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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中国政府：无意让大型船东合并 

来源: TradeWinds 

 

据中海官员透露，中国最大的两家船东集团–中远与中海已签订战略协议，今后将以更密切的方式合

作，但不会并为一家。来自中海集团的一位高层强调，中远与中海并无相互并购或整合的打算。早些时候，

这两家巨头宣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应对市场持续低迷带来的挑战，但具体详情却鲜少提及。 

据《贸易风》获悉，其中涉及面最大的合作领域是班轮业务，包括共用舱位与航线联营等。其它有交

集的部分还有共享修船设施、联营码头以及共用重吊船运输项目货物等。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海官员称，如今中国项目货物的出口量日益增加，旗下子公司-中海物流的签约

货运量增幅尤其显著。以前，要满足类似去年与全球最大的机车与轨交车辆制造商-中国南车集团（China 

South Locomotive）签订的机车海外运输协议，中海得自己去找重吊船。 

与中远不同，中海在逾10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未自拥重吊船，直到2012年底与荷兰船东 Jumbo Shipping

以6：4的比例建成合资公司，并用 Jumbo 旗下的11艘重吊船运输中国的项目货物。但之后，这家合资公司

不幸一拍两散，Jumbo自行在北京与上海建起办事处。Jumbo的一位官员透露，结束合作是由于中海能接到

的重吊货源及其本身在相关领域的专知都比较有限。他还称，分道扬镳后，Jumbo在中国的货运业务一直经

营得挺红火。 

如今，中海也打开了项目货源的渠道。据该公

司官员预期，与中远联合承运项目货物，每年可望

带来数十亿人民币的收入。修船方面，中远南通与

大连两家大型船厂的大门将为中海打开；同时中海

官员透露，自身上海与广州船厂的地理位置也很优

越，可满足中远船舶的维护需求。 

在班轮板块，在本次联营国际航线之前，中远

集运（Coscon）与中海集运（CSCL）就曾于2012年

12月在国内航线上宣布联手。当时两家身处财务困

境的公司选择抱团，还一度引起业界人士猜测，认

为中远与中海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业务整合，甚至不排除合并。尽管当初的猜测有些过于浮想联翩，但

据中海官员透露，早前达成的合作相当成功，为两家巨头在国内班轮市场夺得60%至70%的份额。 

这位官员还称，就本次合作而言，相信共用舱位的比重会多过联营，事实上联营事宜还在洽谈阶段，

尚无具体定论。他还称，中海与中远虽结成联盟，但这不妨碍双方参与其它联盟或联营业务。目前中远就

是 CKYH 联盟的一员，与川崎汽船（K Line）、阳明海运以及韩进海运等合作。他指出，“中海集运向来很

独立，此前仅与阿拉伯轮船（UASC）有过合作。”他指的是待一批1.9万 TEU 的新船交付后，就将与 UASC

共同启动的远东至欧洲航线。“与中远达成的协议不会妨碍与其它班轮商合作，”他强调称。 

 

 

http://www.tnzconsult.com/�


                   

 www.tnzconsult.com 
 

 3 

 诺亚之风-月刊  第 20 期 2014 年 3 月 

 

 

Cardiff Marine 大举扩张纽卡斯尔型船队 

来源：TradeWinds 

 

希腊船东 Cardiff Marine 已将在中国订造的纽卡斯尔型散货船增加到 10 艘，且据知情人士透露，这

个数字还有可能提高到 30艘。 

 
消息人士透露，这家由 George Economou领携的公司已在扬子江船业与上海外高桥分别执行 2艘 20.8

万吨级此类船的备选订单。 

至此，它在上述两家船厂订造的纽卡斯尔型船已分别增加到 6艘与 4艘，造价据悉每艘不到 5500万美

元。 

据了解，由新加坡上市公司 – 扬子江承建的 6艘船将在 2015至

2016年间交付；上海外高桥则将在 2015年先交 2艘，余下在 2016年交

付。 

造船业人士还透露，该希腊公司有意将其订造的纽卡斯尔型船增至

30艘，并已就此和沪东中华展开洽谈，但尚不清楚它考虑将多少船交给

后者承建。据他们称，双方的会谈还处于初步阶段。 

根据伦敦经纪商 – 克拉克森研究公司（Clarksons）提供的数据，

目前远东地区所有船厂承建的纽卡斯尔型船共有 65艘，其中德国

Oldendorff Carriers订的船占比最大 – 在 4家船厂订有 19艘，其次

便是 Cardiff Marine。 

另据造船经纪介绍，尽管纽卡斯尔型船的订单已颇为可观，但船厂仍不断接到针对这款船的询价。 

“需求可能已没 6个月前那么旺盛，”一位知情人士称。“但由于船厂业务繁忙，这类船的价格涨幅

很大。目前中国诸如上海外高桥等一线船厂的泊位档期已排到 2016年，所以要价也涨到每艘 6000万美元

以上。” 

1月份，商品贸易巨头 – 托克贸易（Trafigura）据悉也在青岛扬帆船厂签下 4+2艘 20.6万吨级船的

建造合约，交付期从 2015年底到 2016 年，每艘造价为 5500万美元。 

签单前，该公司刚从可接卸纽卡斯尔型船的巴西 Porto Sudeste港购入控股股权。 

 

油船市场彻底复苏尚需时日 

来源：国际船舶网 

 

据报道，今年油船即期费率将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受到油船运力供给及吨英里需求的不平衡所导致。

经纪商 Mcquilling Services在其最新的油船市场展望报告中表示，尽管近期油船市场一些领域有所改善，

但由于市场供过于求，2014年运费率仍然受到下行压力。报告指出，2013年油船交付量低于预期，不过油

船拆解量也比预期要低。与此同时，2013年油船新签订单量增至392艘，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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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quilling 在报告中称，油船订单的大量增加主要是由于 MR2型成品油船订单量的增加，2013年 MR2

型船订单量达到223艘。这些订单大多数在2015年及2016年交付，随着新船逐渐进入市场，运力的增加将使

得成品油船运费率逐渐下滑。而且，目前 MR2型成品油船船队平均船龄约为10年，这进一步给成品油船市场

带来压力。 

 

另外，在原油船市场，除了 VLCC 以外，其他船型新船订单量均相对有限，但 VLCC 订单量达到了201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未来12个月，船队运力调整速度将对市场基本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大型原油船领

域而言，将船龄15年以上的船舶售出拆解能够很好地为市场基本面的改善打下基础。 

 

根据 Mcquilling的报告，2013年，油船新船造价下降了1.8%，二手船价格持平。投资者依然热衷于 MR2

型成品油船，这一船型平均造价上升了3.6%，二手船价格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Mcquilling预测，未来，

VLCC 资产价值有望适度增长，而苏伊士型及阿芙拉型油船资产价值则有可能下降。在成品油船领域，考虑

到运力过剩及短期内大量 MR2型成品油船的交付，Mcquilling对未来船舶价值的走向并不乐观。报告总结，

2014年年初油船收入有所增长，尽管如此，对市场基本面的分析显示，市场彻底复苏依然尚需时日。 

 

 

 船厂在玩“躲猫猫”游戏？ 

来源：TradeWinds 

 

亚洲一线船厂称，经过近期一番蜂拥而至的订单潮，几乎所有黄金档期均已被抢购一空，但船东开始

对此提出质疑。 

上周晚些时候，希腊运营商 - Safe Bulkers的首席执行官 Polys Hajioannou向投资者坦言，他不相

信实际情况真如船厂所说。他在电话会议上指责船厂“玩猫腻”，试图“隐藏”那些最抢手的交付档期。

当被分析师问及 Safe 会否在接下来几个月订造散货船时，他回应称，“他们现在想推销给我们的是 2016

年底或 2017 年初这样很远的交付档期。”“我完全相信，接下来 12个月会有更早的档期提供，且价格也

会更理想。” 

Hajioannou鼓励同行要“注意观察”，一旦遇到船厂推出 2016

或 2017 年之前的交付档期，要先下手为强。在被追问有关其扩容计划

的详情时，他继续补充道，“所以说，我们须对船厂有耐心，不过接

下来肯定会有机会，好机会一定会出现。” 

Hajioannou是在 Safe 第 4季度电话会议的提问环节发表上述看

法，当时他人在日本。据他估计，被一线船厂“藏起来”的空余泊位

可能多达 16个。 

观察人士指出，在新造船需求旺盛的时期，这种策略并不鲜见，

因这么做可让船厂确保后备订单充足，即使需求下滑手头也不会缺活

干。根据克拉克森航运情报网（Clarksons Shipping Intelligence 

Network）提供的数据，Safe总部设于雅典，目前旗下共有 41艘散货

船；在它签下的新单中，除 1艘外其它船均在日本船厂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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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损公告 
 

运输冷藏集装箱货物应注意的问题 

来源：人保《海事与防灾防损咨询》 

 

    近一段时间以来，因温度设置不当或用摄氏度和华氏度设置混淆导致冷藏集装箱货物货损的案件数量

有所增多，其它一些原因导致的整箱货损案件也时有发生。因此，我公司总结了下述集装箱货物运输需要

注意的问题，供各船东参考。 

 

1、订舱单 

（1）设备可供性  

设备类型/规格应在订舱单中列出。订舱代表必须与操作部门核实以

确保在拟定的装货港可以获得所需的设备类型。 

 

（2）商品  

实际装载的商品应在订舱单中列出。 

 

（3）温度设置 

混淆并错误设置华氏或摄氏温度调节器是导致冷藏集装箱货物受损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务必要提醒

船员注意区分华氏度或摄氏度。 

 

（4）通风设置（换气）  

按每分钟立方英尺（cfm）或每小时立方米（cmh）为单位预定通风设置。不要用开孔率百分比或局部

开孔表示，如 1/4或 25%开孔。如果将通风设置为开孔率 25%或 50%是不正确的，可能导致过度通风或换气，

进而产生温度或湿度管理问题。 

 

2、放箱 

（1）运输前检查  

放箱前，制冷机组、冷藏集装箱和发电机组必须先通过运输前检查（PTI），以确保机组能够在航程中

正常运行。这类检查非常重要。 

 

（2）温度/通风设置  

在完成运输前检查后，空箱装上卡车前，必须根据订舱指示设定好温度调节器和换气（通风）装置，

同时仍需仔细地确认摄氏度和华氏度没有混淆。 

 

无论何种情况下，堆场均不应假设集卡或托运人或接收码头在装载货物后会正确地设置温度调节器或

换气装置。 

 

发电机组必须提前运输并配备充足的燃油，以完成装货港至指定目的地的整个航程。空箱装上卡车前，

应检查发电机组，确保该机组能够正常运转。 

 

（3）冷藏货物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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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前，应先将货物冷却至所要求的装运温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冷箱设备不负责制冷，因此若货物

未事先冷却，集装箱内温度将会升高，入闸堆场时可能会发生延误。 

 

此外，因货物未事先冷却引起的温度上升还可能会导致堆场为确保机组能够正常运转而浪费时间和金

钱进行检查。货物装载时温度过高是造成货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3、装货港的冷藏集装箱  

冷藏集装箱被运到装货港后，必须对照航运公司提供的订舱信息和集卡车队的文件检查温度设置、回

风温度和通风设置。  

 

若正在运转的冷藏集装箱上显示的温度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下降至托运人要求的温度，堆场的工作人

员应将该情况通知航运公司。  

 

冷藏集装箱的温度设置、回风温度和通风设置均正确的情况下，集装箱方可入闸堆场。设备交接单上

应注明铅封号、温度、通风设置和货物重量。冷藏集装箱应堆放在堆场的冷箱区并接通岸电电源。  

 

堆场的工作人员应每天监测冷藏集装箱至少两次，并在冷藏集装箱堆场监测日志中记录温度设置、供

风和回风温度以及通风设置，直到该集装箱被装上船为止。 

 

在温度记录被转移到异地存储站前，航运公司和码头操作员应将该等记录储存在可取用的地点至少 12 

个月。该记录可能有助于承运人抗辩货物索赔。 

 

4、提单  

航运公司单证部必须对比托运人提供的提单指示和订舱指示，如发现有任何不符之处需向其上级主管

进行汇报。若记载的温度或通风设置与订舱单不同，则无论如何都不能签发提单。 

 

 

 

案例分享 

 

从“Ladytramp”租约纠纷案看英国法下合同当事人的严格责任 

作者：诺亚天泽理赔董事--刘卫东 
 

“ Ladytramp ”案是一个关于承租租约产生的纠纷，租船人主张意外

事故的发生影响了指定的泊位不能按计划用来装货而应该免除租船人的合

同责任，船方不同意这种主张，因此双方走上仲裁庭和法院。 

 

我国目前从事租船业务的公司，当与船东发生租约关系时，由于遵循

了国际上惯用的合同格式，和受制于业务本身的涉外性质，在合同中都会

约定适用英国法。但是事实上如果当事双方都是中国背景的公司，并不清

楚“适用英国法”的真正含义和“英国法”对合同纠纷干预的严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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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亚保险经纪作为长期从事涉外船舶保险经纪公司多年的公司，目睹，经历和参与办理过非常多的租

船合同纠纷，每次纠纷的处理，都涉及到英国普通法( 案例法 ）的应用，调整和干预，因此对于“适用英

国法”和英国法中的原理和许多特有的原则具有深切的认识。为了给船东和租船人们以必要的提示，特结

合“Ladytramp”案例，揭示一下英国法下合同当事人的严格责任。 

 

2012年英国商事法院作出了一个关于租约纠纷的上诉

判决。纠纷是关于租约中的免除责任条款的范围及其解释。

该判决中体现了装卸时间一旦开始计算，只能被合同中约

定好的免责事项打断。主张免责的一方必须证明免责事项

与不能装卸货物的因果关系。另外，对于免责条款的分析，

法庭要作出不利于提出免责主张的一方或利益的解释。这

些原则，都在“Ladytramp”一案中的到体现。 

 

在此案中，商事法院对装卸时间的除外条款做出了一

个狭义的解释。装货码头的传送设备被大火烧毁，事件发

生在装货之前。随后码头方面宣布了新的可以修复后营运的计划表。船东主张船舶进入滞期，法院支持了

船东的主张。 

 

一票散糖货物被定在巴西的巴纳拉瓜港装上海轮“Ladytramp ”。该食糖租约的第 28 条讲到：“ 船舶

在装货和卸货时如果遇到下述情况不能装卸货物时，装卸时间不再计入，损失时间不能算为滞期或延误。

这些情况包括：罢工，暴动，民乱，人为停业，铁路事故和损坏，铁路暂停营运，运河，河流的冰封，装

货工场的机械故障，政府干预，船员依据合同权利造成的船舶不能工作。” 

 

2010年 6月 14日，在装货码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码头仓库与装货站之间的传动带及设备。但是船舶还

是于 6 月 20 日递交了 NOR。（这是一份泊位租约。编者按 ）码头和港口当局公布了一份可以恢复装货的计

划表。该表说明码头恢复正常功能的时间是 7 月 18 日，而事实上该码头与 7 月 20 日才恢复了装货功能。

船东认为船舶从 6 月 2 日到达泊位直至 7 月 20 日才能装货的期间都应该被算为滞期，为此提出索赔

USD398,000.  

 

租船人的抗辩基于两个论点。一是根据合同 28条，事故属于免责条款里的“装货工场的机械故障”， 二

是码头和港口关于新的恢复工作计划表属于第 28条里的“政府干预”。 随后的仲裁中船东胜诉，租船人遂

上诉至商业法院。 

 

摆在大法官 Justice Eder面前的问题是大火造成的码头传送设备的损毁导致的装卸时间损失是否属于

免责条款里的“装货工场的机械事故”，以及港口当局的新的计划表是否构成“政府干预”。Justice Eder 大

法官最终驳回了上诉，在争议的这两点上都支持了船东的主张。 

 

Justice Eder先生首先确认第 28 条免责条款有效。但是里面并没有关于“火灾”的免责。他支持了仲

裁员的观点，认为依据正常意识对语言词汇的理解，传送设备的损毁不应该属于“故障”一词的范畴，更

不应当做“装卸工场的机械故障”。他强调说，故障一定是机械问题，这有别于外因导致或广义的解释。另

外码头也不是机械或设备。该码头的一部分功能的全部毁损不应该被看做是一起“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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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 Eder 大法官还认为不能证明码头或港口是一家政府机构。进一步讲，港口关于码头工作新的 

计划表仅表示了码头的关于恢复火灾后可以生产的管理行为，不能被认为属于“政府干预”范畴。 

 

英国商事法院的判决见证了英国法律是如何精确地诠释合同中的约定事项。判决书还体现了英国法律

的另一项原则，逆向解释原则”，即， 对争议的条款和词汇做出了不利于凭据此条款主张权利一方解释的

原则。 

 

了解了以上案例，相信船东公司和租船人公司会受到教益。从合同层次上讲，如果租船人要享有广泛

的免责，一定要把免责和除外事项约定的更加清楚。不能想当然第认为其他没有事先约定的，能够阻碍合

同顺利执行的“意外事故”会构成保护自已的不可抗力。 实际上，在英国法中，没有大陆法，包括中国法

里的“不可抗力”这一概念。根据英国普通法的理念，合同是被用来执行的，不是用来补救的。所有可以

免除合同当事人义务和终止合同继续执行的条件都要事先在合同中约定，否则合同要么继续履行，要么由

违约的一方以支付金钱的方式使得合同达到被履行了的程度。（等于使受害方回到没有受害的地位） 

 

以上仅仅是关于英国法下处理当事人不能预料，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事件对执行合同的方式。其实，

在“适用英国法”下的所有租船合同，运输合同，造船合同，保险合同，买卖合同和其他服务合同中受英

国普通法，衡平法干预的大原则还有很多。例如“合同自由原则“，它可以使当事人在不伤害第三人权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自由订约，这些自由达成的协议内容甚至可以改变法律的规定，例如缩短或者延

长诉讼时效，打破某项责任限制，还可以排除违约与损害之间要具有因果关系等等。另如”禁止反言“原

则，用来确定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可以使得违约方和受害方重新回到执行合同的平等的地位，“ 相悖理论

原则”可以用来从相反的方向分析合同条款，找出争议条款的真实意思，制约合同的一方任意曲解合同，

逃避自已的合同义务。 

 

总之，从事海上商务活动的人们既然免不了其业务行为的涉外性

因此而与“英国法”有了联系，就有必要学习一点英国法律的普遍原

则。合同条款的用词和字眼不难理解，但是根据英国法这些约定代表

的真实意思和违约后的法律后果恐怕不是每一个在涉外合同中的人

所完全理解的。而注意别人的经验教训和发生的相关案例，可以起到

借鉴和学习作用，使得船东公司和租船人公司在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

时保持基本的正确认识。 

 

 

 

 

走进诺亚 
 

※  阳春三月花盛开，暖阳春风拂面来，初春的柔风又送来了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 

 

为彰显诺亚天泽女员工的风采，让全体女员工过一个健康、和谐、快乐、温馨、难忘而又有意义的节

日，公司组织了呼啦圈转转转、趣味踢毽子、快乐跳绳等一系列活动来庆祝“三八”妇女节，并为大家准

备了丰厚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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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烈的角逐，呼啦圈一等奖由财务部邱璐瑶夺得；踢毽子一等奖由业管中心刘慧夺得；跳绳一等

奖由财务部刘春凤夺得。通过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女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让女员工们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重视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做，就要做健康快乐幸福的女人！ 

 

  

 

 

 

 

 

 

 

 

 

 

 

 

               各奖项一等奖获奖者                    各奖项二等奖获奖者 

 

 

呼啦圈转转转                        趣味踢毽子                        快乐跳绳 

 

 

 

职场人生    

一个买碗的故事，碰撞出最好的别人 

 

有一个年轻人去买碗，来到店里他顺手拿起一只碗，然后依次与其它碗轻轻碰击，碗与碗之间相碰时

立即发出沉闷、浑浊的声响，他失望地摇摇头。然后去试下一只碗。。。他几乎挑遍了店里所有的碗，竟然

没有一只满意的，就连老板捧出的自认为是店里碗中精品也被他摇着头失望地放回去了。 
 
老板很是纳闷，问他老是拿手中的这只碗去碰别的碗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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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意地告诉老板，这是一位长者告诉他的挑碗的诀窍，当一只碗与另一只碗轻轻碰撞时，发出清脆、

悦耳声响的，一定是只好碗。 
 
老板恍然大悟，拿起一只碗递给他，笑着说：“小伙子，你拿这只碗去试试，保管你能挑中自己心仪的

碗”。 
 
他半信半疑地依言行事。奇怪！他手里拿着的每一只碗都在轻轻地碰撞下发出清脆的声响，他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惊问其详。 
 
老板笑着说，道理很简单，你刚才拿来试碗的那只碗本身就是一只次品，你用它试碗那声音必然浑浊，

你想得到一只好碗，首先要保证自己拿的那只也是只好碗。。。 
 
就像一只碗与另一只碗的碰撞一样，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的碰撞需要付出真诚才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

自己带着猜忌、怀疑甚至戒备之心与人相处，就难免得到别人的猜忌与怀疑。 
 

    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前提条件是你应该与人为善。 
 
    你付出了真诚就会得到相应的信任，你献出爱心就会得到尊重。 
 

反之，你对别人虚伪、猜忌甚至嫉恨，别人给你的也只能是一堵厚厚的墙和一颗冷漠的心。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只碗，碗里盛着善良、信任、宽容、真诚，也盛着虚伪、狭隘、猜忌、自私。。。

请剔除碗里的杂质，然后微笑着迎接另一只碗的碰撞，并发出你们清脆、爽朗的笑声吧！ 
  
    做最好的自己，才能碰撞出最好的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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