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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收到錦州港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關於擬轉讓部分國有股權的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及
連帶責任。

2012年5月29日，本公司收到公司第三大股東錦州港國有資產
經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錦港國經」）出具的《關於擬轉讓
部分國有股權的函》，錦港國經擬將所持有的本公司無限售條件流
通股（國家股）78,557,905股（佔本公司總股本的5.03%）轉讓給大
連港集團有限公司，轉讓方式為協議轉讓。

根據有關規定，本次股份擬協議轉讓事項須經相關國有資產監
督管理機構同意後才能組織實施。本公司將密切關注上述事項進展
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北美油輪巨頭鐵凱航運公司（Teekay）
與香港老牌船管公司─中英船務管理公
司（Anglo-Eastern）成立合資船務管理公司
，管理50艘油輪。業內人士表示，此合作
顯示了船東在船舶管理方面的新思維和趨
勢。本地航運業內人士指出，以本港擁有
的資源和優勢，船舶管理可以有更大的發
展空間。

實習記者 王倩茹

與鐵凱設合資公司管理

前線航運2012買24油輪

中英船務接50油輪生意

【實習記者陳小囡報道】挪威航商Sea-Cargo公司日前
接收由印度巴拉蒂船廠建造的重達 5900 噸的小型滾裝船
「Sea-Cargo Express」。這艘船將以液化天然氣作為燃料，

並將成為歐洲第一艘使用天然氣進行短途運輸的船舶，往返
英國、阿姆斯特丹及挪威的港口。

「Sea-Cargo Express」號全長 132.8 米，可在三層甲板
上運載 1140 米的滾裝箱及其他車輛，或在露天甲板上運載
800米的滾裝箱及97個標箱。

該船配置一台 5250 千瓦動力的勞斯萊斯─貝爾根柴油
機，柴油機內部的短周轉系統，可使用天然氣取代燃油作為
燃料。液化天然氣是佔地面積龐大的燃料，一方面是因為其
密度小，另一方面則與封閉系統有關，因為要保持燃料的流
動性，液化天然氣罐必須由一層厚厚的隔離層保護。

專家認為，這些問題限制了液化天然氣在短途海運中的
應用。因為在短途中，船隻可以隨時停靠燃料補給站補充燃
油，所以計劃天然氣船將用於貨櫃船長途運輸，但將只用於
歐洲海域或其他採用嚴格排放法規的局部海域，但將液化天
然氣用於長途運輸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在投資條件上都面臨
很大挑戰。

在 「Sea-Cargo Express」號滾裝船上，天然氣被裝在輪
機艙前兩個絕緣瓶體中，在蒸發器中被氣化後送往船用發動
機。此外還設置有一個軸帶交流發電機，這樣天然氣也可以
用於船用發電。船上還配有龐大且昂貴的廢氣淨化器以減少
排放物，特別是二氧化硫的排放。

挪威接收液氣滾裝船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B3經濟‧航運責任編輯：龍森娣

長三角物流倉庫需求走強

▲上海保稅庫區租賃市場，正逐步由外高橋向臨港與洋山港區
傾斜，圖為馬士基旗下臨港倉庫 本報攝

【實習記者王倩茹報道】挪威億萬富翁費迪里臣旗下
新成立的船公司前線航運 2012（Frontline2012），日前以
5.78億美元的價格，簽訂了24份新油輪購買合約。另外，
公司還有多項購船合約正在洽談中。

其母公司Hamilton本月29日公布一份聲明表示，前線
航運 2012 的這次購買計劃，包括已談妥購買合約的 16 艘
油輪和8艘或更多的在談判中合約。前線航運2012指出，
這些新油輪將承運原油和成品油，通過私募5600萬股票，
獲得了 2.1 億美元，以實現這次交易。據悉，該公司計劃
在近 1 至 2 個月內，結束新船購買的合約談判。合約完成
後，前線航運 2012 的船隊達到 39 艘船隻，擴大了其乾散
貨和液化石油氣產品的運輸能力。

前線航運 2012 成立於去年 12 月份。從前線航運有限

公司分拆出來，以避免運油業務不景氣，營運環境差而造
成資金短缺。前線航運5月24日的一份聲明中指出，該公
司有一項三年計劃，成為全球領先的油品運輸公司。聲明
還指出，新船購買價格低於船舶的建造成本，在29日新購
買合約公布前，該公司已簽署10份原油油輪合約，預計至
少還有5份原油油輪訂單。

費迪里臣間接控制Hemen基金公司，在這次收購計劃
中，投資 1.2 億美元，目前擁有前線航運 2012 的 50%股權
。前線航運有限公司購入355萬股，將其在前線航運2012
的股份額上升至7.9%。較早前，費迪里臣接受傳媒訪問時
透露，現階段是收購船舶的最佳時機，目標是在一部分船
東早年在船廠預定而目前出現融資困難，無力付款 「爛尾
」的新船。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三十日電】戴德
梁行在滬發布長三角一季度工業物流物業
報告，認為該區域高標準倉庫需求持續強
勁。該工業及物流地產部主管蘇智淵指出
，上海地區未來的高標準非保稅倉庫供應
量，主要來自維龍、嘉民、安博中國這幾
家倉儲開發商；江蘇主要集中在蘇南的昆
山和蘇州地區；浙江則由於土地價格偏高
及回報率偏低，一直未成各大物流地產商
的重點發展區域。

在上海，維龍和安博中國的土地開發
位置相對分散，嘉民的土地開發位置集中
在浦東機場，未來該項目可租賃面積將達
19.25 萬平米。屆時，加上普洛斯在浦東
機場的 「華立物流園」及普洛斯合慶物流

園項目，使得浦東機場區域物流倉庫總租
賃面積可達 46.66 萬平米，這一現象表明
浦東機場已成為浦東除外高橋及臨港（洋
山港）之外的第三大物流中心，招商競爭
達到白熱化。

保稅租金呈繼續上升趨勢
另一位工業及物流地產高級經理左冰

雪指出，首季上海地區倉庫總空置率保持
在比較健康的4.5%（保稅倉庫1.7%、非保
稅2.8%）；而由於大量的保稅倉庫閒置，
江蘇倉庫的空置率達到14%的高位，除昆
山市場活躍外，沒有大的項目成交；浙江
方面由於有限的市場供應，總空置率呈現
1.7%的歷史新低。

本季度，上海地區倉庫總空置面積約
56.95 萬平米，保稅港區倉儲面積約佔
21.89 萬平米，非保倉庫 35.06 萬平米。從
統計數據可以看到，臨港、洋山港的保稅
庫空置率，佔上海總保稅庫面積的60%以
上。戴德梁行預計這一比率將逐步減少，
因為市場數據顯示上海保稅庫區租賃市場
，正在逐步由外高橋向臨港與洋山港區域
傾斜。

在保稅倉庫方面，江蘇（蘇州及昆山
）地區的保稅倉庫租金繼續呈上升趨勢。
不過相比上海的租金價格仍有相當競爭力
，事實上，比上海租金價格低 25%。這
也從某種程度造成上海外高橋部分客戶外
遷。

鐵凱航運官方網站上證實了這一消息，並公布
一份合作聲明，稱是船東與獨立船管公司締結的最
大協議。但公布未說明合資公司的工作時間和地點
。籌備中的合資公司將處理約50艘鐵凱的常規油輪
，利用中英船務有效的管理經驗和系統，以一個獨
立、更具成本效應的合資公司發展船務管理。而鐵
凱公司的船員管理和培訓部門將與中英船務旗下的
公司整合。合資公司將由鐵凱公司控股，以鐵凱的
名義運營，大部分僱員來自鐵凱。為了順利轉移中
英船務的專業管理知識，中英船務將任命關鍵職位
人選，也會參與公司董事會事務。

由鐵凱控股合資公司
另一家本港的老牌船管企業 Univan 公司總裁

Hojgaard在獲悉該消息後指出，使用專業的船舶管理
公司管理船舶日常營運，成為船東越來越多的選擇
。他還說，傳統意義上的船東，包括香港一些家族
式的船公司，認為他們的船舶日常管理是公司的核
心競爭力。目前，船公司逐漸由掌握較少船舶營運
知識的會計師和律師經營，在這種情況下，由第
三方管理船舶，優勢頗多。他還指出，繁多的規則
條例和審核要求使船東們頭疼，他們努力滿足政府
機構、國際海事組織（IMO）和租約方等各方面需
求。

目前，全球大約有 50 份國際海事組織慣例，包
括已生效條例、附加條例和擬定條例，另外還有 12
份正在準備中的條例，這些條例覆蓋了包括海上污
染，人員培訓、油污賠償和海上安全等眾多海事問
題。國家政府部門也頒布了海事相關法律，要求船
東必須遵循。承租人也有自己的一套規定，比如美
國石油和雪佛龍等能源公司，在他們向船東租船前
，會按照自己的一系列審核程序來考核船舶性能。

中英船務和 Univan 都是總部設在香港的獨立船
舶管理公司，擁有全球覆蓋業務網絡，海員培訓中
心遍布世界各地，管理的船舶包括集裝箱船隻，乾
散貨船隻。油輪及複雜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船。船舶
管理公司負責僱用和安排海員，及時發現船體損壞
並予以維修，向船舶供應足夠補給包括燃油、水和
人員等，保證船舶運營遵守相關法律。船東需要付
給船舶管理公司管理費，以及日常的船舶運行費用
，包括燃油費用、維修費用等。

民企對船舶管理需求增
華光航運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哈士利表示，船舶

管理公司通過大宗購買船上補給商品或供應物料，
達到了規模經濟效應。他還指出，船東在何時外判
船舶管理以達到最佳成本節約尚無定論。業內人士
同意，當船東運作少於30艘船隻時，通常會尋找第
三方管理船舶。中英船務總裁克里默斯表示，隨着
中國內地民營公司船東的增加，中國對船舶管理公
司敞開大門。澳洲礦業巨頭力拓公司和Citic Pacific
公司增加海工船訂單，這對船舶管理公司而言，提
供了好時機。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目前與中英船務和
Bernhard Schulte 船舶管理公司簽署了 19 艘礦石船
管理協議。克里默斯表示，全球商船船隊規模的上
升，預示着船舶管理業務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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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事組織（IMO）下
屬海上安全委員會（MSC）日
前在倫敦舉行第 90 屆會議，會
上通過了商船僱用私人海上保
安公司（PMSCs）的暫行指引
。在 MSC 高級別會議上，成員
代表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用了超過一天甚至是一半會議
時間來探討國際社會如何處理
武裝保安人員（PCASP）及武
器在甲板上部署的相關問題。

隨着進一步的爭論，MSC
通過商船僱用 PMSCs 的暫行指
引，在高風險的地區提供武裝
的保安人員。指導包括以下四
點：一是關於 PMSC 的專業認
證問題，包括獲得相關國家或
國際的私人海上安全服務標準
的證書。二是必須達到 PMSC
公司的要求，包括建立一定程
序，為船東或船舶運營者提供

海上安全服務，並要遵守相關的所有條文
要求。三是管理問題，包括為武裝安全人
員團隊提供一系列的建議，審核及員工培
訓。四是武裝人員部署問題，解決武裝人
員部署的特定需要及PMSC的角色以確保
高效、成功的部署，包括與船東或運營者的
通訊，從登船至離船間有關管理及使用槍
支與彈藥的指引等。

另外，該組織再次呼籲，政府及業內
必須加強協調，消滅海盜及持械搶劫船
舶。

商
船
僱
私
人
保
安
指
引
通
過

【實習記者周雅婷報道】以色列集團公布今年首季業績
，錄得虧損 8200 萬美元，同比跌 44%。該公司昨天在特拉
維夫證券交易所發表聲明，公布首季營業收入為 26.2 億美
元，同比升2%。以色列集團下屬的子公司以星航運近年連
連在經營上錄得虧損。

以色列集團季蝕8200萬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旗下的香港空運服務有限公司
（Hacis），正為其經營的中港過境貨車車隊進行設備更新
，配合全新的 「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ITFS）
。ITFS 能提升來往香港及內地的空陸聯運轉運貨物處理效
率，將清關時間由以往每次最長3小時縮短至少於5分鐘，
而貨物也只需接受一次檢查。

已登記參與ITFS計劃的載貨車輛須安裝本港海關認可
的的全球定位系統設備及電子鎖。當載貨車輛駛經海關管制
站時，車輛毋須停留，站內的電子鎖閱讀器會掃描其智能身
份證，然後 「上鎖」；若該載貨車輛沒有被海關抽查，便能
直接過關。此外，海關可透過全球定位系統沿途追蹤已上鎖
載貨車輛的位置，直至車輛到達目的地。為進一步加快過境
程序，落馬洲及深圳灣的管制站均已開設ITFS專用通道。

Hacis為所有貨車登記參與ITFS計劃。Hacis的 「超級中
國幹線」服務將以這些車輛提供每天定時的中港過境貨運服
務，來往於珠三角地區及福建省的6個貨物收發中心。

空運貨站參與ITFS增效

中英船務管理公司
（Anglo-Eastern）成立於
1974 年，至今已有 38 年

時間，由比利時裔航商克里默斯創辦，以第三方獨立
身份為船東管理船舶，是本港一家資深有經驗的船管
公司。該公司四大重心業務分別為船舶管理，船員管
理，造船顧問及技術顧問。

早在2001年，該公司與蘇格蘭一家有全球實力的
船管公司 J &J Denholm 船管（控股）有限公司在港
合作，以實力，資產管理船隊和僱用海員數量，堪稱
在全球的船管公司三強之列，集團總部設在香港，由
中英船務管理有限公司主席克里默斯出任獨立運作公
司主席及集團行政總裁。

鐵凱航運公司（Teekay）總部設在溫哥華，在紐
約納斯達克上市，主要經營油輪運輸，是北美一帶有
一定規模的船公司。

比利時裔航商創辦中英船務

小資料

◀ Teekay
旗下油輪

全球三大船管公司規模
名次

1

2

3

公司

V ship（馬恩島）

華林船務（香港）

中英船務（香港）

管船
數量

1000艘

400艘

360艘

船管經理
及船員

24000人

6000人

16100人

【實習記者王倩茹報道】迪拜乾塢世界（DDW）公
司引領世界船舶建造新趨勢的 「鐵餅」型酒店設計項目，
在業內屬開拓性壯舉，將為提供傳統服務的船舶建造商和
船舶維修商創造更多的機遇。

該船廠與瑞士BIG投資諮詢公司在5月11日簽署了一
份理解備忘錄，該船廠成為中東該船型的獨家承建商，建
造被船廠稱為 「水上鐵餅酒店」的船型，實現同時提供水
上和水下酒店服務的目標。

本周 DDW的發言人在接受 「公平」雜誌訪問時表示
，不能公布該艘酒店式船舶業主方的名字，目前仍需保密
信息，但是肯定的是，DDW 將作為該船型主要建造商。
BIG投資諮詢公司網站顯示，該公司致力於創新技術投資
方向，特別是可再生能源部分，因而此次的船舶投資項目
無論對船廠還是BIG而言，都是不同尋常的。這艘酒店式
船舶設計模型由波蘭深海技術（Deep Ocean Technology
）公司完成，該公司表示，這個模型結構可以在世界任何
地方建造完成，而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加以
修改。乾塢世界及其母公司 Maritime World 董事長布米
尼指出，船廠很願意接受先進的技術密集型船舶理念，建
造高科技船舶，實現開拓創新。BIG投資諮詢公司主席表
示，非常榮幸與船廠合作，實現完成世界頂尖水平的船舶
建設項目。

波蘭設計師表示，目前不清楚是否有買家與該船廠簽
署購買合同，該船將擁有豪華的水上和水下住宿條件，由

三個樁腳支柱和一台電梯、樓梯鏈接裝置組合而成。該公
司表示，這個模型結構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建造完成，而
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加以修改。乾塢世界及
其母公司Maritime World董事長布米尼指出，船廠很願意
接受先進的技術密集型船舶理念，建造高科技船舶，實現
開拓創新。BIG投資諮詢公司主席表示，非常榮幸與船廠
合作，實現完成世界頂尖水平的船舶建設項目。

波蘭設計師表示，目前不清楚是否有買家與該船廠簽
署購買合同，該船將擁有豪華的水上和水下住宿條件，由
三個樁腳支柱和一台電梯、樓梯鏈接裝置組合而成。

迪拜建豪華鐵餅型酒店

◀迪拜乾
塢世界承
建的「鐵
餅」型豪
華酒店

▲近海短程液氣燃料的滾裝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