卢布提高了 19%遥根据货运公司 SOVFRACHT公布
的数据袁2011年俄罗斯石油尧 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的
投资总额相较去年提高了 54%袁 共计 10600亿卢
布遥
而 2012年的投资总额预计为 10139 亿卢布袁

2013年则达到 10126亿卢布遥
俄罗斯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造方面的投资将在

2015年达到 15000亿卢布遥 其中袁 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预计将花费大约 3020亿卢布袁苏尔古特石油
和天然气公司(Surgutneftegaz)预计大约为 2615亿卢
布袁 卢克石油公司 (Lukoil)的预算将超过 2000亿卢
布袁斯拉夫石油公司(Slavneft)的预算为 10150亿卢
布袁巴什石油公司(Bashneft)的预算为 3140亿卢布遥
到 2030年袁海外项目的总投资额将达到 70000

亿卢布遥
根据 SOVFRACHT公布的数据袁重吊设备的主

要的消费方来自俄罗斯的欧洲区袁但重吊运输业的
集中增长点却来自西伯利亚的无人居住区和包括近

海的俄罗斯远东地区遥
重吊设备重量的增长趋势和运输设备的严重缺

乏使俄罗斯重吊运输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遥
陆路运输和海上运输的情况逐渐恶化袁 俄罗斯

北极地区的港口已经没有重吊船可供调用遥
经验丰富的重吊运营商

俄罗斯重吊业运营商 Sovfracht 公司成立于
1929年袁并成为苏联商船公司的独家代理商而垄断
了租船市场遥

1991年袁Sovfracht公司在苏联对外贸易市场中
提供货物运输服务袁成为苏联海运部的分支机构袁对
苏联所有的船队进行独家代理和航运运作袁 并独家
代理苏联的境外航运业遥Sovfracht公司在全球 38个
国家拥有超过 400家公司尧代表机构和分支机构遥

1992 年袁Sovfracht 公司重组为股份制有限公
司袁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独立运输服务供应商袁几乎在
运输市场的所有领域都占一席之地袁包括铁路尧集装
箱货运代理尧海运尧港口建设尧重大件货运和重吊服
务遥Sovfracht公司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袁拥有无
数的国外子公司和 1500名员工袁 货物吞吐量达到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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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吊船欣欣向荣
与港口的发展相同袁重吊船公司同样受益于对石油尧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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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万吨袁收入达到 10亿欧元袁
每年两次将重型货物交付至 Vankorskoe 和

Priobskoeoil油田的运输项目袁使 Sovfracht公司积累
了不少东北航线和西伯利亚河流运送货物的经验遥
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院野我们确信我们积累的经验
将在北极大陆架的项目工程中得以施展遥冶

野目前袁 我们正参与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公司
(ROSATOM)尧国防部和需要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进
行投资的大型石油公司开展的联邦运输项目遥我们
的工程中心成立于 1986年袁致力于对所有运输项目
进行评估袁对所有运输线路的条件进行调查袁重建尧
强化和建造包括道路和临时泊位在内的新的基础设

施遥冶
为了这个项目袁Sovfracht公司正不断增加其舰

队规模袁目前正在商谈 3条特种驳船的新造项目和
一艘重吊船光租业务遥

托管架的运输

拥有 16艘重吊船的德国赛尔重吊船公司 SAL
向客户提供可定制的所有类型重大件货物的海上运

输解决方案袁包括重型机械尧石油与天然气行业设
备尧海上风能设备尧起重设备和浮动货物遥
德国赛尔重大件海运公司 SAL获得了一份由

鹿特丹至新加坡运输最大的铺管船托管架的合同遥
重大件运输船野Annette冶在 2012年 4月装船并开始
这次挑战遥为了这个重量达到 880吨尧尺寸达到 42.5
米 x15.1米 x18.0米的超大型货物袁赛尔公司的工程
部设计了一个复杂的下层结构使其重量能分布在甲

板上遥
对重量分布系统的工程研究和设计制造都必须

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遥之后袁铺管船托管架会通过浮
式起重机安置在甲板上遥
铺管船托管架将在新加坡由吉宝造船厂进行组

装袁并完成野Castorone冶轮的最后安装遥这将使该船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的铺管船遥
德国赛尔重大件海运公司同样一直致力于

Gorgon 和 Geraldton这两个油田项目遥
赛尔公司船队在安全交付加急货物时袁起吊能

力可达到 2000 SWL (许用负荷)袁 运行速度达到 20
节遥
赛尔重大件海运公司总部的项目部高级主管

Sune Thorleifsson 表示袁 雪佛龙石油公司已经将
gorgon油田项目的合同授予了荷兰航道疏浚公司
Boskalis和南非建筑公司 Murray & Roberts袁然后寻
找当地的货运公司和滚装码头袁 以方便设备运输公
司荷兰 DOCKWISE和其他 7个甲板运输公司来卸
下设备遥 而在与荷兰 JUMBO海运公司和 Biglift公
司为雪佛龙公司的合同竞标时袁 由于采用了比较激
进的定价策略袁塞尔公司被授予了总价超过 1500万
美元的合同袁并决定由野Regine冶轮来完成遥
该项目今年 2 月份在杰拉尔顿港顺利完成遥

野Svenja冶轮在杰拉尔顿港 7号泊位的新谢矿石出口
设施中完成了此次 5个重达 700吨的码头设备的定
位和运输工作遥 这些设备在泰国装船袁 并运送到该
港遥
为了顺利完成工作袁 赛尔公司必须克服 2个主

要问题遥首先袁必须在未完工的泊位设计新的靠泊方
式来确保卸货的安全稳定遥其次袁由于涨潮袁杰拉尔
顿港每四天只有一天适合重吊机运作遥 因此袁 涨潮
时袁 任何低水位的泊位都投入使用以确保工作按时
完成遥
此次工作的目标为 6天内完成袁 但杰拉尔顿港

务局和一些熟知港口严峻条件的人士认为完成工作

至少需要 10天遥
尽管充满了挑战性袁 但赛尔公司运用了一个安

全有效的操作方式遥由于野Svenja冶轮的高稳定性特
点以及船长和船员的熟练操作袁仅仅五天袁所有的设
备都安然无恙地卸到了指定位置遥
根据赛尔公司澳大利亚区的业务主管 Eike

Hemp介绍袁 由于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对劳动力限制
较少袁因此该地区存在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袁同时运输
建筑设备和材料也更加困难袁成本也更高遥
港口的发展也为赛尔公司和其他重吊公司提供

了潜在的机遇遥 混凝土沉箱和码头设备可以预先进
行装配袁并运到现场遥
未来袁 重吊公司可能感兴趣的澳大利亚港口项

目包括院黑德兰港 SW Creek尧杰拉尔顿港 6号泊位
的扩展和 Browse 液化天然气公司的 James Price
Point液化天然气项目袁以及Wiggans岛的煤炭码头
项目遥

要要要叶The Baltic曳 SUMMER 2012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译

视 点

托管架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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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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0
4100
4010
3950
4420
4250
4150
4050
3950
3850

引50
引50
引140
引140
引100
引100
引180
引180
引160
引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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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
2250
2200
2590
2120
2590
2280
2380

引30
―

―

―

引30
引50
―

―

不含税

市场价

不含税

含税

不含税

含税价

不含税

不含税

市场利空弥漫
钢厂再次下调出厂价

现货市场连跌不止尧钢材期货再创新低袁钢市下
跌的周期简直一眼望不到头遥由于适逢传统淡季袁需求
一蹶不振袁主流钢厂持续跌价袁钢材市场变得让人看不
到希望遥

钢材期货市场又创下新低遥继上周螺纹期货 1301
合约下跌 2.55%后袁 本周螺纹期货继续连跌三个交易
日袁下挫至 3557元/吨袁野新低又新低冶已经让人司空见
惯遥螺纹期货大幅增仓下行袁持仓量尧成交量均创下近
两年新高袁价格却再创新低袁证明市场上的空头氛围弥
漫袁心态极其悲观遥

现货市场同样惨淡遥根据数据监测袁上周除上海区
域钢材价格维持稳定外袁北京尧广州区域价格均继续下
跌袁幅度在 20-40元/吨不等遥

主流钢厂仍在继续跌价遥宝钢尧武钢和鞍钢已经相
继出台了 9月份板材价格政策袁对热轧尧冷轧等主流品
种出厂价格再度下调 100-200元/吨遥第三季度的三个
月内袁板材厂家出厂价格连续尧全面下调袁板材市场的
需求低迷袁可见一斑遥

原材料价格亦大幅回落遥据监测袁在上周下跌 100
元/吨之后袁本周以来袁唐山方坯再度累计急挫 120元/
吨袁目前市场价在 3030元/吨曰唐山地区 66%品味干基
铁矿石价格为 1020元/吨袁周跌幅 50元/吨以上遥与此
同时袁品位 63.5%印度粉矿外盘报价接近 110美元/吨袁
周跌幅 10美元/吨以上遥 但原材料价格下跌的趋势并
没有停止遥

尽管供需矛盾已经非常激烈袁 钢厂的减产却没有
真正落实到实处遥据中钢协统计袁8月上旬袁国内重点
大中型企业粗钢日产量为 162.05万吨袁 旬环比增长
0.82%曰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估算值为 196.99万吨袁旬环
比增长 1.05%遥粗钢产量再度反弹袁当前钢厂减产仍是
观望居多袁 流于表面袁 这也使得钢价下跌周期再度延
长袁短期触底反弹基本无望遥

在下游需求没有明显释放迹象的情况下袁 经历了
7月份的暴跌之后袁 大中型钢厂率先爆出的不是减产
检修支撑钢价袁而是继续下调出厂价袁这只会加剧钢价
下跌的步伐袁只会让处在野熊市冶中的钢市更悲惨遥
造船钢需求萎靡袁 主流钢厂对板材价格的下调更是加
剧了造船钢价格的下跌遥部分地区造船钢价格如下院

钢材需求不佳袁废钢的成交也难以好转袁市场缺乏
利好袁废钢价格稳中有跌遥 部分地区废钢价格如下院

钢市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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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造船 降本增效

船舶工业

目前袁 全球范围内正掀起一股绿色浪潮袁 绿色
船舶技术日益成为竞争力的关键遥 作为主要造船国
家袁 日韩行动迅速袁 已取得大量成果袁 同为造船大
国的中国也不甘落后袁 加快了 野绿色转型冶 的步
伐遥
相比传统造船袁 绿色造船有何优势钥 绿色造船

离中国有多远钥 对当前船企的结构转型又将产生怎
样的影响钥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渊简称 野外高
桥造船冶冤尧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尧 南通中远川崎
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渊简称 野中远川崎冶冤 等船企已
率先走上 野绿色造船冶 之路袁 并有效地抵御了金融
危机袁 它们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遥

野绿色指数冶 中国远落后于日韩

纵观近年来国际海事组织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新

规范尧 新标准袁 譬如国际拆船公约尧 NOx/SOx排放
新标准尧 新船能效设计指数 渊EEDI冤尧 涂层新标准
渊PSPC冤尧 强制提高新船噪声等级尧 防护油船货油
舱耐蚀钢标准等等袁 都与绿色环保安全紧密关联袁
野绿色指数冶 已成为当今船舶产品设计的重要标准
和占领船舶市场的关键要素遥
但与日韩等造船大国相比袁 我国造船业的 野绿

色指数冶 远远落后袁 在资源消耗方面与世界先进水
平的差距十分明显遥 以电力和钢材消耗为例袁 日本
造船企业万美元产值平均耗电约 350度袁 而我国大
部分造船企业约为日本企业的 3倍曰 我国每载重吨
完工船舶消耗钢材 0.39吨袁 约为日本的 2.8倍袁 韩
国的 1.6倍曰 若按占船舶产品生产成本 20%以上的
钢材利用率计算袁 我国造船业目前钢材利用率为
87%袁 而日本韩国钢材利用率已达到 92%-95%遥

有研究表明袁 若钢材利用率提高 1个百分点袁 可节
省钢材 2万吨袁 节约成本近 1亿元遥
在设计尧 制造技术和工艺方面袁 我国造船业虽

具有一定能力袁 但总体水平大致与日本差距是 15
年袁 与韩国差距是 10年遥 目前袁 我国同等吨位的
船体设计自重高出日尧 韩 10%左右遥 另外袁 我国
造船精度管理水平不高袁 骨干造船企业的分段无余
量制造率在 65%左右袁 带来了大量修正工作量遥
由于我国分 渊总冤 段舾装率比较低袁 导致涂层反复
烧损现象比较普遍袁 因而补涂工作量居高不下袁 涂
料消耗比国外高 20%左右袁 进一步导致电力消耗
的增加遥
此外袁 我国部分船企生产设备严重老化袁 资源

利用效率低下遥 一些造船企业由于缺乏设备更新资
金袁 许多落后的生产工艺和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设
备仍在使用袁 如陈旧的工业锅炉尧 变压器等动力设
备和老化的动力传输管线袁 以及能耗较高的热处理
炉尧 工业窑炉尧 锻铸造等热加工设备等遥 这些设备
能耗高尧 效率低袁 在生产过程中浪费了大量资源遥

野绿色品牌冶 好口碑带来大市场

不过袁 越来越多的中国船企意识到绿色造船的
重要性袁 并以此为契机袁 加快产品结构升级袁 推出
野绿色品牌冶袁 抢占市场制高点遥
外高桥造船是世界造船企业三强之一袁 从成立

起就确立了 野创建绿色品牌尧 打造一流产品冶 的目
标遥 2000年至今袁 该公司自主研制的 17万吨级好
望角系列绿色环保型散货船已成为国内建造最多尧
国际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中国船舶出口 野第一品牌冶袁
共获得 100多艘船舶订单曰 新研发的 18万吨好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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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工业

角型散货船更是全面满足国际最新环保要求和强度

标准袁 且与原系列船相比油耗降低 15%遥
为适应新的市场格局袁 巩固公司在散货船市场

的领先地位袁 外高桥造船又自主研发了新一代澳大
利亚纽卡斯尔型 20.6万吨 野绿色环保冶 好望角型
散货船遥 去年 11月 22日袁 20.6万吨好望角型散货
船首制船成功交付袁 成为当今世界上建造的最大吨
位的 野绿色环保冶 好望角型散货船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也瞄准绿色造船袁 在国

内率先研发低碳船舶遥 该公司重点在新型 32万吨
超大型油船尧 11万吨阿芙拉型成品油船尧 38万吨
超大型矿砂船尧 9万吨级散货船等船型上充分应用
绿色环保设计袁 顺应了市场发展方向袁 达到了国际
同类型船舶制造水平遥 其中袁 38万吨超大型矿砂
船于去年 9月交付用户袁 采用节能环保新型主机袁
续航能力达到 25000海里袁 可绕赤道一周以上袁 大
大提高综合运力遥
另一家大型船企中远川崎也始终站在应对国际

海事新规则的前沿袁 坚持绿色造船理念袁 连续 6年
蝉联南通市 野绿色企业冶袁 并获得国际环境体系认
证遥
目前袁 中远川崎自主研发的 30万吨矿石运输

船采用新型直艏设计袁 与传统肥大型船舶及国外相
同主尺度矿砂船相比袁 直型船艏提高了船舶建造便
利性尧 增加了船舶载重吨 1000吨袁 减少了钢材的
使用遥 同时通过结构优化设计袁 30万吨 VLOC单
船节约钢材用量 200吨袁 新船成功交付使用后袁 得
到了船东和船级社的认可和一致好评遥
另据了解袁 根据 IMO的新船船舶能效设计指

数对船舶能效系统的综合评估标准袁 中远川崎建造
的集装箱船的船舶能效指数在基线以下 15%-25%
左右袁 汽车滚装船和散货船分别在基线以下 8%和
7%左右遥 这表明袁 南通中远川崎现有船型在低能
耗绿色船舶方面已拥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遥

野绿色设计冶 降本节能增效

中国船企的一个个 野绿色品牌冶 在国际上攻城
略地袁 已取得不错的成绩遥 它们是如何将绿色理念
贯穿到造船中去的钥

首先是船舶的设计袁 在这方面袁 中远川崎走在
了绝大部分船企的前面遥 该公司在实现全面信息化
和数字化造船的基础上袁 大力开展船型优化设计尧
动力节能设计袁 从设计源头选用绿色材料袁 提高材
料利用率袁 提升船舶能效性能袁 全方位促进船舶设
计尧 建造以及营运的 野绿色化冶遥 野绿色设计冶 为
中远川崎带来了收益袁 起到了降本节能增效的作
用遥 如通过数字化建模袁 建立 野真三维模型冶袁 提
前发现尧 改善生产中不可避免的错误袁 将材料的使
用尧 物流的次序进行精确定位袁 公司预舾装率高达
85%以上袁 国内其他骨干船企至今望尘莫及遥
正是实行 野绿色设计冶袁 中远川崎单船建造工

时尧 钢材利用率尧 造船生产效率尧 全员劳动生产
率尧 万美元产值耗电量等 7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连
创中国造船新纪录遥
外高桥造船则始终坚持 野绿色造船尧 资源优

化尧 持续改进冶 的环境方针和 野以人为本尧 以法为
准尧 以防为先冶 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袁 注重将绿色
造船与保障职工健康相结合遥
在现今的世界经济贸易活动中袁 企业的生产活

动尧 产品或服务中所涉及的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
全问题受到普遍关注遥 在国际船舶市场上袁 越来越
多的船东要求承接方具有质量尧 环境和职业健康安
全体系的认证证书袁 并要求在合同中提供环保和职
业健康安全策略袁 国际绿色潮流和职业健康安全意
识已被融入顾客要求并传递到了外高桥造船遥
因此袁 外高桥造船从企业战略规划制定袁 到技

术方案实施袁 产品的设计尧 生产袁 市场化全过程统
筹考虑袁 不断改进技术尧 调整组织结构和战略袁 通
过采用无毒或低毒的能源和原材料袁 运用清洁生产
的方式生产绿色产品尧 清洁产品袁 促使企业生产实
现废物产生最少化袁 环境影响无害化和资源利用最
大化袁 把企业对环境的不良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遥
实行绿色造船袁 外高桥造船取得巨大成就袁 至

2011年其造船规模已连续七年位居同行业全国第
一遥
绿色造船是未来的趋势袁 中国船企应转危为

机袁 加快绿色转型袁 争取在日后的竞争中抢得制高
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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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账本袁 估计不少船企老板都得摇头叹一声 野难冶院 原料涨价尧 标
准提高袁 支出 野水涨船高冶曰 订单缺乏尧 融资趋紧袁 进账大幅 野缩水冶遥 尤
其在支撑我国造船企业半壁江山的地方和民营造船企业袁 野入不敷出冶 的
现象更突出遥 野现在新船价格普遍下降了 30耀40%袁 别说订单少了袁 就算
有订单也不敢接啊遥冶 一位民营船企的老板感叹道遥

再看看文中船企的 野经济账冶院 日韩船企钢材利用率提高 1个百分点袁
节省钢材 2万吨袁 节约成本近 1亿元曰 中远川崎设计的 30万吨矿石运输
船袁 仅仅船艏由弯变直袁 即增加载重吨 1000吨袁 节约钢材用量 200吨遥

两相对比袁 野绿色冶 二字为船企带来的袁 不仅是成本大幅下降尧 产品
效能显著提高的 野双赢冶 局面袁 更带来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存之道遥

也许有些企业会问袁 绿色转型的成本高不高钥 我们也来算一笔账遥 曾
有报道袁 今年 7月浙江庄吉船业交付一艘符合 PSPC标准的 8.2万载重吨
散货船袁 价值 3568万美元曰 而目前一艘普通的 10万吨级散货船售价不到
3000万美元遥 在成本方面袁 曾有中国骨干船厂对 7.5万吨散货船模拟实施
PSPC涂层应用袁 发现成本上涨 10%耀15%遥 由此可见袁 造 PSPC船舶虽投
入大袁 但收益更大遥
因此袁 中小型造船企业应紧紧盯住绿色船舶和绿色造船的发展趋势袁

汲取大型地方和民营造船企业成功之路的精髓袁 从 野追量冶 到 野求质冶 转
变袁 对照新规范尧 新标准找差距袁 制定出适合本企业发展的以质量效益为
中心的管理模式袁 从而降低成本袁 提高效益袁 拓展生存之路遥

来源院 叶中国水运报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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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港综合港区前八月吞吐量同比增五成

截至 8月底袁黄骅港综合港区今年完成吞吐
量 1119万吨袁同比增长 54.25%袁其中装卸集装箱
4.3万标箱遥 8月份袁综合港区共接卸船舶 53艘
次袁完成吞吐量 154.92万吨袁单月装卸生产再创
历史新高遥
今年以来袁渤海新区千方百计抓好港口营运

工作袁他们着眼于腹地合作和市场开拓袁制定出
台了 叶支持黄骅港集装箱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曳
等激励措施曰在物流产业发展方面袁渤海新区以
建设国际化区域物流中心为目标袁及时启动了总

投资 50亿元的羊二庄煤炭物流交易中心尧 总投
资 22亿元的华北交易大厦等重点项目建设袁加
快推进中铁干散货集散基地尧长海物流尧中捷国
际建材集散物流中心等节点项目建设袁野三中心尧
六通道尧十八节点冶的现代临港物流格局正在形
成遥
据介绍袁目前已有中海集装箱尧上海中谷新

良实业尧中国远洋运输等公司在黄骅港开通物流
业务遥 预计综合港区年内可完成吞吐量 1300万
吨遥

定海升级港口物流产业 年吞吐能力将超 1000万标箱

在舟山跨海大桥中段的金塘岛袁 一个大型
国际集装箱物流岛正浮出水面遥 大浦口集装箱
码头继开通 9条国际航线后袁 第二阶段工程最
近启动曰 与之毗邻的木岙港区集装箱码头也正
在加紧建设袁 该项目总投资 88亿元袁 建成后年
吞吐量可达 350万标箱遥 按照规划袁 全部建成
后金塘岛各港区的年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超过

1000万标箱遥
金塘岛集装箱运输业的崛起袁 是定海以专

业化特色化升级港口物流产业的一个缩影遥定海
区委书记傅良国认为袁定海港口资源丰富袁但港
口物流业起步较迟袁要在新一轮国际港口竞争中
后来居上袁就要选择专业化特色化路径袁重点培
育特色明显尧优势突出的现代港口物流业遥
油品储运成为一大特色遥 作为国家能源安

全保障的重要基地袁 定海近年来加紧吸引国内
大型油品储运加工企业落户遥 老塘山港区的天
禄能源油品储运项目袁 总投资约 50亿元袁 总罐
容 416万立方米袁 是国内民营企业最大的油品
储运项目之一袁 继一二期工程投产后袁 三期工
程最近也已开工遥 眼下袁 定海区已集聚了世纪

太平洋化工尧 中海油舟山石化等多个大型石化
储运加工企业袁 年储运中转加工交易总量近
5000万吨遥
为实现港口吞吐物资的增值袁 定海正在重

点打造粮油等深加工基地遥 其中袁 国际粮油加
工集散中心已建成 9个码头 12个泊位袁 集聚了
泰丰粮油尧 和润物流等 32家企业遥 泰丰粮油年
加工 30万吨大米袁 并对大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碎米进行深加工袁 制成糖浆尧 米淀粉尧 米蛋白
等食品中间产品袁 可年处理 1万吨碎米袁 今后
还将利用稻壳发电遥 据测算袁 泰丰粮油深加工
项目利润明显超过大米加工环节遥
特色商品交易日趋活跃袁 已形成石油尧 粮

食尧 水产等多个大型市场遥 其中袁 位于定海西
码头的舟山水产品交易中心袁 是鱿鱼尧 金枪鱼
等远洋水产品的主要集散基地袁 其电子交易平
台自去年 12月中旬开始试营业以来袁 已累计交
易远洋鱿鱼 5300多吨袁 交易额 4400余万元遥 目
前袁 这里已完成 野鱿鱼价格指数冶 的编制袁 今
后袁 依托电子交易平台袁 水产品交易量将被放
大 20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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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中
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

海事海商

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是海事诉讼中的一种

专门程序袁 与审判程序尧 执行程序尧 公示催告程
序尧 保全程序等不同袁 该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公平分
配特定船舶司法销售的收入袁 或已设立的特定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基金遥 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是一
种非单一性的债权机制袁 所涉主体多样尧 情况复
杂袁 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无论在任务尧 功能性
机制的装配尧 程序结构等方面袁 都与一般审判尧 执
行程序有很大差异遥
一尧 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管辖法律问题

叶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曳 渊下称 叶海诉法曳冤 对
于海事案件的管辖进行了专门性的规定袁 规定指出
海事案件由专门海事法院进行专门管辖袁 也就是说
第一审海事海商案件依法只能由海事法院管辖袁 其
他法院无权管辖和受理遥 但 叶海诉法曳 中的管辖只
规定了专属管辖尧 指定管辖尧 地域管辖和协议管
辖袁 但这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袁 所以有的学者
提出应该加上非实体内容管辖权和实体内容管辖

权遥 非实体内容管辖权是指海事法院因为发布海事
强制令尧 采取海事请求保全措施尧 采取海事证据保
全措施尧 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和执行尧 承认
外国法院作出的有效判决时享有的管辖权遥
实体内容海事管辖权指的是海事法院审理案件

的实体内容时所享有的管辖权遥 当然海事案件的专
门管辖不排除仲裁机构根据有效的仲裁协议受理海

商合同纠纷案件的可能遥 而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
序与海事立案管辖权的联系则是海事债权登记与受

偿程序可以更广泛地使海事法院通过合并管辖尧 牵
连管辖等使得海事法院行使其管辖权遥 理由是海事
法院可因采取诉前海事请求保全尧 诉前海事强制令
及诉前海事证据保全而取得管辖权遥
按照我国 叶海诉法曳 第 19条的规定袁 海事法

院可因采取诉前海事财产保全措施而当然取得对案

件的管辖权袁 除非当事人之间订有仲裁协议和诉讼
管辖协议遥 同时 叶海诉法曳 第 61条尧 72条规定袁
海事法院还可因采取诉前海事强制令尧 诉前海事证
据保全措施而对案件取得管辖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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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以上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的话袁 海事
债权登记与受偿的管辖就变得有些混乱了遥 首先由
于海事海商案件的管辖有专门的法院管辖袁 当两个
海事法院都有管辖权时袁 应该由先立案的法院管
辖袁 但是如果先立案的法院没有管辖权袁 而另外两
个法院同时具有优先管辖权袁 又或者由于海事债权
登记与受偿程序的原因袁 再多上几个有管辖权的法
院袁 并且按照法律都具备优先管辖权的资格袁 那这
时候到底由哪个法院管辖钥 所以本文建议在立法上
应该对此进行补充袁 从而使得法院之间不会出现争
管辖权或者推卸其管辖义务的现象遥
二尧 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主体法律问题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体袁 是指对海事赔偿请
求负有责任并有权依法限制其赔偿责任的海事责任

人遥 是否具有责任限制的主体资格袁 是申请海事赔
偿责任限制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遥 在这方面袁 各国
的法律以及国际公约有着很大的差异袁 但是其总体
趋势是有资格享受责任限制的主体范围不断地扩

大遥
我国 叶海商法曳 第 204条规定院 野船舶所有

人尧 救助人袁 对本法第 207条所列海事赔偿请求袁
可以依照本章规定限制赔偿责任遥 前款所称船舶所
有人袁 包括船舶承租人和船舶经营人遥冶 我国 叶海
商法曳 参照了 1976年公约的规定袁 其中有三个条
款涉及责任限制主体袁 第 204条规定船舶所有人尧
救助人可以享受责任限制袁 并进一步解释船舶所有
人包括船舶承租人和船舶经营人曰 在 205条中把受
雇或受委托范围内行事的船长尧 船员或船舶所有
人尧 救助人的其他受雇人尧 代理人纳入责任限制主
体的范围曰 第 206条又将这一范围扩展到上述人员
的责任保险人遥 只要上述责任限制主体的行为符合
法律规定的情况袁 并且造成的损失属于可以享受责
任限制的海事赔偿请求之列袁 责任主体就可以享受
责任限制遥

根据 叶海商法曳 规定袁 对于责任保险人享受海
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袁 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院 1尧
被保险人必须是责任限制主体曰 2尧 被保险人所负
有的赔偿责任必须属于法律规定的限制性责任袁 而
非限制性债权不能适用曰 3尧 责任保险人按保险合
同的要求袁 对被保险人承担的海事赔偿责任确实负

有实际赔付的义务遥
研究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责任主体的适用范

围袁 往往决定了相关责任人是否可以援引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的有关规定从而享受责任限制的权利遥 在
责任主体范围上袁 应当正确理解承租人和船舶经营
人代替船舶所有人作为海事事故的责任人的时候袁
才是责任限制的主体遥
三尧 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期间法律问题

关于期间袁 在 叶民事诉讼法曳 中是指人民法
院尧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行为的期限
和期日遥 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是 叶海诉法曳 中
的一部分袁 叶海诉法曳 是 叶民事诉讼法曳 的特别
法袁 所以我们理解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的期间
问题袁 可以参考 叶民事诉讼法曳 中的规定遥 当然在
叶海诉法曳 以及 叶海诉法若干问题解释曳 中同样对
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的期间作了具体规定遥 而
在 叶海诉法曳 规定之中有许多期间不明袁 期间的规
定根本就在实务中不能实现袁 有些期间实现起来相
当困难或使得当事人在时间上很赶袁 用或者直接没
有规定期间的法律规定遥
这种问题出现的直接后果袁 便是在有些没有期

间或者期间不明的情况下袁 法院只能自行对期间进
行裁定遥 而在期间遵守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袁 如当事
人申请债权登记时袁 经常出现错过申请时间的情
况遥 鉴于该缺陷袁 立法者应当完善该法律条文袁 同
时在司法实践中袁 应当考虑采取有些学者建议的一
种务实的做法院 债权人在登记债权后提起确权诉
讼袁 在责任人设立基金前袁 法院暂先仅收文 渊起诉
状及证据冤袁 不收案 渊暂不立案受理冤袁 待责任人设
立基金后立案受理曰 如果责任人逾期不设立基金袁
则法院告知权利人袁 由权利人选择按普通程序提起
诉讼或者不提起诉讼遥
同时在 叶海诉法曳 司法解释中也存在着许多的

不合理之处袁 如其中第 84条规定袁 申请人应在准
予其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裁定生效后三日

内在海事法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遥 这里的
野三日冶 在时间上不明确袁 而且给予申请人设立基
金的时间也相当之短暂遥 当异议人在异地时袁 申请
人很可能无法计算和判断异议人七日的上诉期的起

算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裁定生效日袁 这样一来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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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错过法定 野三日冶 的基金设立期限袁 无法及
时设立基金遥 建议立法者应当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
的出现袁 从而适当的延长这个期间袁 使该条文规定
更符合人性化袁 合理化遥
四尧 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确权法律问题

渊一冤 海事确权诉讼能否适用调解程序
根据 叶海诉法曳 第 116条第 2款规定袁 海事法

院对确权诉讼作出的判决尧 裁定具有法律效力袁 当
事人不得提出上诉遥 这法律条文中并没有说明海事
确权诉讼能否进行调解袁 仅说明判决和裁定的法律
效力袁 而这是不是就说调解不能适用于海事确权诉
讼呢钥 并且根据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
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曳 第二条规定袁 对于有可
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袁 人民法院应当调解遥
但适用特别程序尧 督促程序尧 公示催告程序尧 破产
程序等案件以及一些不能适用调解的如确认人生关

系的婚姻关系尧 身份关系的确认案件和其他依照案
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袁 人民法院不予调
解遥 由此看来袁 海事确权诉讼程序属于特别程序袁
理所当然不能进行调解遥 其实不然袁 凡事总有例
外袁 海事确权程序就是特别程序中的例外袁 对于海
事确权程序能适用于调解程序遥 理由是袁 根据 叶民
事诉讼法曳 第十五章特别程序规定的案件包括选民
资格尧 宣告失踪尧 宣告死亡尧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
能力尧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尧 认定财产无主案
件袁 这几类非诉案件袁 并没有包括海事确权程序袁
同时特别程序司法解释也无明确规定遥 根据最高院
叶调解规定曳 第二条规定袁 特别程序应限于 叶民事
诉讼法曳 第十六章袁 而不包括 叶海诉法曳 规定的诉
讼程序遥 海事确权诉讼从性质上分析属于给付之

诉袁 给付之诉不属于非讼案件袁 也不属于人身关系
确认的法定诉讼袁 所以按照性质完全可以调解遥 并
且在司法实践中就有调解的案例出现遥 如原告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被告钦

州市南方轮船有限公司海事债权确权诉讼调解案袁
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遥
而 叶调解规定曳 的价值取向是鼓励以调解结

案袁 这种价值取向在理解相关条文时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袁 所以在调解适用的范围上应该尽量减少不
可调解案件的范围遥
并且根据 叶民事诉讼法曳 第十三条规定袁 当事

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和诉

讼权利遥 这表明当事人能自由选择是进行诉讼还是
进行调解袁 这也表明海事确权诉讼可以适用调解程
序遥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叶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曳袁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
用简易程序或可以协议将普通程序转化为简易程

序袁 这也表明当事人有调解权遥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
出结论海事诉讼确权案件能调解结案袁 适用调解程
序遥
围绕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产生的法律问题还很

多袁 如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与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
序的衔接袁 海事确权诉讼程序与其他诉讼的冲突与
转换问题袁 等等遥 希望在未来修改 叶海诉法曳 时袁
或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时袁 明确上述
问题袁 做到规定明晰尧 完整袁 操作性强袁 以保证作
为海事诉讼重要组成部分的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

序制度袁 得以完善和健康发展遥
渊摘编自林鑫鑫 叶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

法律问题探析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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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9日消息袁 德翔
海运董事长陈德胜日前表

示袁 由于集装箱船运市场
复苏缓慢袁 加上船舶过剩
问题严重袁 目前国际租船
市场集装箱船日租非常低

廉袁 租价低于成本价约四
成袁 另一方面袁 全球造船
厂掌握的订单多数只能撑

到 2013尧 2014年袁 船价估
计还会走低袁 公司原已延
后一年的造船计划决定再

次延期遥
德翔去年与台船尧 韩

国造船厂分别洽谈造价事

宜袁 并已签署意愿书袁 计
划向台船订造的 6艘 1,800
箱集装箱船袁 其中 2 艘拥
有选择权袁 另与韩国一家造船厂洽商
的 4艘 4,700箱集装箱船订单袁 其中
1 艘拥有选择权袁 总投资金额逾百
亿袁 后因贷款利率问题拖延袁 加上全
球景气快速恶化袁 公司决定先延后造
船计划一年遥

资讯速递

8月 28日消息袁从东营港航局了解到袁东营
港物流园区总投资 80多亿元的中海油尧 万通尧
宝港国际等油库区项目及中海油 1500万吨渤海
湾原油上岸终端项目现正在加快建设遥 野十二
五冶末袁全区原油尧燃料油及液体化工品一次性
仓储能力将达到 1000万立方米遥
东营港港口经过改扩建袁 现有 2个 3万吨

级码头袁3个 3000吨级码头袁11个千吨级码头遥
目前袁 中国海油 2伊5万吨级和 2伊5千吨级液体
化工品码头正在建设中袁 计划于今年年底试运

营遥 东营化工聚集区的企业已直接把原料尧成品
管道延伸到了港口遥 过去地方炼化企业原料及
产品通过公路运输袁平均运价超过 100元/吨袁与
港口相连后袁 通过管道运输的测算成本不足 50
元/吨遥 以每年输送 1000万吨燃料油测算袁每年
即可为沿线炼厂节约运费 5亿元遥 东营港计划
2013 年底建成 3000耀50000 吨级液体化工品码
头 18个袁新增港口液体化工品年吞吐能力 1379
万吨袁 为东营港化工物流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水上交通遥

东营港物流园区获 80亿元投资

宜宾依托港口发展现代物流

9 月 5 日消息袁 四川省宜宾市政府近日出台
叶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工作意见曳袁 确立
全市内河水运发展目标遥 该市将从基础设施建设尧
交通枢纽建设尧 水运市场培育尧 现代物流发展等方
面入手袁 强力推进内河水运发展遥
根据该意见袁 到 2015年袁 全市水路年货运量力

争突破 600 万吨袁 2020 年全市水路年货运量达到
1000万吨袁 通过 10年左右的时间袁 把宜宾建成长江
上游港口大市和西部水运强市遥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袁 重点推动实施长江航道叙渝段升二级航道建设
工程袁 达到全年昼夜通行 2000要3000吨级船舶的能
力遥
在现代物流发展方面袁 依托主要港口作业区袁

科学规划建设综合配套服务区尧 物流园区和海关特
殊监管区袁 健全完善港口配送尧 加工尧 商贸尧 金融尧
保险尧 船代尧 货代尧 航运交易等功能袁 构建航运综
合服务体系遥 其中袁 将以临港经济开发区为龙头袁
突出港口群及城市的枢纽功能袁 加强港口与港口综
合配套服务区尧 港口物流园区和临港工业区的有效
衔接袁 在临港经济带形成生产制造尧 现代物流尧 加
工贸易尧 城市生活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产业体系遥

德
翔
海
运
延
后
一
年
造
船
计
划
再
次
延
期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