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8 日上午袁 2012 中国舟山国际船业博
览会在舟山市新城体育馆盛装开馆遥 来自新加
坡尧 德国尧 丹麦尧 芬兰尧 日本尧 韩国尧 中国香港
等国家和地区涉船行业参展商袁 国内 10 余个省
市的参展企业为了同一个目标汇聚一堂寻找合作

商机袁 交流船业动向遥
作为国内外船业交流专业展示平台袁 本届船

博会已是自 2008 年创办以来的第四届袁 由舟山
市人民政府尧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尧 浙江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尧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
分会联合主办袁 舟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尧 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舟山支会尧 舟山市船舶修
造管理服务局尧 舟山市船舶行业协会承办遥

此次展会以 野蓝色海洋袁 绿色船业冶 为主
题袁 借助国家 叶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曳尧
叶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曳 建立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的要求和国
务院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政策优势袁 利
用舟山船舶工业迅猛发展的大好时机袁 力争把本
届船博会办成国内外规模和档次一流且有相当影

响的国际船业交流协作平台遥
作为强势平台袁 今年船博会的影响力持续扩

大遥 吸引了来自金海重工尧 扬帆集团尧 欧华造
船尧 常石集团尧 五洲船厂尧 万邦永跃尧 意大利拉
斯佩济亚区船舶展团尧 韩国韩进重工尧 新加坡太
平洋海事尧 瓦锡兰尧 LR尧 CCS尧 日本海事协会尧
韩国船级社尧 新加坡挪迪克尧 熔安尧 杭齿尧 宁
动尧 洋普尧 莱钢尧 亚星等 8个国家和地区的 159
家企业和单位参展袁 云集了国内外知名船舶修造
企业尧 船舶配套企业尧 航运企业尧 海洋工程企
业尧 高级船业人才及各类高新技术装备遥 展馆分
成 4个展区袁 会场总面积 1.5万平方米袁 共计折
合标准展位 300 个袁 其中特装展位 32 个袁 集中
展示了国内外知名船舶修造尧 船舶配件制造尧 渔
船渔机制造尧 港口物流企业和相关研发设计服务
机构的各类高新技术装备以及当今国际船舶行业

的新科技成果和发展水平遥
本届船博会在总结前三届船博会成功举办的

基础上袁 通过精心策划尧 扩大会展规模和展品范
围尧 提高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的参展比重袁 进一步
展示了浙江特别是舟山船业取得的成就袁 推动和
促进了浙江乃至全国船业的转型升级遥 展会以其
高质的展览效果袁 严谨的组织和优质的服务赢得
了广泛的赞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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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当前袁 船市仍然阴云笼罩袁 新船订单少袁 船价
低袁 加上国际标准和规范更趋严格袁 船东心理预期
越来越高袁 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激烈遥 面对这样的情
况袁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茵八研究所研究
员尧 船舶设计大师杨葆和表示袁 我国造船界既要正
视现实袁 坚定信心迎接挑战袁 又不能故步自封袁 必
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袁 进行全方位创新袁 从而抓
住市场上出现的机遇遥

正视现实坚定信心

在杨葆和看来袁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袁我国造船
业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巨大挑战遥一方面袁低迷的市场
状况很可能将长期持续遥在前几年的船市高峰期袁庞
大的造船产能已经形成袁 使得当前市场低迷情况下
供求矛盾尤为突出袁供方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袁企业
的日子普遍不好过遥另一方面袁市场需求结构正在发

全方位创新才能抓住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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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生明显改变袁从以普通需求为主向以高端需求为主
升级袁从以价格竞争为主向价格与性能竞争并重转
变遥我国在常规船舶市场上的优势比较突出袁价格竞
争力也较强袁但在适应需求转型升级方面的步伐还
明显滞后袁在高技术船舶领域打造优势的难度很大遥

尽管形势严峻袁但我国造船人必须坚定做强船
舶工业的信心遥杨葆和表示袁我国造船人勤劳且富有
智慧袁因此袁面对巨大的挑战袁绝不能妄自菲薄袁要以
积极的态度应战遥他指出袁无论是我国造船业还是其
他行业袁在近年来的发展中都表现出了独有的野中国
速度冶袁这正是实力的绝佳体现遥因此袁只要不畏难袁
通过加强自主创新袁在高端领域与竞争对手一较高
下袁我国造船业就一定能实现做强的目标遥

转变观念 主动作为

信心固然重要袁但杨葆和同时指出袁光有信心是
难以在竞争中取胜的袁我国造船界必须拿出办法袁从
观念和体制尧机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创新遥

很长一段时间内袁我国不少船企靠价格优势来
争取市场份额袁谋求快速发展遥如今袁随着市场竞争
形势的改变袁船企必须摒弃单纯依靠低价竞争的观
念袁认识到价格只是影响竞争力的一个次要因素袁技
术才是核心因素遥

同时袁在面对国际上新出台的标准和规范时袁船
企也必须转变观念袁不能被动应对袁而要主动提高要
求袁开发出性能比国际标准更优的船舶袁抢占技术高
地遥例如袁按照国际海事组织渊IMO冤的规定袁船舶能
效设计指数渊EEDI冤到 2020年才需要达到 20%的折
减率袁而国内有的船企为了打造竞争新优势袁目前就
已经开发出能满足这一要求的船型袁比该标准的实

施整整提前了 8年曰又如袁虽然船上噪声等级规则最
早要 2014年 7月才生效袁但有的船企已经开发出噪
声更小的安静型船舶遥杨葆和认为袁强制性标准只是
船企进入市场的最低门槛遥船企只有树立新观念袁主
动超越袁着力进行技术创新袁才可能获得市场佳绩遥

创新体制 加强合作

国外对一些重大关键技术往往进行严密封锁袁我
国很难走野引进尧消化吸收尧再创新冶的路子袁必须依靠
自主创新遥然而袁单靠一家企业或科研院所的力量很难
攻克这些重大关键技术难关遥杨葆和表示袁必须依靠体
制尧机制创新袁集全行业之力来解决这一问题遥

他指出袁一方面袁可以采取横向联合方式袁针对关
键的技术或课题成立专门的研发团队遥比如袁在某一
技术领域袁 可能有多家单位拥有这方面的优秀人才袁
但这些力量是分散的袁 这就需要找到一种新模式袁将
各方力量集中起来袁 通过成立专项技术攻关组等袁对
关键技术进行攻关袁从而大大缩短技术研发周期遥

另一方面袁 攻克关键技术难关离不开产业链上
下游合作遥要提升船舶的综合性能袁并非依靠一两种
手段就能实现袁而需要实施系统工程袁需要船舶设计
院所尧 造船企业和配套企业等产业链各环节相互配
合袁密切沟通遥此时袁上下游企业要改变以往那种简
单的供需合作关系袁创新合作模式袁或联合开展关键
技术研究袁或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袁携手开拓市场遥

不可否认袁近几年袁我国船企已在创新方面进行
了一些有益尝试袁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遥但杨葆和认
为袁面对新的市场形势袁企业还应增强持续创新的主
动性袁从而建立更多的竞争优势遥

来源院 叶中国船舶报曳

渊上紧接第 31页冤 将最后一期交船尾款全部或者部
分改为中短期延期付款袁相关保险公司可承保延付
款项的收汇风险袁船厂亦可在此基础上通过银行办
理融资和结汇遥

野利用相关保险工具袁船厂可以实时掌握船东的
资信情况与付款交易特点袁同时在买方违约保险的
保障下袁交易的安全性被大大提升袁船厂就敢于为船
东提供优厚的付款条件袁进一步增强商务竞争能力袁

为获取订单增加有力筹码遥此外袁通过保险权益转让
的形式袁 还可以增加船厂建造期融资的渠道和融资
能力遥冶中信保上海分公司一位经理表示袁野中信保已
经推出了买方违约保险和特定合同保险等特险业

务袁据不完全统计袁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近百艘船舶
的特险业务袁且目前袁外高桥造船尧沪东中华造船和
江南长兴造船等国有大型船厂对该项业务也饶有兴

趣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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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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市场报告

国内散货船买卖市场行情持续低迷

10 月份袁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袁 民用电量出现
下滑袁 而工矿企业生产积极性仍没有较大改观袁 沿
海散货运输市场继续下跌袁 运价继续下行遥 不断下
滑的运价持续打击着购船者的信心袁 总体询盘量不
断减少遥 5000 载重吨船舶有部分求购信息出现袁
但求购者多将目光集中在低价船舶上袁 有少数以拍
卖方式成交的低价船舶袁 往往能左右求购者的价格
预期袁 有部份买家希望将船投入到东南亚航线使
用曰 10000 至 20000 载重吨散货船有一定询盘量袁
但询盘量较之前有所减少袁 有许多船东举棋不定袁
在观望中等待行情的恢复袁 坚持以高价出售的船东
虽在不断减少袁 但过高的出售价格也使买家望而却
步袁 从而打消求购意向的买家也在不断增多遥
20000以上载重吨船的询盘量也没有起色袁 且有下
滑的趋势袁 原来报价较高的船东纷纷表示愿意降价
出售袁 船东抛售船舶的情况开始增多遥

来自经纪人消息袁 一艘新造 20500 载重吨的
ZC级散货船袁 主机为广柴制造袁 价格 4600万遥 成
交信息方面一艘 3年船龄 20000 左右载重吨的 ZC
级散货船袁 成交价 4000万左右遥

从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来看袁 174 期 5000
吨级 5 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指数为 674.51 点袁 继
续小幅上扬袁 这与近期该类船舶求购数量增多有
关袁 市场实际询盘量和成交量较前段时间均有所增
加袁 而部分成交船舶的价格也显示该类船舶价格已
基本触底曰 16500吨级 3年船龄干散货船价格指数
有一定幅度下跌袁 近期该类船舶求购和成交数量都
有减少的趋势袁 市场上已经过一轮低价抛售式的洗
牌袁 而犹豫不决的船东则选择继续观望曰 22500吨
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指数为 883.99点袁 较 172
期下跌 22.84点袁 下跌幅度较大袁 该类船舶逐渐进
入大幅降价的周期中袁 买家询盘量没有增长袁 但急
于抛售的船东则在不断增多袁 航运市场的萎靡不振
不断考验着船东的信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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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船 舶 交 易 价 格 指 数 SSPI
名 称 174期渊10.26冤 173期渊10.16冤 环比

船舶交易价格综合指数 794.04 798.91 引0.61%
5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674.51 672.31 尹0.33%
16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731.05 736.50 引0.74%
225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干散货船 883.99 898.60 引1.63%
3000吨级 5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 1064.30 1075.70 引1.08%
5000吨级 3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 1129.89 1131.73 引0.16%

10月市场报告

油船买卖市场相对疲软

虽然成品油库存方面有所下降袁 但随着原油价
格的不断下滑以及终端需求减弱袁 油品运输市场需
求也显得较为疲软遥 船舶买卖方面袁 500 至 1000
载重吨左右的油船求购数量较多袁 成交信息也显示
出该类船舶近期较为热门遥 有买家求购 1000 载重
吨左右的双壳重油船袁 要求现船袁 但由于该类双壳
船面市不久袁 市场中二手船数量并不多袁 所以有这
类需求的买家不妨考虑购买新船遥 2000至 3000左
右载重吨油船询盘量有所下降袁 特别是三级加温油
船袁 这与重油的油运市场低迷有关曰 但质量较好的
2000载重吨左右的轻油船袁 较受东南亚买家的青
睐遥 4000至 5000左右载重吨成品油船询盘量仍然
没有起色袁 新船陆续下水价格不断走低袁 老龄船的
竞争力也在不断被削弱遥

来自经纪人消息袁 一艘新造 4800载重吨成品
油船袁 带加温设备袁 价格为 3000 万袁 并透露如有
实际意向袁 价格还有谈判余地遥 另外袁 随着大量
8000载重吨左右新造成品油船的交付袁 其价格也
进入下滑通道袁 毕竟成品油运输市场预期并不乐
观遥 成交信息方面袁 一艘 2011年建造的 960 载重
吨双壳加温油船袁 成交价格在 410 万左右曰 一艘
01 年建造的 3100 载重吨一级油船袁 成交价格为
600 万左右曰 另有一艘 3300 左右载重吨的一级汽

油船袁 船龄 8年袁 成交价格在 1100 万左右曰 而一
艘新造 4000载重吨的成品油船袁 获得的成交价格
信息是 2300万袁 该价格未经船东证实遥

从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来看袁 174 期 3000
吨级 5年船龄二手成品油船指数为 1064.03点袁 该
类船舶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下跌袁 单壳油船不断遇
冷袁 面对大量新下水的成品油船袁 相对老旧的该类
油船不得不选择降价出售曰 5000吨级 3年船龄油
船价格也有小幅下跌袁 求购询盘量稀少袁 部分船东
表示愿意降价出售袁 新船价格不断下跌也拉动二手
船价格的调整袁 这也体现出油运市场不断下行的趋
势遥

其他船舶买卖情况

本月袁 集装箱船和多用途船的求购询盘保持了
不愠不火的状态遥 有部分中介求购 300TEU左右的
集装箱船袁 要求为国际航线遥 一直以来袁 价格合适
的小型多用途船或者集装箱船不乏求购的买家遥
工程船方面袁 拖轮的求购没有起色袁 询盘量有所

减少袁 甲板驳船和开体驳船则随着南海开发的不断
升温袁 出现了一定量的遥 有经纪人求购国际航线耙
吸挖泥船袁 要求工作能力在 3000立方左右遥
钢材市场价格涨跌互现袁 废钢收购价格有一定的

上扬袁 但由于钢材供需基本面无改善信号出现袁 未
来走势仍不乐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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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运市场行情报告

10月市场报告

国内沿海散货运输市场需求疲软袁 行情延续
低迷走势遥 虽然大秦线检修正式结束袁 但煤炭需
求疲软袁 消费萎缩袁 煤炭运价持续下挫曰 金属矿
石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袁 预期需求减弱袁 但仍在缓
慢复苏袁 金属矿石运价小幅回落曰 粮食市场行情
惨淡袁 运价延续低迷态势曰 原油价格持续下滑袁
国内成品油市场行情依然疲软遥

干散货运输市场延续低迷走势

沿海煤炭运输市场 供求矛盾严峻袁 运价延续
下挫走势遥 大秦线检修正式结束袁 港口煤炭调入
量回归至正常水平袁 煤炭供给逐步得到恢复遥 但
当前煤炭需求疲软态势持续加重袁 受经济下滑影
响袁 工业用电恢复缓慢袁 电煤消费萎缩袁 民用电
下降袁 冬季储煤也难以提振国内煤炭市场需求遥
沿海主要电厂煤炭库存居于高位袁 沿海六大电厂
存煤合计 1428 万吨袁 存煤创 8 月 7 日以来最高袁
存煤可用天数高达 26天遥 电力企业的煤炭采购热
情降低遥 煤炭需求的大幅减少袁 使得本次大秦线
检修对煤炭运输市场并未造成很大影响袁 市场依
旧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遥 据悉袁 环渤海四港煤炭
场存由检修前的 1170.3 万吨下降至 1067.5 万吨袁
仅下降 102 万吨袁 明显低于往年遥 另外国际动力
煤价格的进一步下挫袁 也对内贸煤炭市场继续施
压遥

10月 26日袁 秦皇岛-上海 渊4-5万 dwt冤 航线
运价为 26.8 元/吨袁 较 10 月 12 日下跌 1.0 元/吨曰
秦皇岛-广州 渊5-6 万 dwt冤 航线运价为 36.3 元/
吨袁 较 10月 12日下跌 0.9元/吨遥

沿海金属矿石运输市场 行情持续回落遥 由于
9月份钢价上涨袁 钢厂产量增加袁 铁矿石需求略有
好转袁 但明显低于市场预期袁 预计后期需求还将随
着季节性因素减弱遥 不过当前金属矿石下游需求正
缓慢复苏袁 铁矿石进口量大幅增加袁 市场商家心态
继续好转袁 钢厂询盘积极性较之前也有所改善袁 使
得沿海金属矿石运价在这一波下挫行情中相对稳

定遥 10月 26日袁 青岛/日照至张家港 渊2-3万 dwt冤
航线运价为 23.8 元/吨袁 较 10月 12日下跌 0.4 元/
吨遥

粮食运运输市场 呈弱势下跌遥 南北方价格倒
挂袁 贸易商持观望态度遥 由于利润微薄袁 北方市场
揽货困难袁 基本无人愿意在港口平仓装船袁 船期被
拉长尧 延后的迹象明显遥 而南方压港现象较为严
重袁 粮食运价延续低迷态势遥 10 月 26 日袁 大连/
锦州至广州 渊2-3万 dwt冤 航线运价为 39.1 元/吨袁
较 10月 12日下跌 1.3元/吨遥

原油及成品油运输市场行情疲软

双节之前成品油市场几无备货热情袁 中石油尧
中石化两大集团出货极少袁 市场货源紧缺袁 运输需
求低迷袁 沿海成品油成交量萎缩遥 节后油品市场终
端需求依然较为疲软袁 部分商家降价袁 燃料油价格
较前期有所下滑遥 而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滑袁 预期
国内成品油价格仍会下调袁 市场终端需求平淡袁 虽
然成品油库存资源较前期有所下滑袁 但中下游贸易
商接货热情有限袁 基本以按需购进为主袁 市场整体
购销气氛较为清淡遥 国内成品油市场行情小幅下
滑袁 短期内成品油运输市场疲软行情难有改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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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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
747
496
3319
2804
5774
5431
6738
6558

引1.67%
尹0.40%
引1.20%
尹0.27%
引0.74%
引0.28%
引1.65%
引1.29%
引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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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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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
247
187
1784
1161
700
2821
2280
4380
3995

引1.13%
引2.76%
尹2.19%
引0.28%
引0.17%
引0.71%
尹0.21%
引0.22%
引0.07%
引0.13%

10月市场报告

渊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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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回升 BCI涨势迅猛

市场报告

渊10月 26日冤

BDI 指数延续了回升的态势袁 再次站到 1000
点上方遥 截止 2012 年 10 月 26 日袁 BDI 报收于
1049点袁 较上期 渊10 月 12 日冤 上涨 13.28%遥 海
峡型指数 BCI涨势迅猛袁 一路高歌猛进袁 矿石货
盘成交活跃袁 带动运价上涨遥 巴拿马型船指数 BPI
出现小幅下跌袁 大西洋区业务量持续萎缩袁 而东
部地区则表现出色袁 有众多货盘成交遥 超灵便型
船指数 BSI以及灵便型船指数 BHSI继续调整袁 整
体业务量有限袁 但大西洋区的表现好于亚洲地区遥

来看具体船型指数袁 截止 10 月 26 日袁 BCI尧
BPI尧 BSI 和 BHSI 指数分别报收于 2451 点尧 804

点尧 699 点和 434 点袁 分别比上期 渊10 月 12 日冤
上涨 28.06% 袁 下跌 7.69% 袁 下跌 9.92%和下跌
2.25%遥 海峡型船指数 BCI出现大幅上涨袁 矿石货
盘有大量成交袁 几大矿业集团在亚洲区的订单明显
增加曰 巴拿马型船指数 BPI有小幅回调袁 大西洋区
糟糕的表现拖累了指数曰 超灵便型指数 BSI和灵便
型船指数 BHSI延续了下跌的走势袁 新加坡节日影
响了货盘成交袁 整体货量也没有起色袁 运费在徘徊
中缓慢下探遥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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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今年 1耀9月袁 受全球船舶市场持续低迷的
影响袁 江苏省船舶工业发展受到严峻考验袁 三
大造船指标均同比下降遥

前三季度袁 江苏省造船完工量为 305 艘尧
1449.4 万载重吨袁 吨位同比下降 18.1%袁 占世
界市场份额的 12.6% 袁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34.8%遥 其中袁 出口船舶的完工量占该省总量的
88.4%遥 江苏省 13家重点监测企业造船完工量
为 192艘尧 1231.3万载重吨袁 吨位占该省总量
的 84.9%遥

江苏省前 9个月承接新船订单量为 133艘尧
349.9万载重吨袁 吨位同比下降 63.5%袁 占世界
市场份额的 10.3%袁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22.7%遥
其中袁 出口船舶的新接订单量占该省总量的
81%遥 13家重点监测企业新接订单量为 64艘尧

267.4万载重吨袁 吨位占该省总量的 76.4%遥
9月底袁 江苏省手持船舶订单量为 926艘尧

4579.3 万载重吨袁吨位同比下降 29.6%袁占世界
市场份额的 16.3%袁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38%遥其
中 袁 出口船舶的手持订单量占该省总量的
84.5%遥13 家重点监测企业手持订单量为 519
艘尧4009.1万载重吨袁吨位占该省总量的 87.5%遥

江苏省国防科工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为走
出船市低迷造成的困境袁 各企业要加快自主创
新步伐袁 启动一批带动性强尧 对提升产业竞争
力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创新项目曰 充分发挥
信息化在转型升级中的支撑和牵引作用袁 重点
推进设计尧 生产尧 管理一体化和壳尧 舾尧 涂一
体化袁 提升信息集成水平袁 促进由 野生产型制
造冶 向 野服务型制造冶 的转变遥

前三季度江苏造船近 1450万吨

VLGC新造市场将萎缩

在今年的新造下滑趋势下袁 超大
型气体运输船 (VLGC) 订单市场保持
较好的水平袁 不过以后可能大幅下滑遥

最近 LPG吞吐量大幅下降袁 今年
一时超过 6万美元/1天的 VLGC运费
眼下下降到 1万美元左右的水平遥

以沙特阿拉伯-日本航线为例袁
目前的 VLGC运费为约 38美元/1吨袁
中东海湾地区的吞吐量呈现出锐减趋

势遥
VLGC 日均运费从 2010 年 17000

美元上升到 2011年的 30000美元袁 然
后今年 8月再上升到 53000 美元袁 不
过最近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袁 其以后
对新造船订购项目会产生消极影响遥

11月 6日消息袁 在中船重工天津新港
船舶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袁 目前中船重工
正在建设的三艘 7.6万吨级散货船袁 是本市
在建成型的最大船舶袁 今年年内将全部交
付使用遥 同时袁 新港船舶重工建造的 18万
吨级的散货船也已经开始投料袁 进入大船
坞造船时代遥

在临港厂区 50万吨级造船坞看到袁 一
艘 7.6万吨级的散货船正在紧张的建设中遥
据了解袁 这艘 7.6万吨级的船舶是为中国国
电集团建造的袁 是目前天津市在建成型的
最大船舶袁 共建有三条同型船舶遥 其中袁
第一条船已经于 10月底完成试航袁 预计 11
月中旬交付曰 第二条船已经出坞袁 正在码
头进行最后施工袁 预计今年 12月交付曰 第
三条船正在 50万吨级的造船坞中建造袁 预
计今年春节前将可交付遥

最天
津
罪全
市
最
大
吨
级
货
船
年
内
交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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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指南

全球航运业迟迟未能有所改善袁国务院于 10月
22日出台叶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曳袁禁止外国航运
企业参与经营中国内贸航线袁保护国内航运业遥业内
人士认为袁近年来内贸货运萎缩袁经营环境严峻袁国
家船队野吃不饱冶袁该条例的出台有利保护野五星旗冶
船队袁免被外国船公司抢货遥

据新华社报道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签署第
625号国务院令袁 公布经国务院第 218次常务会议
通过的叶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曳袁于 2013年 1月 1
日起正式生效遥

外企外籍船皆不能参与

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袁外国的企业尧其他经济组织
和个人不得经营水路运输业务袁也不得以租用中国
籍船舶或者舱位等方式变相经营水路运输业务曰第
十六条又规定袁中国水路运输经营者禁止使用外国
籍船舶经营水路运输业务袁除非国内的中国籍船舶
运力不足尧并且船舶停靠港口水域为对外开放的港
口水域尧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许可后袁才可在规定期
限或航次内临时使用外国籍船舶运输遥

中国海运渊香港冤控股公司对条例表示支持袁公
司发言人回应袁该条例对国家主力船队是一利好消
息袁会坚决执行遥但由于条例野新鲜出炉冶袁暂难评估
将为公司带来的好处遥

近年中国航运业备受运力过剩尧全球经济萧条

等因素困扰袁中国远洋尧中海集运等国内大型航运企
业早前公布的上半年都录得亏损扩大袁 随后内地政
府紧急出台减税等财政方案支持内地航运企业遥业
内人士指袁此次以国务院名义出台条例袁更彰显政府
对行业补助的决心袁 期望能进一步辅助苦苦挣扎的
国内航运业遥

路透社报道袁 中国在 9月份推出千亿人民币基
建计划袁 条例的颁布确保了基建项目需要运输钢铁
等材料时只能使用中国航运企业的中国籍船舶袁防
止外国企业在千亿基建计划中分一杯羹遥

市场机制以外调控措施

另一方面袁 国务院交通运输部负责人昨日在接
受内地记者采访时回应袁 水路运输市场的资源配置
应当主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遥 但又指市场机制不
能有效发挥作用时袁政府要采取必要调控措施袁以维
护国内水路运输市场秩序尧 保障航道资源的合理有
效利用遥

叶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曳分为总则尧水路运输
经营者尧水路运输经营活动尧水路运输辅助业务尧法
律责任尧附则 6章遥国务院表示袁条例旨在规范国内
水路运输经营行为袁维护国内水路运输市场秩序袁保
障国内水路运输安全袁 促进国内水路运输业健康发
展遥经营国内水路运输以及水路运输辅助业务袁应当
遵守本条例遥 来源院大公网

新政野出炉冶袁外企不得经营国内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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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指南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签署第 625号国务院令袁 公布经
国务院第 218次常务会议通过的 叶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曳袁
自 2013年 1月 1日起施行袁 新华社受权 22日全文发布该条
例遥

条例分为总则尧水路运输经营者尧水路运输经营活动尧水
路运输辅助业务尧法律责任尧附则 6章遥 条例旨在规范国内水
路运输经营行为袁维护国内水路运输市场秩序袁保障国内水路
运输安全袁促进国内水路运输业健康发展遥经营国内水路运输
以及水路运输辅助业务袁应当遵守本条例遥

条例明确袁国家鼓励和保护水路运输市场的公平竞争袁禁
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遥 国家运用经济尧技术政策等措施袁
支持和鼓励水路运输经营者实行规模化尧集约化经营袁促进水
路运输行业结构调整曰 支持和鼓励水路运输经营者采用先进
适用的水路运输设备和技术袁保障运输安全袁促进节约能源袁
减少污染物排放遥国家保护水路运输经营者尧旅客和货主的合
法权益遥

条例规定袁外国的企业尧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不得经营水
路运输业务袁 也不得以租用中国籍船舶或者舱位等方式变相
经营水路运输业务遥香港特别行政区尧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地区的企业尧其他经济组织以及个人参照适用前款规定袁国务
院另有规定的除外遥

条例还规定袁为保障水路运输安全袁维护水路运输市场的
公平竞争秩序袁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水路运输
市场监测情况袁 决定在特定的旅客班轮运输和散装液体危险
货物运输航线尧水域暂停新增运力许可遥

此外袁 条例明确了载客 12人以下的客运船舶以及乡尧镇
客运渡船运输的管理办法袁由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人民政府另
行制定遥
本条例自 2013年 1月 1日起施行遥 1987年 5月 12日国

务院发布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曳同时废止遥
来源院中国航贸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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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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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出售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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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527 载货量 4955 吨袁 总吨 2981袁
净吨 1669袁 主尺 度 98.23 伊
16.20伊6.95 米袁 满载吃水 5.55
米 袁 主机型号 G8300ZC168袁
主机功率 2000 千瓦袁 2010 年
7月南京建造袁 价格面议

ZJ0538 载货量 8300 吨袁 总吨 5675袁
净吨 3178袁 主尺度 122.00 伊
17.80伊9.10 米袁 满载吃水 6.90
米袁 主机型号 8320ZCD-8袁 主
机功率 2206 千瓦袁 2008 年建
造袁 方便旗袁 无限航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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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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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级 ZC袁 2009 年
舟山建造袁 报价 2600万

ZJ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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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556 载 货 量 19500 吨 袁 总 吨

11953袁 净吨 6693袁 主尺度
156.20伊22.10伊12.25 米袁 主机
型号淄柴 8N330-EN袁 主机功
率 4501 千瓦袁 2012 年浙江建
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0512 载 货 量 23000 吨 袁 总 吨

15347袁 净吨 7549袁 主尺度
158.70伊24.40伊14.00 米袁 满载
吃 水 9.8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MNANWS35袁 主机功率 4440
千瓦袁 船级国际 CCS袁 2012年
建造袁 报价 4000万

ZJ0469 载 货 量 23000 吨 袁 总 吨

15519袁 净吨 7457袁 主尺度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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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549 双底单壳一级油船袁 载货量
1180吨袁 总吨 848袁 净吨 474袁

油 船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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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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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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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载
吃 水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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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518 运沙船袁 载货量 3730 吨袁 总
吨 2599袁 净吨 1455袁 87.80伊
15.80伊5.80 米袁 满载吃水 4.30
米袁 主机型号 CW6200ZC-36袁
主机功率 432 千瓦 (两台 ) 袁
2008 年安庆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1200万

主尺度 65.00伊10.00伊4.60 米袁
满载吃水 4.00 米袁 主机型号
6300ZLCZA袁 主机功率 551 千
瓦袁 2004 年舟山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0523 一级油船袁 载货量 2422 吨袁
总吨 1319袁 净吨 738袁 主尺度
76.26伊12.50伊5.80 米袁 满载吃
水 4.8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8300ZLCZA袁 主机功率 735 千
瓦袁 2004 年台州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1000万

ZJ0547 双底双壳一级油船袁 载货量
2666 吨 袁 总吨 1817袁 净吨
1017袁 主尺度 84.70 伊12.60 伊
5.60 米 袁 满载吃水 4.90 米 袁
主机型号宁动 G6300袁 主机功
率 735 千瓦袁 2007 年舟山建
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0548 双底单壳一级油船袁 载货量
3600 吨 袁 总吨 2230袁 净吨
1248袁 主尺度 91.03 伊13.50 伊
6.35 米 袁 满载吃水 5.60 米 袁
主机型号 C8300ZC6B袁 主机功
率 1471 千瓦袁 2006 年舟山建
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0550 一级油船袁 载货量 4610 吨袁
总吨 2999袁 净吨 1679袁 主尺
度 96.09伊15.20伊6.80 米袁 满载
吃水 5.90 米袁 主机型号宁动
G8300ZC188袁 主机功率 1765
千瓦袁 2010 年浙江建造袁 船
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0543 一级油船袁 载货量 4817 吨袁
总吨 2990袁 净吨1674袁 主尺
度 99.49伊16.50伊6.60 米袁 满载
吃 水 5.37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LC8250ZLCZ-7袁 主机功率 735
千瓦袁 2012 年广州建造袁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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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544 甲板驳船袁 载货量 670 吨袁 总
吨 498袁 净吨 278袁 主尺度
61.50伊12.50伊3.18 米袁 满载吃

其 他 船 舶

级国内 CCS袁 报价 3300万
ZJ0542 双底双壳一级油船袁 载货量

4980 吨 袁 总吨 2967袁 净吨
1577袁 主尺度 98.90 伊16.50 伊
6.60 米 袁 满载吃水 5.20 米 袁
主机型号 LB8250ZLCZ-4袁 主
机功率 735 千瓦袁 船级国际
CCS袁 报价 3000万

ZJ0541 双底双壳一级油船袁 载货量
4980 吨 袁 总吨 2967袁 净吨
1661袁 主尺度 98.90 伊16.50 伊
6.60 米 袁 满载吃水 5.20 米 袁
主机型号淄柴 LB8250ZLCZ-4袁
主机功率 735 千瓦袁 2011 年
广州建造袁 船级国际 CCS袁 报
价 3200万

ZJ0545 油化船袁 载货量 6250 吨袁 总
吨 4100袁 净吨 2000袁 主尺度
110.14伊15.80伊8.25米袁 满载吃
水 6.0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GN8320ZC6B袁 主机功率 3089
千瓦袁 2012 年湖北建造袁 船
级 BV袁 价格面议

ZJ0535 一级油船袁 载货量 12000 吨袁
主 尺 度 142.31 伊19.50 伊10.50
米袁 满载吃水 7.50 米袁 主机
型号 6N330 -EN袁 主机功率
2574千瓦袁 船级国内 CCS袁 报
价 7200万

水 2.20 米 袁 主机型号山东
R6160ZC袁 主机功率 510 千瓦
(两台 )袁 2009 年 4 月台州建
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0539 开体泥驳船袁 载货量 1184 吨袁
总吨 1075袁 净吨 602袁 主尺度
59.80伊14.00伊4.60 米袁 满载吃
水 3.2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Z8170ZL-2袁 主机功率 350 千
瓦 (两台)袁 2006 年 5 月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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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0529 2200立方耙吸式挖泥船袁 总吨
2068袁 净 吨 620袁 主 尺 度

85.80伊14.00伊5.10 米袁 主机型
号 G6300ZC8B袁 主 机 功 率

1986 千瓦 (两台)袁 2004 年台
州建造袁 船级 ZC袁 价格面议

ZJ0522 污油回收船袁 载货量 335 吨袁
总吨 237袁 净吨 132袁 主尺度
40.50伊7.00伊2.55米袁 满载吃水
2.20 米 袁 主 机 型 号 潍 坊

6160A袁 主机功率 136 千瓦袁
1997 年芜湖建造袁 船级 ZC袁
有锅炉袁 报价 90万

ZJ0514 80 客位普通客船袁 总吨 68袁
净吨 38袁 主尺度 19.83伊6.00伊
3.07 米袁 主机功率 624 千瓦袁
1998 年香港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65万

ZJ0513 88 客位旅游客船袁 总吨 74袁
净吨 37袁 主尺度 19.20伊6.00伊
2.15 米袁 主机功率 230 千瓦袁
2004 年山东威海建造袁 船级
ZC袁 报价 65万

船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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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求购信息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121 求够期租业务 5000-12000 吨
内贸集装箱几条袁 租期半年以
上遥

ZJ0114 求购 8000 -12000 吨散货船 袁
要求价格合理遥

ZJ0117 求购 5000 吨散货船袁 船龄要
求 2008 -2010 年袁 船价要求
800万以下遥

ZJ0118 求购 15000吨散货船袁 要求国
内 CCS袁 台州建造袁 主机要求
广柴或陕柴遥

ZJ0119 求购 10000吨散货船袁 船龄要
求 2009-2012 年袁 主机要求院
广柴或陕柴袁 船价要求 2000
万以下遥

ZJ0112 求租 10000 -15000 吨集装箱
船袁 租期 3 +3袁 国内沿海使
用遥

货 船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112 求购 1800 吨左右一级油船袁
船龄要求 2002-2012年袁 要求
双底双壳遥

ZJ0116 求购 500-600吨油船袁 船龄要
求 1980-2005年袁 要求单底的
老旧油船遥

油 船

编 号 船 舶 主 要 数 据

ZJ0124 求租或买 3000-4000吨自航甲
板驳船袁 船龄要求 2006-2007
年袁 要求吃水小于 4米袁 带跳
板遥

ZJ0110 求购 1000 吨运沙船 2003 年
左右建造袁 要求自吸自卸遥

ZJ0105 求购 5000 -10000 吨运沙船袁
船龄要求 2006-2010年袁 要求
沿海航区袁 吃水在 6米左右遥

ZJ0120 求购起锚艇袁 船龄要求 2000-
2011 年袁 要求 2 台主机袁 一
共 1000马力左右遥

ZJ0101 求购普通客船袁 要求长度 60-
80 米袁 船龄要求 1992 -1995
年遥

ZJ0087 求租 8000 马力以上全回转拖
轮袁 船龄要求 07年以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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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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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信息

ZJ0111 求租国际航线 5000-6000吨沥
青船袁 租期 18个月袁 伊朗-青
岛航线遥

ZJ0100 求购 100-150吨油船袁 有无加
温皆可袁 要求沿海航区袁 价格
合适遥

ZJ0099 求购 4500-5000吨沥青船袁 跑
上海到印度航线遥

18

http://www.csi.com.cn


上个月 袁 北欧美洲油轮运输公司 ( Nordic
American) 的 董 事 长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Herbjorn
Hansson在一份给股东的公开信中表示袁 尽管目前
还不能准确预测油轮市场是否得到复苏袁 但市场基
础似乎正在逐渐好转遥 在我们的业务中袁 新型苏伊
士型船舶的新订单正在迅速减少遥 到明年年末袁 船
队的增长将基本停止遥

野虽然我们不能对市场的复苏做出保证袁 但潜
在的增长的石油需求表明袁 我们船队的现货运价即
将得到恢复遥 北欧美洲油轮运输公司的主要观点
是院 我们已制定了策略来应对市场上的各类挑战遥
然而袁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袁 2012 年第三季度的市
场将比上一季度更加低迷遥冶

Hansson说道院 野当船价下跌时袁 公司将积极
考虑新的投资机会遥 近期袁 我们已经勘验了一批等
待收购的候选船只遥 我们也对这个行业中可能遭受
到的恶劣情况保持密切的关注遥 北欧美洲油轮运输

公司目前正处在有利位置来充分利用处于历史低点

的资产价值遥 然而我们也必须谨慎小心袁 并且意识
到不能过早地进行投资遥 时间将是我们的有利因
素遥 我们也得到了股东们的明确支持遥冶

国际船舶融资公司 渊Ship Finance冤

尽管挪威奥德费尔海运公司 Odfjell 继续降低
需求及化学品船货运价格袁 但相较于第一季度的
3900 万美元的净收益袁 国际船舶融资公司 (Ship
Finance International) 第二季度的净收益仍达到
6100万美元遥

谈及此次季度报告时袁 国际船舶融资公司首席
执行官 Ole Hjertaker 说道院 野自 2004 年公司运作
以来袁 我们不断带来利好消息并能发放季度现金股
利遥 我们船队的更新工作进展顺利袁 并在去年成功
售出 6艘较老的矿散油三用船和超大型油轮袁 同时
成功接收 7艘新造的散货船遥 我们另有 6艘新造船

转变中的油轮市场

债务危机下的油轮市场依然充满挑战性,但同时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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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弃船登陆袁 海员队伍难以形
成良性循环袁 收入优势的降低是原因之一遥

上世纪九十年代袁 台湾歌手郑智化的一首 野水
手冶 响彻大江南北袁 歌词中描绘迎风破浪袁 勇往直
前的水手才是真正的男儿袁 同时也反映了海员职业
的艰苦与风险遥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祖远曾经评
价袁 海员是勇敢者的职业袁 是崇高的职业袁 他们既
是茫茫大海的挑战者袁 又是蓝色沃土的耕耘者袁 他
们是推动全球贸易发展的奉献者袁 更是海洋环境与
安全的守护者遥 然而袁 作为航运大国袁 海员这一崇

高职业的吸引力却在减弱遥
今非昔比的失落

职业海员长期在海上战风斗浪袁 远离家人袁 同
时承担了较大的责任和风险遥 海上工作环境特殊袁
台风尧 海啸等恶劣海况时刻威胁到船舶航行安全袁
海盗活动等事件层出不穷袁 海员职业工作艰苦尧 风
险较大袁 广大海员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紧张的工作状
态和精神状态遥 正是因为海员职业的特殊性和危险
性袁 海员的收入会高于陆地职业收入遥

视 点

将在 2012年至 2013年交付遥 但此次融资之后袁 净
资产已所剩无几遥冶

野目前袁 现货市场充满了挑战袁 很少有航运企
业能为新的投资项目获得融资渠道遥 与此同时袁 我
们看到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袁 二手船和新造船的价
格一落千丈袁 创下近十年来的新低水平遥冶

野虽然我们一直小心谨慎袁 并在一段时间内停
止了新投资袁 但当前的市场环境证明目前是对现代
资产进行选择性投资的大好时机袁 以使我们建立持
久的市场份额遥冶

英国戈兰尔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Golar LNG)

英国戈兰尔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Golar LNG)
报告其 2012 年第二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5800 万美
元袁 较第一季度增长 108%遥

据该公司表示院 野远东需求袁 尤其是日本的需
求在这一季度得到增长袁 这创造了中东和南美的季
节性市场竞争袁 并推动了液化天然气船的运价遥 随

着西班牙莱普索尔石油公司 (Repsol) 取消了供应
合同袁 大量供应涌入阿根廷遥

巴西作为一个新成员加入到贸易市场并进行现

货交易遥 液化天然气价格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市场得
到增长袁 而在欧洲的需求依然疲软遥

虽然本季度末价格疲软袁 但戈兰尔公司表示袁
因为亚洲国家开始囤积物资过冬袁 所以这种低迷只
是短暂的遥

挪威船舶经纪公司 RS Platou 的一位合作伙伴
Keith Bainbridge 最近告诉伦敦航运法律咨询中心
(London Shipping Law Centre) 的研究组袁 他认为从
2014 年起袁 天然液化气船将供过于求袁 因此价格
也会下降遥 同时袁 该价格也会受到无合同新船的数
量的影响遥

据报道袁 戈兰尔公司和挪威海上石油钻探公司
(Awilco) 为了能得到更好的合同价格都选择了稳住
脚步袁 开始修复他们的新造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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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集运的船长胡月祥回忆道袁 20 年前袁 做
一名海员袁 虽然背井离乡袁 远离家人袁 但由于有一
份令人尊重的职业和相对高的收入袁 还是很有自豪
感的遥 当时袁 海员的收入远超陆地工作袁 在陆上普
遍工资只有 200耀300 元的时候袁 我做到大副一个
月的收入大概有 2000 多元袁 是陆上的 10 倍袁 另
外袁 还不用缴税袁 当时除了在船工资外袁 海员还享
有大概是工资 30%的水陆差补助遥 公司领导层也
没有船长工资多遥 同时袁 船长能享受到副处级的分
房待遇袁 不但如此袁 在家用电器并不多见的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袁 根据国家规定袁 海员可以从国外带回
令人羡慕的如电视尧 冰箱等 野八大件冶袁 这种职业
的优越感和荣誉感袁 使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从
事海员工作遥 在这种背景下袁 做海员政审要求很
高袁 船长由于对航海知识面的要求袁 必须是海事学
校毕业袁 其它海员也基本上都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
充实到海员队伍来的遥 海军中的舰长到商船上都是
从大副开始做起袁 几年后才能担任船长遥

随着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袁 人们的收入不断提
高遥 然而袁 相对于许多陆上职业袁 船员工资却上涨
得没有那么快袁 海员职业开始逐渐失去光彩遥 据统
计袁 2007 年后袁 海员的工资几乎已经停滞不前遥
另外袁 因为海员工资多以美元结算袁 美元的贬值对
海员收入影响巨大遥 10年前袁 船长工资大概 3000
美元袁 那时的汇率是 1颐9袁 那么税前工资折合人民
币大约 2.7万元袁 而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袁 同样的美
元收入袁 按照今天的汇率 1颐6.3来算袁 税前工资仅
有 1.89 万元遥 而普通海员就更少了袁 税前工资大
概平均 6000元遥 胡月祥船长说袁 随着陆地岗位工
资的提高袁 现在工资差距已缩小到只有 2耀3 倍袁
而海员在休假的几个月时间里收入最多只有城市低

保水平遥
一方面是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袁 另一方面袁 个人

所得税免征额差距也在缩小袁 将船员收入优势进一
步降低遥 据了解袁 船长尧 轮机长尧 大管尧 大副的工
资是船上最高的袁 这些人的工资收入中袁 有接近三
成用来缴了个人所得税遥

河北远洋董事会主席高彦明曾在媒体上发表言

论认为院 虽然国家对船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给予了一
定优惠袁 但起征点仍然较低袁 税率较高遥 比如袁 若

是在 4000TEU 的集装箱船上担任船长袁 收入4000
美元/月袁 一个月要缴近 5600耀7000 元人民币的个
人所得税遥 但是袁 按照常规袁 海员每年在船工作时
间为 8个月袁 而下船的 4个月却仅可以拿到地方的
最低工资遥 如果按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缴税方式的
九级累进制计算袁 即使一级水手只拿国际劳工组织
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905 美元袁 也已达到 15%的
纳税级距袁 船长已达到 20%或 25%的纳税级距遥
显然袁 如果全年综合来看袁 此税率有失公允袁 并没
有考虑船员工种的特殊性袁 没有体现出航海的特殊
性尧 艰苦性尧 流动性尧 风险性遥

弃船登陆的无奈

与工资收入差异逐年缩小相反袁 现在海员承受
的压力与责任却越来越大遥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油轮公司船舶管理部总经理任照平说袁 现在一艘
30万吨的船造价十几亿元袁 船上承载的货物价值
数十亿元袁 包括船长袁 船上最多有 25个工作人员袁
可想而知每个船员承受多少责任钥 终年奔波在外袁
生活空间狭小袁 远离社会尧 远离亲人袁 在海浪中披
荆斩棘已经算是常事袁 近些年又要时刻准备着面对
凶悍的海盗袁 这让海员们每次出海都惊险万分遥 不
但如此袁 海员长期在海上工作袁 要不断更新知识袁
适应航海业的新政策新法规遥 特别是袁 船舶一旦发
生碰撞和污染案件袁 涉案的中高级船员还可能面临
被关押和拘禁的处罚遥

在这种收入与付出不对称的状态下袁 海员这一
职业已越来越没有了吸引力遥 有统计表明袁 现在城
市孩子占海事大学的学生比例越来越少袁 生源多来
自西部或者山区袁 这些学生由于成长在远离海洋的
内陆袁 没有对海的感悟袁 在船工作后也常常没有成
就感遥

现在袁 把成为海员当作自己理想的人越来越
少袁 有的甚至只把这份职业当作 野临时工冶袁 比如
做了几年之后袁 就弃船登陆在港口或其它地方找一
份工作袁 或拿着积攒下的钱开一家小店袁 开始一种
远离大海的生活遥 他们根本不想做一辈子海员袁 没
有发自内心的热爱袁 而且由于是 野临时工冶 的就业
观念袁 无法促进他们提高业务和技艺遥 胡月祥认
为袁 这是一个行业的悲哀遥 他回忆说袁 当年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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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连海事大学时袁走在凌水桥上回眸校园袁心里
面想的一句话就是院母校袁我一定做到船长之后再回
校遥可是现在多少学生带着这样的感恩去学习航海遥

除此之外袁 升迁机制也让许多海员很难坚持到
最后遥 以高级海员为例袁 从三副开始袁 需要在海上
经历需要 12个月提升到二副袁 再经历 18个月从二
副提升大副袁 大副还必须到相关机构培训半年获得
大副证书才能提拔遥 大副 18个月之后才能到相关
机构培训考取船长证书袁 这样才能获得提升机会
等袁 从目前的情况看袁 加上公休时间至少需要 12
年以上的时间袁 很多海员面对如此漫长的过程从一
开始就动摇了遥

海员之家网站的站长李荣露对记者说袁 我来自
江苏农村袁 1994 年选择读海事大学的时候袁 同县
海上专业的在校生达 20多人袁 到 1998年时已经没
有几人在做海员遥 中远船长刘铁军说袁 他在海事大
学的同班同学袁 90%都选择到陆上工作袁 剩下 10%
能坚持到最后的也很少遥 许多船员都感慨地说院
野团聚时的温馨尧 家的安稳都不属于我们袁 一年在
船上至少 8个月袁 如果在船上干 30年袁 与家人在
一起的时间不超过 10年遥冶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弃船登陆袁 让中国海员队伍
不断流失袁 海员从大学入学到培养成一名远洋船长
至少需要 10年时间袁 然而袁 经过复杂和漫长过程
培养出来的海员袁 却越来越多地选择弃船登陆袁 这
不但使各方的努力和巨额投入付之东流袁 而且严重
动摇了航运业的基础遥

提升吸引力从减税始

正是海员职业的特殊性袁 世界上多数航海国家
对本国海员实行较大幅度的个人所得税减免优惠政

策遥 据了解袁 瑞典尧 新加坡尧 菲律宾等国完全免征
海员所得税遥 英国对年度内离开本国在外航行超过
183天的船员袁 免征个人所得税遥 日本只对船员在
陆地取得的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袁 海上发放的补贴
不予征税遥 荷兰对境内设立常设机构的船公司袁 减
免其所属海员应征税额的 38%遥 香港地区规定海
员年度内在本地停留时间累计不足 60天的袁 免征
个人所得税遥

在我国袁 船员就其工资尧 薪金尧 海上补贴等全
部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遥 沿海船员的所得税月起征

基数与内地公民一致袁 远洋船员月基本起征基数为
4800 元袁 基本扣除额之上的月工资收入实行九级
累进税率袁 税率从 5%到 45%不等遥 而随着经济的
发展袁 内地居民的个人收入起征基数已增至 3500
元袁 而远洋船员的却多年没有变过遥

国外和国内对船员个人所得税政策方面的较大

差异袁 给我国的航运业带来不利影响遥 海员是一种
国际性流动的职业袁 我国海员在国内缴纳个人所得
税后实际收入下降袁 影响到我国航运企业对海员特
别是高级海员的吸引力袁 在人才竞争中居于不利地
位遥 近年来袁 越来越多的高级海员或者流失到境外
船公司袁 或者 野弃海登陆冶袁 转而从事其它职业遥
据中国船东协会呈交通运输部的一份文件中提到袁
中国海员成了外国航运企业竞相争用的对象袁 致使
中国正规航运企业海员流失严重遥 据刘铁军船长介
绍袁 目前很多外国船东都看好发展中国国家的高级
海员的 野物美价廉冶袁 利用悬挂方便旗及在海外发
放海员工资的便利袁 用所谓的不用交税的 野高工
资冶 疯狂挖抢高级海员袁 这给国内运作规范的大型
航运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遥

海员沉重的个人所得税不但使海员流失严重袁
对于航运企业也造成沉重的负担遥 企业必须承担高
额的船员个调税袁 才能保证船员的实际收入与市场
收入水平持衡袁 从而尽可能减少高级船员人才的流
失袁 保证船员的稳定袁 满足公司船队的运营和发展
需要遥 在这点上袁 国内航运企业明显比国外航运企
业负担沉重遥 以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油轮公司为
例袁 每年船员个调税负担为 1.5亿人民币左右袁 占
总成本 2.5%遥

应该说袁 随着航运业的快速发展袁 我国对合格
海员的需求日益紧迫袁 交通运输部等国家部委对海
员这一特殊职业是十分关注和关心的遥 2008 年袁
国务院颁布实施 叶船员条例曳袁 在加强船员管理的
同时袁 给予该群体特殊的人文关怀袁 用固化的法律
手段保障海员合法权益袁 体现了国家对海员职业的
重视和关怀袁 广大海员对此十分感激遥 但是袁 由于
我国对海员的税务政策与世界各航运大国相比差别

明显袁 海员职业吸引力较低袁 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
投身祖国的海运事业遥 长此以往袁 将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我国航运业可持续发展遥

来源院 中国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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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克罗雷 海事 公司 ( Crowley Maritime
Corporation)下属的石油化工运输集团于 8月份宣布
已成功购买两艘由美国阿克费城造船厂 (Aker
Philadelphia) 新造的琼斯法型油轮 (Jones Act
tanker)袁分别命名为野Pennsylvania冶号和野Florida冶号遥
2011年随着最后一艘油轮退休袁克罗雷海事公司退
出琼斯法型油轮市场遥除本月即将交付的一艘外袁另
一艘油轮计划将于 2013年 3月交付袁这标志着克罗
雷海事公司重返琼斯法型油轮市场遥

新增的这些油轮使克罗雷海事公司能向其客户

提供更多元化的石油及化学品运输服务遥 同时袁 这
些新油轮能运输近 330 万桶的各类石油及化工产
品遥 一旦交付并投入使用袁 这些油轮将在美国近海
开始贸易运作遥

克罗雷海事公司董事长尧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Tom Crowley说院 野能与阿克费城造船厂合作建造
新的琼斯法型油轮并得到交付使我们非常激动遥 我
们将为客户带来目前最新最好的技术袁 而他们也十
分理解并欣赏这些安全的运作和卓越的运营策略遥
另外袁 我们正在投资新设备和新技术以满足当前和
未来的客户需求遥冶

克罗雷海事公司高级副总裁尧 总经理 Rob
Grune说院 野将这些新船舶投入到我们的服务链袁

能为我们的客户在安全尧 可靠的石油化工产品运输
领域提供更多元化的航运解决方案遥 作为美国最大
的独立运营商之一袁我们以提供可靠尧经济的服务而
闻名袁同时我们坚持使用最严格的安全和环保标准遥
这一传统也将延续到我们新接收的 2艘油轮上遥冶

这两艘悬挂美国船旗的新油轮是由阿克费城

Veteran Class 造船厂所建造的第 13 和第 14 艘船
舶袁 载重吨均为 45800 吨袁 船长 183.2 米袁 型宽
32.2米袁 型深 18.8米袁 满载吃水 12.2米袁 入级美
国船级社遥 由于采用了 MAN-B&W 6S50MC 作为
主机来提供动力袁 野Pennsylvania冶 轮和 野 Florida
冶 轮的航速达到了 14.5 节遥 此外袁 这两艘船舶还
采用了专用的双壳压载系统袁 安全组件方面则配备
了水和二氧化碳这 2种消防系统袁 并有一个泡沫水
喷淋系统遥

前线航运的业务

前线航运已经与姐妹公司国际船舶融资有限公

司 (Ship Finance international) 达成协议袁 终止矿
散油三用船 野Front Climber冶 轮的长期租船合同并
将其出售遥 该份租船合同于 2012年 9月下旬终止遥
由于合约的提前终止袁 前线航运将为此向国际船舶
融资有限公司支付约 60万美元的违约补偿金遥 该

美国克罗雷海事公司正为了准备接收的 2 艘新
型琼斯法型油轮而规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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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终止将减少前线航运大约 170万美元的资本
租赁债务袁 同时预计将损失约 420万美元的资金遥

前线航运最近出售了一艘 16 年船龄的超大型
油轮袁 其售价比原估价高出 30%遥 据悉袁 这艘
1996年建造的 298306载重吨的 野Hampstead 冶 轮
以 2400万美元出售给一位中国的买家遥

前线航运与江南造船厂还签署了一份建造 6艘
83000立方米级的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的订单袁 每
艘船的造价为 6350 万美元遥 挪威船舶经纪公司
Platou Markets引述道袁 扣除通胀因素袁 这是近 20
年来的最低价格遥 但中国造船厂缺乏建造天然气船
舶的经验袁 此次前线航运的订单给了他们很好的表
现机会遥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建造国袁 但
其制造的大部分新船舶仍然为干散货船袁 因此多元
化的效率造船是改善这一局面的关键遥

液化天然气船订单

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在 7月份与美国剑桥能
源集团 (Cambridge Energy Group) 签署了一份为后
者建造约 21艘液化天然气船舶的订单遥 此次交易
引来无数关注袁 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在天然气船舶建
造行业缺乏经验遥

尽管第一艘液化天然气船是在中国建造的袁 但
其独立设计能力和施工能力还远不成熟遥 此次双方
的合作对中国造船工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袁 并使
南通重工这一高科技企业取得更大的技术性突破遥

根据此次战略合作协议袁 其中 9 艘船舶为 14
万立方米级袁 10 至 12 艘为 2 万至 4 万立方米级袁
另有 2 艘年产值达到 200 万吨的浮式液化天然气
船遥

明德重工总裁季风华说道院 野这是明德重工所
面临的一次新的突破和挑战袁 针对此次液化天然气
项目袁 我们已经引入了从事该项目的国内专家并组
建了研发团队遥冶

德国哈特曼公司的交易

全球最大的航运对冲基金管理公司塞浦路斯金

融集团 (Tufton Oceanic) 和全球最大私募股权基金
之一百仕通集团 (Blackstone) 从德国哈特曼公司
(German Hartmann) 购入 7艘中程油轮和 2 艘远程
油轮的 75%股权遥

德国哈特曼公司和塞浦路斯公司 ( Schoeller
Holdings) 的合资公司 United Product Tankers将对
这些船舶进行管理和运营遥

希腊干散货运输公司 Hellenic Carriers 的船
队更新

希腊干散货运输公司 Hellenic Carriers最近宣
布船队的部分更新项目 袁 即其子公司 Patmos
Shipping航运公司成功出售了 1991年建造的 65434
载重吨巴拿马型干散货船 野Hellenic Sea冶 轮遥 该
船以总价 530 万美元出售给了第三方独立公司
Dianik Bross Shipping航运公司袁 并于 2012 年 8月
23日成功交付遥

该船最初在 2002 年 3 月以 960 万美元收购袁
在过去的 10年里袁 它的运作为公司贡献了 4060万
美元的净利润遥

考虑到该船的帐面净值和相关的销售费用袁
Hellenic 公司预计此次销售的账面净亏损约为 20
万美元遥

丹麦诺顿航运 渊Norden冤 的业务

丹麦诺顿航运 渊Norden冤 在广州船厂签订了 2
艘灵便型成品油船的新造船订单遥 诺顿航运表示袁
与市场上的同类船只相比袁 该船舶能大大降低燃油
消耗袁 从而在燃料利用效率上支持公司的战略目
标遥 此外袁 诺顿航运最近成功出售 2艘灵便型干散
货船袁 共筹集了 4200万美元现金流遥

中远船务 (启东) 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中远船务的子公司中远船务 渊启东冤 海洋工程
有限公司从 BAM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公司和
Clough Projects Australia 公司获得一份总价超过
2000万美元的自升式驳船订单遥

基于 GustoMSC SEA-1250 设计建造的这艘驳
船可在水下 30米工作遥 该船计划于 1年内交付遥

希腊 DST Shipping航运公司

据悉袁 希腊 DST Shipping 航运公司已在石川
岛播磨重工 (IHI) 订购了两艘 56000载重吨的超灵
便型船遥 这两艘船舶计划将在 2014 年初交付袁 经
纪人认为其总造价将高于 2000万美元遥

视 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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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带责任条件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探讨
要要要因拖航海事侵权案引发的思考

海事海商

摘 要院 在海上活动中袁 拖航是一种常见的方式遥 在拖航过程中若发生海事侵权袁 承拖方和被拖方应
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曰 如果承拖方和被拖方均为 叶海商法曳 意义上的船舶袁 且对该侵权没有重大过失
或故意袁 承拖方和被拖方均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遥 此时就会连带责任条件下如何适用海事赔偿责任
限额产生困惑遥 本文试图通过对 野整体限额连带冶尧 野双重限额连带冶 以及 野按份限额连带冶 三种解决问
题思路的分析袁 找寻一种既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袁 又能平衡各方利益的合理解决方法袁 并在此基础上就如
何设立责任限制基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袁 供立法者在修订法律时参考遥

关键词院 拖航侵权 责任限制 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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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问题的提出

甲为驳船所有人袁 该船无动力袁 总吨为 2717
吨曰 乙为拖轮所有人袁 总吨为 300吨遥 驳船在拖轮
的拖带下航行遥 2009 年 12月 20 日 8 时袁 乙在为
甲拖航途中遇到大风袁 拖轮的船长指挥驳船锚泊袁
后准备再次起航袁 驳船起锚时锚刺钩住海底敷设的
电缆袁 因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电缆断裂遥 该起事故
给电力公司造成了约为人民币 350万元的损失遥 事
故经海事局调查后认定袁 拖轮承担主责袁 驳船承担
次责 渊为表述方便袁 甲乙的责任比例按 20豫和
80豫计算冤遥 因协商不成袁 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赔
偿损失350万元袁 且两被告互负连带责任袁 两被告
提出抗辩院 根据 叶海商法曳 及交通部相关规定袁
甲尧 乙按各自船舶的总吨分别有权享受人民币 286
万元和 97万元海事赔偿责任限额袁 且每个被告连
带承担的赔偿总额为甲 70万元 渊350万元伊20%冤尧
乙 97 万元 渊350 万元伊80豫袁 超过 97 万元限额部
分不计冤 之和遥

根据原告的诉请和被告的抗辩袁 本案产生两大
争议焦点院 其一袁 各被告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应如
何计算钥 其二袁 两被告应连带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
应如何计算钥

二尧 解决上述争议焦点的办法

在运用 叶海商法曳 第第一百六十三条关于连带
责任规定及第十一章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规定来

为解决上述争议时袁 实务中出现了 野整体限额连
带冶尧 野双重限额连带冶 和 野按份限额连带冶 三种
思路遥

渊一冤 整体限额连带
整体限额连带即把承拖方和被拖方视为一个整

体计算责任限额袁 拖带组各方对该责任限额承担连
带责任袁 但依照计算方法的不同又有 野吨位相加连
带法冶 和 野限额相加法冶 之分遥

1尧 吨位相加连带法
所谓吨位相加连带法袁 即是将承拖方和被拖方

两船总吨相加袁 然后再依法计算海事赔偿责任限

额袁 这一责任限额既是各方承担各自赔偿责任的最
高限额袁 也是各方承担连带责任的最高赔偿金额遥
一方承担连带责任后袁 对超出本方责任比例部分的
赔偿金额袁 有权向另一方追偿遥 以本案为例袁 两船
总吨位相加为 3016吨袁 责任限额为 313万元 渊低
于原告索赔金额冤遥 即被告甲或乙应向原告连带承
担的赔偿总额是 313万元袁 在甲尧 乙内部分摊时袁
则按各自责任比例甲应承担 62.6 万元袁 乙应承担
250.4万元遥

上海海事法院在处理交通部上海打捞局申请海

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中采用上述方式遥 交通部上
海打捞局以其所属的 野德平冶 轮拖带 野重任二号冶
驳船承运上海港机股份有限公司托运的货物过程中

发生事故袁 上海海事法院同意交通部上海打捞局以
野德平冶 轮及 野重任二号冶 驳船总吨位予以合并计
算袁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赔偿责任限制金额遥 法院认
为 野涉案运输系拖轮拖带驳船进行的运输袁 由于驳
船并无动力装置袁 需要依靠拖轮完成航行和运输过
程袁 因此应将拖轮以及拖轮所拖带的驳船视为一个
整体袁 不应将二者割裂遥冶

事实上该种方法也曾在 叶1976 年海事赔偿责
任限制公约曳 以前被英国及其联邦国家所采用袁 例
如在 The Ran and Graygarth案中袁 Sterndale M.R.勋
爵就认为拖船 Ran和被拖船 Graygarth都存在过错袁
同时这两艘船同属一个所有人袁 因此袁 主张将两船
的总吨相加作为计算责任限制金额的依据遥 同样袁
在加拿大法院处理 Monarch Towing & Trading Co.
Ltd. v. British Columbia Cement Co. Ltd., [1957] S.
C.R. 816案中袁 原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基于拖船和
被拖船均有过错且同属一船舶所有人或光租人而主

张两船的总吨相加作为计算责任限制金额的依据遥
那段时期袁 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袁 法院普遍采用
了所谓的 野船队原则冶 渊Flotilla Principle冤袁 即在
发生损失时袁 按照船队所有船舶的总吨位之和计算
责任限制金额遥

2尧 限额相加连带法
所谓限额相加连带法袁 是由承拖方和被拖方根

据各自的船舶总吨依法计算海事赔偿责任限额袁 然

海事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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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两个限额之和作为唯一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袁
这一责任限额既是各方承担各自赔偿责任的最高限

额袁 也是各方承担连带责任的最高赔偿金额遥 以本
案为例袁 以甲的限额 286万元加上乙的限额 97 万
元袁 计算出总的责任限额为 383万元袁 由于原告索
赔金额为 350万元袁 未超过此责任限额袁 故被告甲
或乙应向原告连带承担的赔偿总额应为350万元袁
在甲尧 乙内部分摊时袁 则按各自责任比例甲应承担
70万元袁 乙应承担 280万元遥

在我国海事法院审理的 野德平冶 轮案中袁 受害
方的律师就提出申请设立基金的数额应以拖轮和驳

船各自的总吨位为基础分别计算限额后再相加遥 宁
波海事法院的法官在分析 野渊2005冤 甬海法保字第
125号冶 案时袁 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遥 该法官认为
将船队中所有船吨位相加后再计算限额会使赔偿限

额降低袁 不符合法律精神袁 必须单船先计算限额后
再相加遥

野吨位相加连带法冶 和 野限额相加连带法冶 采
用的均把承拖方和被拖方视为一个整体袁 各方均对
该整体的责任限额承担责任遥 但是这种思路事实上
存在 野先天不足冶袁 无论是 野吨位相加冶 还是 野限
额相加冶 计算所得的责任限额袁 相较单船责任限额
而言袁 无疑是一种扩大遥

在英美国家袁 20世纪 60年代袁 法院开始认识
到 野船队原则冶 与单船责任限额之间的矛盾袁 判决
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遥 在 The Bramley Moore 案件
中袁 一动力船与拖带中的驳船相撞袁 拖船与被拖船
分属不同的所有人袁 地区法院判定拖船有权以其自
身的船舶吨位计算责任限额袁 免除驳船的赔偿责
任遥 该判决得到了上诉法院大法官 Denning勋爵的
认同袁 他认为袁 责任限制原则最根本的原义在于将
肇事方的责任限定在该船的船价之内遥 小拖轮拥有
相对少的价值袁 也承担相对较少的责任袁 即使它拖
带着一艘大船并且造成了大损失遥 同样袁 在 The
Sir Joseph Rawlinson案中袁 拖船与被拖船属同一所
有人袁 驳船造成第三人损害袁 但驳船并无过失袁
Mr. Justice Kerr赞成了拖轮的主张袁 以拖轮吨位计
算责任限额 遥 加拿大联邦法院判定的 Bayside

Towing Ltd. v.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2000] 3
FC 127 案中袁 一驳船在拖轮的拖带下经过一大桥
时相撞袁 造成了$5,000,000的损失袁 法院同样否定
了 野船队原则冶袁 而同意拖船以其自身的吨位计算
出约$500,000的责任限额遥 这也意味着袁 野船队原
则冶 逐步被瓦解遥

渊二冤 双重限额连带
由 野整体限额连带冶 又衍生出 野双重限额连

带冶 方法袁 即对外将承拖人和被拖人视为一体袁 以
野吨位相加冶 或 野限额相加冶 的方法计算整体的责
任限额袁在内部责任分配时袁又把承拖方和被拖方视
为各自独立的一方袁 各方均可按自己的船舶总吨计
算各自海事赔偿责任限额遥 这种方法下即把拖带组
视为一体袁由承认承拖人和被拖人各自的责任限额遥

在拖船的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和被拖船的

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为同一人情况下袁 由于两
船之间不存在内部追偿的问题袁 因此该思路存在的
问题没有暴露袁 但是袁 在拖船和被拖船的船舶所有
人或光船承租人不是同一人情况下袁 弊端显现了遥

以责任限额相加的双重限额连带的方法应用到

本案为例袁 甲的责任限额为 286万元袁 乙的责任限
额为 97万元袁 即被告甲或乙承担连带责任的最高
赔偿金额不应超过 383万元 渊实际最高赔偿金额为
350万元冤遥 但是袁 如果一方根据连带责任原则先
全额履行债务袁 则会出现谁先付谁吃亏的情况院 甲
先全额支付 350 万元赔款袁 由于按 20豫的责任比
例甲只应承担 70万元袁 其余 280万元可以向乙追
偿袁 而乙根据责任限额只需承担 97万元袁 那么甲
其余 183 万元只能自己承担袁 这样袁 只有 20豫责
任的甲赔付了 253万元袁 而有 80豫 责任的乙只赔
付 97万元袁 责任比例与赔偿份额成反比袁 违背了
叶海商法曳 第一百六十三条关于连带责任承担后在
承拖人和被拖人之间按照责任比例分摊损失的规

定曰 如乙先全额支付 350万元赔款袁 但乙向甲追偿
时袁甲按 20豫的责任比例只应承担 70万元袁这样乙
实际承担金额远远超过其 97万元的责任限额袁同样
违背责任限制的规定遥所以袁依照这一思路处理案件
会出现严重的执法漏洞袁应予摒弃遥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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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据最新统计数据袁 温州港集团 10月完成
货物吞吐量 201.56 万吨尧 集装箱吞吐量 4.85
万标箱袁 双双创下温州港集团成立 12年来单
月吞吐量历史新高袁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23.18%尧 18.25%袁 野百日攻坚冶 首月告捷遥

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低迷袁 为努力完
成全年生产经营指标袁 温州港集团会同各港区
全面开展业务攻坚竞赛活动遥 1-10 月台湾线
完成集装箱 5922TEU袁 同比增长 50%遥 10 月
份袁 温州港集团内贸箱吞吐量完成 3.98 万
TEU袁 创单月历史新高遥 通过推进 野三港合
作冶 平台建设袁 加大对集装箱适箱货源的组
织袁 温州-宁波内支线集装箱航班恢复至每周
10班遥

作为温州港集团的支柱性货种袁 煤炭尧
铁矿砂两类货物吞吐量约占集团总货物吞吐量

的 50%遥 为确保这两类大宗散货的市场开发袁
温州港集团实现货物在港口疏运的全程跟踪服

务袁 并提高装卸效率袁 加快货物周转遥 此外袁
温州港集团还积极与金温铁路公司沟通袁 开通
中油线港外装车点袁 使铁矿砂火车疏运能力提
高至 3万吨/天袁 煤炭等大宗散货创下温州港
单船接卸 3.4万吨/天的最高纪录遥

此外袁 温州港集团还尝试通过大吨位船
舶减载靠泊业务袁 建立市场尧 调度联合工作机
制袁 成功争取了可门港中转业务遥 1-10 月煤
炭尧 铁矿砂等大宗散货共完成 846.28万吨袁 同
比增长 14.15%遥

11月 5日中午袁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举行 野上
海港 2011 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3000 万标准箱庆
典仪式冶袁 标志着上海港成为全球首个集装箱年吞
吐量突破 3000万标准箱的港口遥 国家交通运输部
部长李盛霖袁上海市委副书记尧市长韩正共同启动
第 3000万只集装箱起吊袁副市长沈骏出席仪式遥

今年袁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袁 且复苏的不确
定性尧 复杂性增多的情况下袁 中国经济注重转变
发展方式袁 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遥 今年 1至
11月袁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 2908万标准箱袁 同
比增长 9.4%袁 全港完成货物吞吐 6.03亿吨曰 而作
为航运枢纽港标志性指标的 野水―水中转冶 量为
1198.5 万标准箱袁 同比增长 19.5%袁 野水―水中
转冶 比例攀升至 41.2%袁 同比增加 3.5 个百分点遥
预计全年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 3100万标准箱袁 全
港货物吞吐量可望接近 7亿吨遥

截至今年 10 月底袁 我
省港口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162.4 亿元袁 提前两个月完
成 160 亿元的全年目标任
务袁 居全国沿海省份第一
位 遥 其中 袁 唐山港完成
114.1 亿元 袁 黄骅港完成
43.8 亿元 袁 秦皇岛港完成
4.5亿元遥

截至今年 10 月底袁 全
省港口新增生产性泊位 10
个尧 新增通过能力 1.2亿吨袁
分别为年度目标的 2倍尧 2.4
倍遥 目前袁 我省港口生产性
泊位达到 140个尧 通过能力
达到 6.8 亿吨遥 年度重点港
口建设项目京唐港首钢码头

有限公司一期工程袁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
石码头三期工程尧 煤码头续建工程均已建
设完成袁 具备重载试车条件遥

上海港今年第 3000万只
集装箱起吊

河
北
港
口
建
设
完
成

投
资162.4

亿
位
居
沿
海
省
份
第
一

温州港集团 单月吞吐量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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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钢材价格出现大幅反弹袁进入 10月份后
马上冲高回落袁目前钢材市场处于震荡调整期遥 市
场需求时好时坏袁呈现阶段性特征遥 钢厂的库存和
社会库存都有所消耗袁但钢厂的产量却也有所上涨袁
钢市基本处于野供需弱平衡尧行情无方向冶的局面遥

钢材库存量处于减压阶段遥 经过长假后短暂的
增仓袁目前钢市库存又重回减仓的轨道遥 到 10月中
下旬袁全国 26个主要市场五大钢材品种的社会库存
量回落至年内的次低水平袁算得上是 2年来的库存
低位遥 截至 10月 19日袁全国 26个主要市场五大钢
材品种渊螺纹钢尧线材尧热轧板卷尧冷轧板卷和中厚
板冤社会库存量为 1270.6万吨袁周降幅为 46.8万吨袁
连续第二周下降并且降幅有所扩大袁去库存化进程
明显加快遥 但重点钢铁企业的钢材库存仍较年初高
出 22豫以上袁随着冬季需求的减弱袁后期钢厂库存
仍有进一步攀升的可能遥

钢材价格的反弹引发钢厂增产袁目前钢产量仍
在增压阶段遥 10月上旬袁国内粗钢产量出现较大幅
度反弹遥 据中钢协统计袁10月上旬全国粗钢日均产
量 191.62万吨袁环比 9月下旬 184.28万吨上升 7.34
万吨袁增幅 3.98%曰同期重点钢企粗钢日产量也达到
了 158.36万吨袁环比 9月下旬的 150.90万吨增加了
7.46万吨袁增幅 4.94%遥钢铁行业供需矛盾的根本状
况无法得到改变遥
钢厂增产袁铁矿石需求增加袁导致铁矿石等原料

价格处于相对的强势地位遥 钢厂开工率的回升袁对
原料的需求形成了较强支撑袁但大大压缩了钢铁业
的调整空间遥 62豫品位的进口矿价在 9月初每吨为
90美元袁目前已上涨至每吨 118美元袁上涨幅度超
过 30豫遥 另外 9月份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较上月增加
256万吨袁一举创出今年的新高遥

11 月和 12月属于传统的建筑钢市的淡季袁届

时钢材市场的需求转弱袁 供给上升的特征将趋于明
显袁对钢价的压力逐步增大遥

造船钢目前也处于震荡调整期袁 全国各地涨跌
互现袁但表现尚算平稳遥 部分地区造船钢价格如下院

前期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促使废钢价格一路高

歌猛进袁 但随着需求回落袁 原材料的价格亦逐步趋
稳袁甚至出现小幅下滑袁目前废钢价格上涨乏力袁也
进入了震荡调整遥 部分地区废钢价格如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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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0
4070
3940
3880
4260
4090
4180
4090
4130
4030

―

―

引60
引60
尹60
尹60
引30
引30
尹30
尹30

要要要浙江船舶交易市场 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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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mm
重废 >6mm

广东 重废 >6mm

价格渊元/吨冤 涨跌幅

2450
2400
2375
2800
2300
2650
2380
2600

引50
尹50
尹100
尹30
尹20
尹80
尹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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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需弱平衡
钢市震荡调整

钢市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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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工业

常在海上跑的人说袁人在海上被渴死的时间要
比陆地上短袁因为人们最后都很难抵挡去喝海水的
诱惑遥可见袁人面对死亡很难去理智地选择袁而对于
当下缺少订单可能被野渴死冶的船厂来说亦是如此遥

Heavy-Tail付款方式大行其道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数据袁 今年 1-8
月袁 中国造船完工量 3783 万载重吨袁 同比下降
12.4%曰 承接新船订单 1459 万载重吨袁 同比下降
48%遥8月底袁手持船舶订单 1.2383 亿载重吨袁同比
下降 29.6%袁比 2011年底下降 17.4%遥

中国主要船厂中袁中国重工上半年新接船舶订
单总额 39.03亿元袁同比下降 55%渊去年同期为 86.7
亿元冤袁手持订单额 410.45 亿元袁同比下降 58%渊去
年同期为 967.4 亿元冤曰 广船国际新接船舶订单 6
艘袁共计 30 万载重吨袁同比减少 1 艘袁手持订单 40
艘袁共计 165万载重吨袁同比下降 16%渊去年同期为
46艘袁共计 195.91万载重吨冤曰熔盛重工新接船舶订
单 2艘袁 共计 15.2万载重吨袁 订单总额 5560万美
元袁同比下降 96%渊去年同期为 28 艘袁共计 340 万
载重吨袁订单总额 13 亿美元冤袁手持订单 101艘袁共
计 1505.6万载重吨袁合同总额为 58.8亿美元袁同比
下降 13%渊去年同期为 109 艘袁 共计 1740 万载重

吨袁合同总额为 67.51亿美元冤遥
正当船厂普遍出现订单下滑的时候袁 一些资金

较为充裕袁 想趁低船价抄底的船东则向船厂抛出了
野橄榄枝冶遥年中袁德国船东 Bernhard Schulte 联手投
行摩根大通向韩进重工订造 5艘 5100TEU型船曰意
大利 Grimaldi 集团子公司 Atlantic Container Line
渊ACL冤 在沪东中华造船订造 5艘 3800TEU 型滚装
船曰 挪威船王 John Fredriksen旗下的新设海运公司
Frontline2012在江南造船订造 6艘超大型天然气运
输船渊VLGC冤曰金海重工则获得日本日伸海运株式会
社和希腊船东 Laskaridis Shipping订造的 2+2艘 8.2
万吨散货船和 2+2艘 64000吨散货船订单遥

据了解袁 上述订单中袁 船价普遍都被压得非常
低遥Frontline2012给予江南造船的 VLGC订单袁单船
价格仅为 6350万美元袁为该类型船舶近二十年最低
价袁 而今年早些日子袁 韩国现代重工接获的几艘
VLGC订单价格都在 7500万要8000万美元之间遥金
海重工 4 月份与 Laskaridis公司签署的 2 艘 64000
吨散货船的单价尚在 2600万美元袁而 7月底接获同
类型船舶订单时袁单价就仅为 2500 万美元袁短短 3
个月下跌 100万美元遥

除了船价不断走低外袁 船东给予的付款条件也
极为苛刻袁早先分 5 段各 20%的付款方式渊即预付

船厂如何避险野带刺冶订单

时下流行的低船价低预付款比例的订单就像船东抛出的野带刺橄
榄枝冶一般袁使船厂面临很大风险袁而渴望获得订单维持生产的船厂
只能被动选择铤而走险要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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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为 80%冤早已成为传说袁曾被船厂唾弃的 Heavy-
Tail 付款方式现在成为主流遥据了解袁6 月底袁台湾
新兴航运与江南长兴造船签署的 2 艘 82000 吨
kamsarmax型散货船建造合同就是采用Heavy-Tail
的付款方式袁预付款为 30%袁新船完工后再支付剩
余的 70%遥沪东中华造船的 5艘 3800TEU型滚装船
订单袁 船东 ACL也只肯承担完工前支付 40%的款
项袁其余均需船厂自行解决遥

业内人士普遍表示袁野这些低船价低预付款比例
的订单就像船东抛出的耶带刺橄榄枝爷一般袁让船厂
接也不是袁不接也不是遥如果接袁船厂不仅没有利润袁
还得自己垫付大量建造资金袁风险很大曰如果不接袁
则船厂将面临无订单停工的险境遥因此许多资金相
对雄厚袁更易获得贷款的国营大型船厂选择铤而走
险袁以维持开工率袁而更多承担不起风险的中小船厂
则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订单流失遥

船东垫资风险难以估量

在近几年严峻的航运形势面前袁多数船厂都面
临严重的订单荒袁许多船厂的手持订单量仅能维持
一年左右的工作量袁如果本轮危机持续的时间较长袁
船厂将面临无船可造的境地遥因此袁不管是世界造船
巨头还是一些中小型民营船厂袁都开始不择手段地
积极争抢订单遥其中袁最普遍的就是以低船价和低预
付款比例来吸引船东遥

野现在袁船东只给很低的预付款已经成为业内不
成文的规矩了袁 一般是 20%+80%渊即预付款按节点
给到船价的 20%袁 船舶完工后再付 80%的剩余款
项冤袁 好一点的是 30%+70%袁 更低的甚至有 10+
90%遥 如此低的预付款比例袁 一旦船东在交付前撤
单袁船厂大量的垫资将无法收回袁只能坐以待毙遥冶国
庆前袁一位中型船厂的负责人诉苦道遥

据此前报道袁今年年中袁希腊船东 FreeSeas 公
司在扬子江船业订造的 2艘 33800吨级小灵便型散
货船订单在即将交付时被撤销遥据经纪人透露袁这笔
单价将近 3000 万美元的订单袁 直到被撤销时袁
FreeSeas公司仅支付了 400多万美元袁 折合预付款
仅为 15%遥此后袁扬子江船业希望将这 2 艘船的转
售单价定为 2500万美元以弥补撤单损失袁但竞购方
泰国 Precious Shipping只愿意出价 1940万美元遥以
目前的市场情况袁 就算扬子江船业与 Precious

Shipping最后达成的协议价在 2000万美元左右袁扬
子江船业为撤单所蒙受的损失依然高达每艘 500万
美元袁这还不包括垫资造船所支付的利息遥

可见袁垫资造船风险非常之高袁如果发生撤单袁
只有少数实力雄厚的船厂能够扛得住袁 而对于实力
一般的船厂来说就是一场灾难遥 此前破产的惠港造
船尧启东启亚船厂袁还有目前受困的东方造船均发生
过这样的惨剧遥

野我们也知道低预付款的风险很大袁但船厂必须
继续生产下去袁不能停工袁我们有上千号工人袁如果
没活干袁他们就要失业袁生产设备都放在露天袁几个
月不用都会损坏袁 所以现在只要能保持不亏损或稍
微有一点亏损袁这样的订单我们还是要做遥冶浙江一
位民营船厂的负责人表示遥

业内专家表示袁当下船舶融资变得十分困难袁船
舶建造资金的支付方式变更为 Heavy-Tail方式后袁
即使船厂抢到为数不多的订单袁 但是在船舶交付之
前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袁 应该时刻做好被船东
要求延迟交付甚至是弃船的打算遥 在目前船市极其
糟糕的情况下袁两种情况不管出现哪一种袁对船厂来
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袁 轻者影响资金链的正常运
作袁重者将走向破产倒闭遥

避险措施浮出水面

常言道袁风险越大的地方商机也越多袁就在船厂
为低预付款订单而纠结不已时袁 一些精明的金融机
构已经推出了有针对性的避险产品遥

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渊中信保冤的相关人士
介绍袁 目前解决船厂低预付款订单风险最好的解决
措施就是购买买方违约保险和特定合同保险遥其中袁
买方违约保险主要承保船舶交付前由于船东违约造

成的船厂投入成本与已收款项间的差额损失遥 利用
买方违约保险袁 船厂可以有效防范已签造船合同在
执行期限内的船东违约风险袁包括船东破产尧弃船尧
撤单尧拖延支付进度款等袁避免因此造成的成本投入
损失遥

而特定合同保险则能保障船厂应收账款的收汇

风险遥 据该人士介绍袁 在交船节点上袁 如果船东缺
乏后续资金来支付交船尾款袁 订单执行将出现困
难遥 在此情况下袁 可以通过特定合同保险业务袁

渊下紧转第 5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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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
河北省物流运输出现活跃迹象

前三季度袁 河北省物流运输出现活跃迹象袁
货运量增速环比略有回升遥 河北省工信厅运行监
测协调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袁 前三季度袁 铁路
运输完成货运量 1.8 亿吨袁 同比增长 1.9%袁 较上
个月提高 0.8个百分点曰 公路运输完成货运量 13.8
亿吨袁 同比增长 16.4%袁 较上个月提高 0.7个百分
点曰 全省港口吞吐量完成 5.6 亿吨袁 同比增长
5.8%袁 较上个月下降 0.1个百分点袁 其中外贸货物
吞吐量 1.5亿吨袁 同比增长 33%袁 高于去年同期 19
个百分点遥

继 野汉新欧冶 货运
铁路专列运行后袁 湖北
省正在酝酿开通直达法

国的首条货运航线遥
11月 2日袁 中欧物

流合作交流会在武汉召

开袁 法国摩泽尔省代表
团与武汉探讨了航空货

运等诸多物流项目合作

意向袁 并将考察在汉的
货运航空企业遥 摩泽尔
省位于法国北部袁 是法
国汽车工业 尧 金属制
造尧 塑料尧 物流等多个
领域的商贸中心遥

据悉袁 武汉天河机
场目前每年货运量在 12
万吨左右袁 但大型货物
空运欧洲只能临时申请

货运包机遥 武汉到欧洲
铁路货运需 20 天袁 水
运需 45天至 60 天袁 如
果能开通直航法国的货

运航线 袁 由法国再转
运袁 则武汉至欧洲的物流时间将缩
短到 3天以内遥

武汉是法国在中国投资额最高

的城市袁 在湖北省的法国企业已达
到 89家袁 出口欧洲的商品以光电子
产品尧 化工尧 机械尧 食品等高附加
值的商品为主遥 但也有在汉航空公
司担心袁 开通赴法货运航线会不会
野吃不饱冶钥 此前开通的部分赴境外
货运航线袁 野经常满飞机出去袁 空
飞机回来遥冶

该市商务局口岸处表示袁 将在
欧洲大力宣传提升武汉知名度袁 实
现货运来源多元化袁 降低物流成本袁
让航线能长久通行运行遥

东营加快建设
现代化国际物流港

近年来袁东营港紧紧围绕建设野国际物流港冶的
目标袁集中力量突破港口建设袁目前袁东营港物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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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方遥

在建成 7020米引桥和 2个 3万吨级码头的基
础上袁 东营港引进企业资金 18亿元袁 实施了中海
油尧万通尧宝港十大业主码头建设袁东营港引桥将达
到 9600米袁吞吐能力达到 3000万吨遥 目前袁中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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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试运营遥

据了解袁东营港发展实施了野三步走战略冶遥 到
今年底袁 东营港吞吐能力达到 3000万吨曰 到 2015
年袁东营港吞吐能力达到 5000万吨袁东营港经济开
发区全区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0亿元曰到 2020年袁东
营港吞吐能力达到亿吨袁初步建成现代化的国际物
流港遥

湖
北
拟
开
通
赴
欧
货
运
航
线

物
流
时
间
将
缩
短
至3

天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