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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廠產能接近滿負荷
新舊訂單累積

虎門港擬建保稅港區

總部在哥本哈根的丹麥船舶融資公司
（Danish Ship Finance）公布最新研究報
告顯示，儘管全球船塢總容量剛剛度過高
峰期，但仍然處於歷史高位，各船廠累積
新船訂單噸位佔營運總噸位46%。報告認
為未來12個月內造船擬建噸位要大幅縮減
，否則，船廠生產會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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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船舶融資的報告指出，按目前各船廠生產和
訂單情況，現有訂單推遲或取消的活動，預期會延續
到2013年。預測有4300萬修正噸（cgt）將再延遲至
2013 年交付，其中高達 1000 萬修正噸是近期時間表
內的。假設2013年交付量一部分是來自2012年應交
付的延遲量，其結果是，2013 年全球船塢產能利用
率將會降至78%，2013年接單能力非常弱。

屆時，新船訂單交付期會定在 2014 年或之後，
原因是船塢在 「舊單未除新單再湧來」情況下，產能
根本無辦法應付。報告認為，這種情況是荒謬的。

丹麥船舶融資的報告稱，受 2012 年全球造船業
界出現種種弊端和既成現實影響，2013 年全球船廠
平均訂單的交付總量將超越今年的交貨時間表總量。
假設 2013 年交付總量與 2012 年持平，其結果是，
2013年全球所有船廠的船塢利用率至少保持78%。

報告稱，至目前為止，預計在 2013 年或之後交
付船舶量仍然很少。按推測，船廠可以接新訂單的交
付期一般定在 2014 年或之後，但船塢產能的利用率
是否足夠，仍然存疑？報告認為這不太可能做到。

在船塢容量不足和市場低需求之下，新船船價會

否穩定下來？報告認為還言之尚早。歐洲的分析機構
甚至認為，取決於會否發生、很大程度視乎船塢的利
用率能維持多久，這對船價推低造成直接影響。一旦
造船能力不出問題，船價休想會降低。在 2012 年，
一部分船塢曾努力將容量利用率提高，以保證 2013
年累積訂單可安排全面生產。因此，在不同地點的船
廠將存在不同差異，舉例來說，韓國、中國船廠在不
同細分領域會存在很大差異。

報告最後表示，明顯地，船廠安排優先建造先進
、現代型船舶，會遠勝於建造傳統的乾散貨船。因此
，未來2年裡，韓國與中國的最大型船廠將處於最正
面的位置。平均而言，新造船價格下跌不會出現在那
些先進、現代型船舶，船廠至少會維持低利潤，若與
2012年同期相比，可能再跌15-20%。

報告指出，造船廠未來 12 個月安排的交付量，
應由原計劃6700萬修正總噸，降低至4800萬修正總
噸，包括其中2011年延遲交付的1400萬修正噸在內。

2011 年延遲交付的船噸總量為 2100 萬修正噸。
但報告建議，在2012年生產計劃表中，把2011年延
遲交付的船噸總量取消三分之一，即取消約700萬修
正噸。

報告同時認為，若按此建議去安排生產，今年全
球的船廠產能利用率會高達82%，交付量始有把握。
報告指，在目前貨運市場並不太好和船舶融資緊縮情
況下，船東就新船交付制定相互關係的能力，假如市
場條件繼續惡化，部分船東甚至在今年內，都無法接
收新船。

報告還表示，處於這種情況下，船東會減少訂造
新船的胃口。

這份經過詳細資料搜集所寫成的報告指出，2011
年全球船廠按原計劃累積訂單錄得 7400 萬修正噸，
但實際交付量只有5000萬修正噸，當中2400萬修正
噸未有預期落實建造，其中佔 2100 萬修正噸被重新
安排交付時間。

去年交付5000萬修正噸
在交付的 5000 萬修正噸之中，由油輪、集裝箱

船和乾散貨船轉其他船種佔300萬修正噸。報告認為
，中國的船廠在 2011 年顯然沒有發生任何重大取消
訂單情況。期內，船塢建造的船舶在 1000 萬修正噸
，佔其手持訂單2400萬修正噸的41.6%。報告指出，
中國船廠大約有800萬修正噸將延期至2012年交付，
與之配套的融資安排亦受到影響。

韓國的船廠經過不斷爭取和反覆與船東談判較量
，仍保持手持訂單規模，2011 年在累積訂單總規模
2400萬修正噸中，交付了800萬修正噸，只有300萬
修正噸交貨期推遲，另有500萬修正噸是實質性被取
消。目前，手上累積仍有1100萬修正噸。

報告詳細介紹去年全球建造船型分類情況，指出
乾散貨船受到衝擊情況最明顯，計劃去年交付的乾散
貨船共3200萬修正噸，但實質只交付了2250萬修正
噸。在取消的950萬修正噸之中，其中佔800萬修正
噸交貨期將推遲。真正被取消的船舶是150萬修正噸。

油輪交付1150萬修正噸
按船型來分析，去年油輪按計劃應交付量 1900

萬修正噸，但真正交付只佔 1150 萬修正噸，未有安
排交付的750 萬修正噸之中，450 萬修正噸被重新安
排延遲交付，另外300萬修正噸已被取消。

【本報記者李理、龐旭北京三日電】中國倉儲協會會長
沈紹基日前在大學退休教授成立的 「唐社」首次舉辦的論壇
上表示，未來5年中國倉儲業的發展將保持良好勢頭，立體
倉庫預計新增1至2億平方米，冷庫改造與新增容量將達到
1000萬噸。

他指出，未來將重點建設共同配送中心、危險品定點倉
及私人自助倉儲網點，倉儲業整體將向物流增值服務中心發
展。

近年來，各類倉庫設施的建設持續升溫，各類物流園區
「此起彼伏」，但園區空置率高、建設過剩、效率低下等問

題亦阻礙行業進一步發展。沈紹基認為，未來倉儲地產與倉
儲服務的分離將更加明顯，專業倉儲與通用倉儲將同步發展
。此外，新的倉儲經營業態將擁有巨大市場潛力，多層立體
倉庫以及單元化、機械化、信息化等設施技術的配套應用，
將會成為倉儲行業的共識與追求。

據外電報道，菲律賓生力啤酒公司已就注資入股
菲律賓航空公司達成一致意見，並於昨日簽署協議。
但菲律賓生力啤酒公司總裁Ramon Ang透過手機短
信表示，談判仍在繼續。

他早前對道瓊斯通訊社表示，昨日有一個簽約儀
式。彭博新聞較早前引用了3名熟悉情況的人士關於
簽署計劃的說法。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在官方公布前表示，
菲律賓生力啤酒公司打算購買菲律賓航空公司及其屬
下廉航合共49%的有效股權，資金達到5億美元。若
成功，將獲得該航空公司的管理權。

第一控股經紀公司董事總經理 Castillo 在馬尼拉
表示， 「菲律賓航空母公司 PAL 控股有限公司，股

票在馬尼拉交易所上升，交易的推遲可能預示着提升
售價。」他說， 「投機買賣將為市場繁殖更多財富，
投資者在最終交易前都會對市場有所定位。」

TV5電視網Interaksyon.com上月亦有報道，菲律
賓長途電話公司總裁Pangilinan早前有出價。該國最
大廉價航空宿務航空總裁吳奕輝上月表示， 「若時機
成熟，也有可能考慮購買競爭對手。」

菲律賓航空總裁Bautista拒絕評論事件。
生力啤酒公司的目標是盡可能減少過分依賴食品

和飲料的經營模式，將業務延伸至高利潤行業，包
括交通、基礎設施和能源等。Ramon Ang 預期至
2016年，公司能實現1萬億披索（234億美元）的銷
售額。

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西藏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力度，
道路交通條件日益改善。據西藏自治區交通運輸廳統計，
到 2011 年底，西藏公路通車里程突破 6 萬公里，達到 6.31
萬公里。

西藏交通運輸廳廳長扎西江措說，2011 年西藏進一步
加大了公路建設的投入力度，全年落實交通建設項目15個
，完成投資85億元，新增公路里程4600公里，解決了20個
鄉通油路、273個建制村通公路問題。

據介紹，西藏公路通車里程由 2006 年底的 4.5 萬公里
增至目前的6.31萬公里，其中次高級以上路面8723公里，
一個以國省幹線為骨架、農村公路為基礎的公路網基本形
成。

不過，在西藏自治區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區域內，
交通瓶頸依然是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未來
幾年，西藏將繼續加大交通運輸建設投資力度，規劃投資
498.9億元，比 「十一五」期間增長近一倍。其中，2012年
計劃完成公路建設投資95億元。

【本報記者宋偉、通訊員詹笑大連三日電】大連港集團
首季完成貨量 7530 萬噸，同比增加 13.5%。集裝箱量 165.1
萬箱，增幅為25.6%。

3月份貨量完成2607.9萬噸，同比增加達24%，為今年
前三個月最高增幅。

雖然國際、國內市場需求持續疲軟，但3月份大連港鋼
鐵、糧食、煤炭、集裝箱、滾裝等主要貨種仍實現同比增加
，其中糧食、煤炭增幅超過了60%。面對周邊港口的競爭激
烈，大連港集團全力構建糧食全程物流服務體系，在促成糧
食大客戶與船公司確立固定班輪專屬運輸的車船對裝轉運新
模式的同時，還利用港口自身優勢整合了300輛社會散糧車
資源，以此提高車輛的運行效率，拉動糧食集港。

僅散糧公司，一季度就完成吞吐量195萬噸，其中轉運
到朝鮮的出口外貿糧市場份額已提升至77%，外貿玉米裝船
平均效率達到了每小時 1155 噸以上。通過拓展原油保稅、
國際中轉等新業務，今年2月以來，大連港集團油品生產運
輸扭轉了去年以來的下降趨勢，吞吐量快速回升；近日，距
碼頭泊位不過百米、佔地面積兩萬平方米的大連汽車碼頭
「上汽中轉庫」正式投入使用，上汽集團發往東北的商品車

可在這裡檢測、存儲和分撥。依靠完善的碼頭功能，大連汽
車碼頭貨源掌控能力顯著增強。今年頭兩個月運輸內貿商品
車同比增長近四成，其商品車內貿樞紐港的地位不斷鞏固。

成都直飛巴黎瓦特里機場貨運航線，首架飛機昨從成
都雙流國際機場起飛，這是中國西部直飛巴黎的首條貨運
航線，打通了西部商品與歐洲商品之間穿梭的「快車道」。

至此，成都已開通至巴黎、阿姆斯特丹、阿布扎比、
莫斯科、新加坡等25條國際及地區直飛客、貨運航線（其
中客運 15 條、貨運 9 條），成為中西部地區擁有客貨運直
飛定班航線最多的城市。

「成都這幾年發展迅速，民眾消費能力越來越高，這
條貨運航線的開通為法國產品進入成都打通了一個快速通
道。」巴黎瓦特里機場中方事務全權代表王世傑說，該航
線計劃每周3班，每次單程為9小時，由海南航空下屬的揚
子江快運航空有限公司負責。

成都物流辦口岸服務處處長劉學軍表示，近年來，產
業轉移向西部推進，截至2011年底，已有207家世界500強
企業落戶成都。因此，成都不斷開通國際客貨運航線，今
年將重點開通至美國直飛客、貨運航線，並加密現有歐洲
客、貨航班頻率。同時，還將積極推進成都至澳洲以及成
都至南亞等客運航線開通工作。

據了解，到2015年，成都國際直飛航線數量計劃將達
到36條，形成連接歐、美、亞主要城市的國際航線網絡。

延遲交船量大船價難升

菲生力啤酒入股菲航

內地倉儲料增2億平米

大連港首季箱量增25%

成都開通直飛巴黎貨航

針對商船在印度洋亞丁灣被海盜襲擊，
英國海事服務公司AtoBviac與英國石油合作
，在該公司現有的船舶航程電子運算圖基礎
上，加入反海盜航線規劃工具，優化在高危
區的航線選擇。

據了解，局部地區的限制通常意味着船
東不能獲得可靠的武裝保護，在距離海岸
120英里的個別海區就會發生海盜蹤影或襲
擊事件，還存在着支付贖金困難的擔憂，對
船東來說，或是困難重重的選擇。

該公司主管、船長特雷弗表示， 「反海
盜的控制，使得船東在航線選擇上做出明智
的決定，繞開可能出現海盜的海域。」他又
稱， 「在大量不確定因素下，航運業正經歷
運費低迷的時期，必須仔細的判斷避開海盜
的襲擊。」他指出， 「AtoBviaC 工具能使
得船東更合理的選擇航線，並精確地計算出
該航線所需的時間和燃油消耗。在很多案例
中，這可以計算出較其他選擇更精確的數據
，並提供相當水準的解決方案。」

反海盜航線規劃中關於海盜活動的信息
，主要是來自於保賠協會的聯合戰爭委員會
定期頒布的公告制定，或從具體船東手中獲
得。他介紹，所有航線的計算都是可航行的
，並考慮到與淺灘區、沉船、海岸和阻礙物
保持適當距離，同時也避免了油田開發區域
。航線將每周進行評估一次，間隔2個月會
更新一次，若發生重大變化，則需更頻發的
進行更新。

目前BP航程距離電子運算圖被廣泛的
運用在船舶工業上，包括所有的港口、海上
工程及轉運區域，特別是世界運價表、油輪
、液汽船、集裝箱海運和乾散貨航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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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公路里程破6萬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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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市虎門港保稅港區將具備港口作業、國際物
流、出口加工、商品展示和金融服務等五大功能。昨
日上午，東莞市虎門港保稅港區申報方案協調會在虎
門港管委會舉行。海關總署廣東分署、黃埔海關、虎
門港管委會、市口岸局等相關部門代表參會。

目前，東莞已成功申報並順利運作東莞保稅物流
中心（B型）。通過整合原有設施設立虎門港保稅港
區，有利於依託保稅港區的政策優勢和綜合服務優勢
，進一步完善港口國際物流與保稅物流功能。

根據申報方案，東莞市虎門港保稅港區位於虎門
港沙田港區西大坦作業區，其範圍包括虎門沙田港區
西大坦作業區及其後方西大坦物流園、臨港產業區，
共約3平方公里。

東莞市虎門港保稅港區將具備港口作業、國際物
流、出口加工、商品展示和金融服務等五大功能，全
面發展港口運輸、中轉、保稅物流、國際配送、國際
採購、轉口貿易、出口加工、展示等方面的業務。

虎門港將充分利用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通過建
立東莞市保稅港區，大力發展港口保稅物流業務、臨
港加工及增值業務，做大做強國際配送、採購功能，
為國際物流網絡延伸和輻射經濟腹地打開最佳通道，

力爭用 10 年左右的時間，把東莞市虎門港保稅港區
建設成為東莞市對外開放的制高點，珠三角地區重
要的國際自由港，東莞和周邊地區產業升級的強力
引擎。

東莞外向型經濟發達，大部分產品的原材料及市
場在國外，保稅外銷總量非常大，同時保稅內銷的規
模也在逐年擴大。而保稅港區是目前我國開放層次最
高、政策最優惠、功能最齊全、區位優勢最明顯的海
關特殊監管區域。

虎門港管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作為外向型經濟
發達的城市，東莞加快申報保稅港區將有利於進一步
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提高對外開放合作的程度，轉
變外貿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現代服務業與物流業發展
，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提供重要支撐。

事實上，東莞已於 2009 年啟動虎門港保稅港區
的申報工作。虎門港管委會負責人表示，有關申報材
料已報送至省政府審核，省外經貿廳已徵求省一級各
相關部門意見。由於虎門港作為東莞重點園區的地位
日益重要，急需對虎門港保稅港區的申報問題進行重
新考量，進一步明確保稅港區的功能定位、功能分區
、監管方案、規劃範圍等內容。

根據 2011 年 7 月海關總署和省政府共同簽署的
《省署合作備忘錄》，海關總署和省政府將共同積極
推動支持設立虎門港保稅港區。

◀生力啤酒入股
菲航的談判仍在
繼續，若成功，
將獲航空公司的
管理權

▲英國航空公司為今夏倫敦奧運會，委託藝術家翠
西．艾敏設計迎接奧運會的空巴A319飛機外觀，被
繪上一隻巨大金鴿 美聯社

▲虎門港作業區有保稅區作後盾，實力與地位將
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