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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成海事仲裁中心
獲波羅的海航運理事會認可

據英國《公平》雜誌最新一期周刊
報道，新加坡將與倫敦、紐約這兩個老
牌國際航運中心並列，成為獲得波羅的
海國際航運理事會（BIMCO）認可的國
際海事仲裁中心，這是歐美外，首次有
亞洲地區獲此認可，或將對世界航運格
局產生深遠影響。

實習記者 李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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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局環保措施投資額
（單位：港元）

提升及更換FGP及PCA

更換31架電動房車

增加充電站

購置電動車資助計劃

總計

2.1億

1200萬

4000萬

約200萬

約2.6億

繼上周機管局在機場舉行環保誓師大會後，
昨日向傳媒進一步強調機場的環保理念，運行執
行總監吳自淇表示，固定地面供電系統（FGP）
、預調節空氣系統（PCA）和電動私家車及充電
站是建設全球最環保機場的重要環保措施，增設
這些設備的總投資為2.6億元。

吳自淇表示，為落實 2014 年在機場停泊的
飛機 「停機熄匙」，自去年起已對 FGP 及 PCA
系統進行升級，目前已有8成飛機使用這種設施
。他舉例道， 「一架 B747 客機的輔助動力裝置
（APU），每小時平均大約排放 1.23 噸二氧化
碳，FGP的排放量只有APU的15%。」

該局自 2011 年起便逐步更換及提升舊有的
FGP 及 PCA 系統，增強其性能，預計總投資約
2.1億港元，更換31架電動房車為1200萬元，還

將斥資4000萬元，逐步增設200多個充電站，其
中 158 個是供電動私家車使用，另外 56 個供其
他電動地勤設施使用。另一方面，為補助業界更
換電動車，還會給予逾200萬元的津貼。

海洋石油201完成檢查
【本報記者丁春麗、通訊員馬桂山、賈國富濟南十七日

電】中國首艘深水鋪管起重船 「海洋石油201」接受了青島
海事部門對其進行的最後一次 「體檢」，將於明天（19 日
）起航開赴南海，投入荔灣3-1氣田深水鋪管施工作業。

16 日上午，在青島海西灣海洋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碼頭
上，該船在接受青島海事局前灣海事處執法人員的安全檢查
，這是該輪在趕赴南海前的最後一次 「體檢」。

海事執法人員針對該船的一些特點，如全船設置多個全
旋轉推進器、最大裝載380名工作人員、船舶結構複雜等進
行了專題研究，在船舶安全檢查中着重對航行安全設備、應
急通訊設備、消防救生設備和防污染設備等進行了全面細緻
的檢查。經過整整一天的檢查，海事執法人員出具了 「海洋
石油201」船舶及有關設備狀態良好的檢查結論。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十七日電】
重慶海關發布消息，首批 「中歐安全
智能貿易航線試點計劃」項下貨物，
共計 3168 台筆記本電腦已從重慶兩
路寸灘保稅港區出貨，其運輸路線
為 「重慶─深圳鹽田─荷蘭鹿特丹
」。至此以後，重慶海關可直接與
歐洲海關開展監管互認和便利通關合
作。

於 14 日啟運的首批 「安智貿」項

下貨物全部為 「重慶造」筆記本電腦
，通過渝深鐵海聯運國際大通道線路
出口，共計 3 個集裝箱，貨值 108.3 萬
美元。業內人士對本報透露，此批 3
個集箱貨物是通過集箱卡車公路運輸
到鹽田港，再裝海船運抵阿姆斯特丹
。不同的是，海關對此批貨物是通過
「鐵海聯運」的監管概念與方式進行

監管的。
有關人士稱： 「渝深鐵海聯運國

際大通道有兩種方式：分別是通過鐵
路和公路到鹽田，再裝海船到歐洲。
而海關對兩種運輸方式均定義在渝深
鐵海聯運國際大通道的監管模式之中
。」他舉例稱，由於企業趕訂單，貨
物急着要走，不可能等所有貨物集結
完畢一起運輸。而公路運輸上要靈活
一些，採用的也是鐵海聯運的監管模
式，並不是貨物的物流流程是鐵海聯
運。這是首批重慶的出口貨物按照
「安智貿」的相關要求與監管模式，

進行運輸的。貨物通過公路運輸至鹽
田，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渝深鐵海聯
運開行頻率並不高。

「安智貿」項目是通過中、歐海
關以及海關與企業的合作，實現對海
運集裝箱及箱內貨物的全程監控，建
立安全便利智能化國際貿易運輸鏈而
實施的一個試點計劃。在海關總署的
大力支持下，重慶港於去年和上海港
一起被納入 「安智貿」第二階段計劃
試點港口，也是被納入試點的唯一一
個內陸港口。

「『安智貿』正式啟動，將為重
慶企業搭建起一條渝歐貿易的綠色信

道，進入此項目的企業會得到最大限
度的快速通關，並免去很多手續。」
重慶海關負責人認為， 「安智貿」將
極大提升重慶企業在歐盟市場的競爭
力，並促進重慶成為中西部企業進入
歐盟市場的橋頭堡。

獲中歐海關三大便利
據了解，重慶及其周邊企業加入

「安智貿」試點後，將獲得中、歐海
關共同提供的三大便利：一是對參與
企業實現提前報關，優先審單，優先
辦理貨物查驗和放行手續；二是降低
企業進出口貨物的查驗率，並共同認
可任何一方的查驗結果，避免重複查
驗，縮短貨物滯港時間；三是恐怖事
件引起貿易鏈中斷或當局加強港口管
制情況時，最大限度地保證參與企業
貨物的快速通關。

數據顯示，今年1至4月，渝歐貿
易總值達31.8億美元，同比增長1.4倍
。 「安智貿」的正式啟動在極大地提
升重慶企業在歐盟市場的競爭力的同
時，也將促進重慶成為中西部企業進
入歐盟市場的橋頭堡。

4月23日，BIMCO文件起草委員會在新加坡
航運周期間與新加坡有關部門舉行了閉門會議，
隨後公布了最新的用於確定海事仲裁標準和程序
的 BIMCO 合同文本電子版。該合同反映新信息
，新加坡將成為其認可的國際海事仲裁中心之一。

很多合同都在亞洲執行
BIMCO副秘書長拉森向《公平》雜誌證實了

這一消息，表示他們已經意識到了亞洲在國際海
運中不斷擴大的影響力。他說， 「現在很多航運
與海事合同都是在亞洲執行的，我們感覺已經到
了將新加坡加入我們處理糾紛仲裁的標準中的時
候。」

這將使新加坡成為和倫敦、紐約並列的仲裁
中心。此外，巴黎也將作為一個自由選項。

BIMCO 已經要求新加坡起草該國的處理海
事糾紛條款，而後該條款將提交給 BIMCO 文書
起草委員會表決通過。拉森表示，該過程會很快
完成，他預計新加坡的有關條款會在文書起草委
員會今年11月的下次會議上被提交。

如無特殊情況，倫敦將繼續作為仲裁的默認
首選場所。拉森指出，目前世界上70%的海事爭
議都是在倫敦進行仲裁的。

新加坡為確立亞洲的海事仲裁中心地位已努
力多年。新加坡海事基金會主席米爾斯表示，
「這是新加坡作為重要國際海事仲裁中心的證明

，也是國際海運界對於新加坡的認可。」
很多年前，新加坡就已經申請成為國際海事

仲裁的認可，但一直不被批准。這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其獨自制定的 「新加坡船舶銷售文本」
（Singapore Ship Sale Form）影響。與國際普遍
使用的 「挪威銷售文本」（Norwegian Sale Form
）不同，在這套標準中，新加坡將自己列為默認
的國際海事仲裁中心。

BIMCO 之所以會改變態度，與去年 10 月在
新加坡舉行的更新 「挪威銷售文本」的行業諮詢
會有關。這份俗稱 「2012銷售標準」的更新草案
，遭到了新加坡海事仲裁會（SCMA）執行董事
李惠邦的反對。

在 BIMCO 準備認可新加坡仲裁後，李惠邦

的態度已經軟化，他說， 「這是新加坡發展的重
要時刻，反映了新加坡在海運領域取得成就，我
們的合同標準很快將被國際社會接受。SCMA 將
被國際海運界採納。」

3 年前，由於 SCMA 是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
的組織部分，航運業對於在新加坡進行海事仲裁
的興趣並不高。李惠邦說， 「那時，SCMA 有一
個不夠獨立管理模式，且不收仲裁費。」

擁有足夠合格仲裁員
新加坡是在 2007 年，開始向 BIMCO 申請成

為仲裁中心的。拉森說， 「那時新加坡表示有意
加入我們的仲裁合同。不過那還是4、5年前，時
間並不好。我們擔心如果同意了新加坡的請求，
會打開潘多拉盒子，導致世界上其他的地區也提
出申請。新加坡擁有足夠的合格仲裁員，並且施
行英美法系，無疑是亞洲的仲裁中心。」

英國律師事務所 Watson Farly & Williams 新
加坡分公司的聯合主管羅維同意這種看法。他表
示，將新加坡列為 BIMCO 認可的仲裁選項之一
，會使更多的機構選擇新加坡解決糾紛。很多過
去傾向在倫敦和香港仲裁的機構已經移到了新加
坡。

大連中遠船務交付散貨船
【本報記者宋偉大連十七日電】大連中遠船務建造的散

貨船 「海洋藍寶石」（OCEAN SAPPHIRE）輪昨日成功
交付，這是中遠船務建造交付的第100艘船。

「海洋藍寶石」輪是為新加坡來寶集團建造的第5艘同
一級別散貨船，92500 載重噸，最大航速 14 節。該輪 18 號
從大連起航，將投入來寶集團澳洲線運營。該船油耗較低，
相較於同類船型每千瓦小時節省一噸燃油。

中遠船務工程集團公司總經理王宇航表示，今年預計收
入將超過220億元，其中海工將第一次超過造船。目前海工
的手持訂單量位於全國前列，訂單排至 2013 年。他表示，
下一步中遠船務的造船業將在特色上下工夫，應船東要求將
交付船隻的能耗進一步降低，6.4萬噸散貨船每天消耗的燃
油水平將降低至25噸。

自 2007 年涉水造船，進入市場 5 年，中遠船務共為德
國、荷蘭、韓國、印度等國內外船東建造了100艘船舶產品
。目前，中遠船務塢容總量204.5萬噸，碼頭泊位34個，造
船船台9座，總廠區面積近600萬平方米。中遠船務在大連
、舟山、南通等地擁有7家大型海工和船舶造修企業，8家
專業化船舶配套企業。其自主研發的35000載重噸散貨船，
通過船體線型和主機功率優化，在相同的航速和吃水條件下
降低油耗約19%，技術領先於同型船，受到市場青睞，已陸
續獲得了大量該船型訂單。

中國貨運業年會今開幕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七日電】為期兩天的 「第3屆

中國貨運業年會」將於 18 日在廣州揭幕，同時發布 「2012
年中國貨運業發展報告」。今屆年會以 「變革與挑戰」為主
題，圍繞在歐債危機、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等新形勢下，
探討對中國貨運業帶來的巨大影響及大變革。

廣東省物流行業協會陸海空聯運工作委員會表示，今年
以來，全球經濟復蘇緩慢、歐債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衝
擊；而中國經濟正進入大轉型時代，8年來首次調低經濟增
長調控目標，出口導向型與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開始
轉變，依靠消費需求、服務業發展、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推進
經濟增長的時代即將來臨，這必然帶來中國貨運業的大變革。

目前中國貨運業仍面臨着小、散、亂、差的局面，面臨
油價高企、人工成本上升、企業效益下降的影響，以及車輛
通行不暢、公路亂收費等亂象；但同時貨運業集約化發展趨
勢正在形成，部分優勢企業開始快速成長，甩掛運輸等多種
新的運輸形式在逐步發展，經濟轉型與國家政策也將給很多
企業帶來新的歷史性機遇。

今屆年會以 「變革與挑戰」為主題，探討包括新形勢下
中國貨運業政策解讀、貨運業集約化經營與規模化發展、經
濟轉型中貨運企業面臨的挑戰、變革中貨運企業成長模式與
案例分享、貨運企業兼併重組與投融資機遇、國際貨運企業
成長路徑與經驗等逾十個議題。中國交通運輸協會常務副會
長王德榮、中國物流學會常務副會長戴定一、中國道路運輸
協會副秘書長高豐、中國儲運總公司副總經理姜超峰、德邦
物流董事長崔維星、廣東交通運輸集團總經理李靜等逾百來
賓將出席。

敦豪快遞（DHL Express）宣布在青衣增
設全新國際速遞運作中心，並推出飛往美國的
「十時半特派」速遞服務，以配合客戶對全球

連繫及業務靈活性方面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中心耗資 3470 萬港元，佔地 4500 平方

米，是敦豪在香港基建的重大擴展項目。此項
新增設施與位於長沙灣及荃灣的兩個現有的運
作中心，起互補作用。新服務中心會處理來自
全港各區的貨件，並經中亞區樞紐中心運送到
DHL全球網絡所覆蓋的超過220個國家及地區
，反之亦然。

香港董事總經理李植興表示，選擇青衣作
為新設施的選址，是因為該區擁有完善的交通
網絡，而且鄰近機場之餘亦方便接觸客戶。

日處理110噸出境貨件
隨着青衣運作中心正式投入服務，貨件處

理能力及營運效率，皆透過簡化運作及資源而
得到提升。中心先進的裝置有助提升卸貨效率
，預計每天能處理達 110 噸的出境貨件及 50
噸的入境貨件。

另外，DHL 於今年較早前推出連接香港

和洛杉磯的環球航線，為亞太區主要城市客戶
提供領先的運送時間及一天送達美加西岸的速
遞服務。繼此航線的推出，DHL 現在為客戶
帶來送達美國的 「十時半特派」服務，讓客戶
可享快速可靠的戶對戶速遞服務。萬一運送有
任何延誤，客戶更能獲得全額退款的保障。

透過 「十時半特派」服務，DHL 承諾將
客戶的貨件於下一個工作日的上午十時半前送
達美國所有的主要商業中心，以回應其爭分奪
秒的付運需要。自今年3月起，把送往美國的
收件截件時間延至晚上十時正。

敦豪在港增設速遞中心

重慶發出首批安智貿貨物

港機場2.6億投資環保系統

▼新加坡成為亞洲首個BIMCO認可的海事仲
裁中心 資料圖片

▲DHL位於青衣的新國際速遞服務運作中心

▲ 渝深鐵
海聯運國
際大通道
開通

本報攝

▲吳自淇示範為電動車充電 本報攝

▲青島海事部門正在對 「海洋石油201」 船進行最後一
次 「海事體檢」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