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掛牌出讓
補充公告

經研究決定，對掛牌序號為12040（宗地位
置：珠海大道北側，珠海大橋東側，宗地編號：
珠國土儲2012-02號）地塊的交易時間做如下調
整：

領取掛牌文件時間調整為：2012年6月5日
至2012年6月26日17時（節假日除外）；

土地競買申請時間調整為：2012年6月18日
至2012年6月26日16時；

掛牌報價時間調整為：2012年 6月 18日 9
時至2012年6月28日15時30分。其他條件不
變。

特此公告

珠海市國土資源局
珠海市土地儲備發展中心
珠海市土地房產交易中心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星期五B6經濟‧航運責任編輯：龍森娣

內地物流無效作業多
學會建議多方改革促健康發展

近十年內地社會物流總額激增79倍，
但也存在無效的物流作業繁多、大部分物流
園區有盲目擴張風險、物流業務各環節稅目
不統一等系列問題。中國物流學會常務副會
長戴定一建議，應從土地、車輛管理及稅收
等方面革新促進物流業健康發展，其中制定
國家級物流園區規劃，作為公共設施建設；
明確設立「物流綜合服務」統一稅目，與物流
相關的各環節業務執行統一的稅目和稅率。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三十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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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造船市場報告
2012年5月30日 發布

中國新造船價格綜合指數（CNPI）：895點
兩周來跌0.4% 三個月跌3.0%

乾散貨船價格
綜合指數
（CNDPI）
872點

兩周來跌0.2%
三個月跌3.0%

油輪價格
綜合指數
（CNTPI）
939點

兩周來跌0.3%
三個月跌2.7%

貨櫃船價格
綜合指數
（CNCPI）
935點

兩周來跌1.5%
三個月跌3.5%

註：基準船型定義、基準付款方式定義等指數說明，另見用戶手冊。
版權所有 未經授權 不得轉載 違者必究

中國新造船價格指數有限公司

乾散貨船
船型名稱

靈便型船

大靈便型船

超靈便型船

巴拿馬型船

卡姆薩型船

海岬型船

油輪船型名稱

中型油輪（MR）

大一型油輪（LR1）

大二型油輪（LR2）

蘇伊士型油輪

超大型油輪

貨櫃船船型名稱

1700標箱型船

4800標箱型船

9000標箱型船

基準船型
噸位

35,000dwt

45,500dwt

57,000dwt

76,000dwt

82,000dwt

176,000dwt

基準船型噸位

52,000dwt

73,000dwt

114,000dwt

163,000dwt

320,000dwt

基準船型噸位

1,718TEU

4,785TEU

8,957TEU

單位：
萬美元

2157

2346

2486

2673

2756

4540

單位：萬美元

3223

3865

4579

5792

9068

單位：萬美元

2570

5160

9027

兩周來
漲跌

0.0%

-0.3%

-0.2%

-0.3%

-0.7%

-0.2%

兩周來漲跌

-0.5%

0.0%

-1.5%

-0.1%

-0.1%

兩周來漲跌

0.0%

-4.7%

-0.3%

三個月漲跌

-2.4%

-2.5%

-1.7%

-4.1%

-4.5%

-3.5%

三個月漲跌

-4.2%

-1.7%

-5.1%

-2.8%

-1.7%

三個月漲跌

-3.8%

-6.8%

-1.2%

身兼全國物流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的戴定一
日前在穗出席中國貨運業年會時指出，因現代物流信
息不對稱、社會物品流通環節眾多，導致內地物流業
出現貨物周轉與倒運次數多、無效的物流作業多等問
題，從而引發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社會物流總額的增
速遠高於GDP的增速，為同期GDP的三倍左右，去
年達近 160 萬億元人民幣，較 2001 年激增 79 倍。而
現行營業稅制度將物流業務劃分為交通運輸業與服務
業兩類稅目，物流業務各環節稅目不統一、稅率不相
同、發票不一致，也是多年來困擾物流業發展的政策
瓶頸。

建議設專管機構簡化稅制
戴定一說，近年國家相繼出台 「物流業調整和振

興規劃」、 「關於促進物流業健康發展政策措施的意
見」等政策，但今後仍要從土地、車輛管理及稅收等
方面進行變革。如當前內地加強物流園區規劃，對規
劃內的項目給予支持，鼓勵開發存量土地；但物流園
區的建設已偏離宗旨，大部分項目存有風險。他建議
制定國家級園區規劃，作為公共設施建設；物流園區
土地推行租賃制，以抑制圈地行為。

鑒於現時貨運業存在小、散、亂等問題，他建議
改變現時多頭管理，設立專門的物流管理機構；研究

制定行業管理法規，設置科學的市場准入條件；鼓勵
企業聯合、連鎖、兼併和網絡化經營的政策。同時，
取消以罰代管，清理路橋費，探索城市共同配送系統
等建設。

至於稅收方面，內地已採取營業稅差額納稅擴大
試點、增值稅擴圍率試點、減輕大宗倉儲用地的使用
稅等措施，但實際稅賦卻提高、稅率仍不統一、補貼
措施難以落實。

上海試行增值稅仍待完善
如 「營業稅改增值稅」政策今年元旦起率先在上

海試行，首次將 「物流輔助服務」列入應稅服務範圍
，並設置6%的適用稅率，體現了國家產業政策導向；

而物流企業小規模納稅人由原來的 3%或 5%的含稅稅
率，調整為3%的不含稅稅率，有利於促進中小物流企
業發展。

但據對65家大型物流企業調查顯示，2008至2010
年三年年均營業稅實際負擔率為1.3%，實行增值稅後
，實際增值稅負擔率卻增至4.2%，攀升123%。據分析
，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一是貨物運輸業務增值
稅稅率偏高；二是可抵扣進項稅額偏少。

戴定一建議，明確設立 「物流綜合服務」統一稅
目，與物流相關的各環節業務執行統一的稅目和稅率
，以適應物流業一體化運作的需要；適當增加增值稅
進項抵扣項目，如將人力成本、路橋費、房租、保險
費等主要成本納入抵扣範圍。

招商局冀今年吞吐量增5%
招商局國際（00144）主席傅育寧於股東

會後表示，外圍因素將在次季繼續影響中國乃
至環球經濟，但預料國際經濟能在第三季回穩
，末季有望回升。他又認為，今年中國國際貿
易保持10%增長有一定難度。他希望公司全年
碼頭吞吐量能保持5%增長。

招商局國際董事總經理胡建華表示，今年
頭4個月公司整體吞吐量增長5.6%，其中內地
吞吐量增長 7.9%。傅育寧表示，因受到國際
貿易不景氣的影響，公司全年碼頭吞吐量冀保
持 5%增長，但相當不易。他希望政府可出台
扶持貿易企業的政策，如結構性減稅、降低關
稅以拉動出口、延續出口退稅以及加快退稅速

度等。他認為，日前在上海實施的營業稅改增
值稅的實驗不成功，不但未能達到國家結構性
減稅的目的，反而增加了企業稅項，公司已向
相關部門反饋意見，冀今後可真正實現結構性
減稅的目標。

談及是否會趁經濟不景物色收購機會，傅
育寧表示，不排除有這樣的機會。他又指，收
購尼日利亞碼頭及投資斯里蘭卡貨櫃碼頭都是
在危機中做出的決定，當時的收購價格較市場
好景時低很多，對公司的長遠發展非常有利，
未來亦會留意機會。

財務總監張日忠表示，公司早前簽訂 10
年期的5億美元票據，主要為明年到期的3億

美元債券進行再融資，餘下為公司未來日常開
支作準備。

對於母公司招商局集團早前以 12.8 億元
，投得青衣地皮以發展綜合物流設施，傅育寧
表示，香港作為服務中國內地進口貿易的基地
，特別是在青衣這類碼頭集中地，非常需要
此類設施。該項目將於兩年內完成，並投入
服務。

他指出，未來中國在擴大進口及內需的過
程中，香港作為自由港，擁有便利的條件，是
沒有一個國內城市或港口可以替代，故長遠看
好本港的貿易中心地位。他又稱，有意與周邊
物流商一起策劃合作。

新造船市場上的詢價盤多
，實盤少，成交更少。低油耗
環保型設計的船舶是市場焦點
，新設計將遠優於老舊船舶及
老設計，這也導致舊款設計新

船轉售（Resale）價格進一步走低。在船舶資產已經嚴
重低估的情況下，市場有蓄勢待發之勢，因為懷揣現金
，等待最佳抄底時機的買家正在增多。但是受到經濟前
景不確定性的影響，同時融資壓力持續增加，大部分新
造船意向最終決策和發力的火候尚需時日。

希臘船東逆市頻訂新船
白熱化的競爭，膠着的博弈，致使CNPI系列指數

繼續全線下挫。綜合指數 CNPI 報 895 點，比上期跌
0.4%，比上季度跌了 3%；散貨船價格基本到了谷底，
所以散貨船綜合指數CNDPI跌幅收窄至0.2%，報收於
872點；油輪綜合指數則續挫0.3%，報939點；貨櫃船
綜合指數此次大跌了1.5%，報935點。

主要原因是 4800 標箱型船指數下跌較大，上期市
場報告提到的韓廠割價競爭的攻勢給市場心理造成的負
面影響繼續在發酵，本期 4800 標箱級船價指數大跌
4.7%，報 5160 萬美元。唯一可見的訂單揚子江船業從
希臘船東Lomar Shipping處得到的2+4艘1100標箱貨
櫃船，預計 2014 年 5 月開始陸續交付，但每艘造價不
足 2000 萬美元。這家希臘船東逆勢而為，今年頻頻向
中國船廠發出訂單。二月份已經在舟山中遠訂造的6艘
64000噸級Ultramax型散貨船、三月份則在廣州文沖訂
造 6 艘 2200 標箱新款節能貨櫃船。希臘船東對航運市
場的周期性起伏判斷向來精準，他們往往在市場谷底，
用最少的銀子完成船隊的更新換代，在下一個市場周期
中立於不敗之地。

船舶大型化趨勢明顯
散貨船市場相當淡靜，僅舟山揚帆從意大利買家

D'Amico 那裡拿獲了 6 艘 3.9 萬噸級的訂單。油輪市場
則更加淡靜無聲，沒有聽到任何成交消息。

船廠的日子難捱，已經拿到的訂單又怕惹上國際紛
爭而丟掉，尤其是超大型散礦船（VLOC）因淡水河谷
與中遠的矛盾升級而顯得格外敏感。繼上期評論 「池魚
奈何城門火」後，我們發現這個話題已經成了媒體熱議
的中心。有些文章無限上綱上線，居然把日本也扯了進
來， 「不排除三井物產參與淡水河谷經營決策的可能及
控制中國鋼鐵產業鏈的更大野心」，淡水河谷的巨輪甚
至被認為 「危及中國的海防安全」！

這種為了博眼球的媒體操弄雖然可笑，但不知情的
行外人還真以為 VLOC 是一種不安全的船型，而且是
它毀了中國的航運業呢。事實上，船舶大型化趨勢十分
明顯，不僅淡水河谷，世界上還有不少船東也看準了這
個趨勢，擁有或正在建造此類超大型散礦船。

大家熟悉的BergeBulk早在1986年就建造了世界上
第一艘 36 萬噸級 VLOC，主要船舶參數是：載重噸
364,767G 公噸、總長 343.01 米、型寬 63.51 米、型深
30.21 米、吃水 23.04 米，鑒於當時世界上僅此一艘
VLOC，交通部 2007 版《海港總平面設計規範》中參

考船型的參數幾乎一模一樣，可以推斷用的就是這艘實
船資料。

船東與貨主簽長約避險
淡水河谷作為貨主，其船隊從 2009 年開始陸續進

入市場，對未簽訂長期租約就冒險買船的船東產生一定
的殺傷力是必然的，但多數船東在建造如此大型、適貨
性單一的巨型船舶時一般都會選擇與貨主合作的方式來
避險。除了 BergeBulk、STX PanOcean 等將船租給淡
水河谷之外，中國船東也多會採取長期租約的形式鎖定
風險。2007 年，首鋼與中海達成協定，由中海建造兩
艘30萬噸船舶，船舶建造完成後，以15年長期期租的
方式供首鋼集團使用。

船舶大型化是世界趨勢，VLOC也是繼CAPESIZE
後出現的新船型。因淡水河谷新造的 VLOC 多數為 40
萬噸以上，故業內有人稱之為VALEMAX。事實上，除
了淡水河谷之外，其他船東也開始建造 40 萬噸以上
VLOC。預計在今明兩年交船的 40 萬噸 VLOC 中，
STX泛洋航運和阿曼航運兩家加起來將近10 艘。從目
前的新船訂單情況看，今明兩年總共將有 35 艘、1278
萬噸的運力投入市場。如果這個趨勢進一步形成，中國
新造船價格指數將增加這一新船型。

【中國新造船價格指數有限公司供稿】

買家懷揣現金 伺機抄底
特稿

▲節能環保散貨船CROWN 63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三十一日電】希臘波塞冬國際
海事展（Posidonia）前夕，上海太平洋造船集團日前在
雅典發布CROWN 63、CROWN MHI 82、CROWN 121
三個型號的極致節能環保散貨船，分別面向6萬噸、8
萬噸和 12 萬噸級細分市場。截至今年 4 月底，太平洋
造船已有123艘散貨船交船記錄。

此三型新產品均以 「節能環保」為首要設計理念，
把燃油效率指標提升到了盡可能高的水平。其中，
CROWN 63（6.35萬噸）極大靈便型散貨船在14.3節
服 務 航 速 下 ， 油 耗 甚 至 能 降 到 25.8 噸 ／ 天 ， 比
CROWN 58（5.8萬噸）散貨船降低13%。

此次新推出的CROWN MHI 82（8.2萬噸）備受
業界關注，其由太平洋造船與三菱重工聯合開發，目前
雙方合作進展順利。CROWN MHI 82 將安裝三菱重
工的節能裝置和螺旋槳，以獲得最高推進效率，主機油
耗指標更被進一步要求降至低於 28 噸／天的水平。
CROWN MHI 82 的船模水池試驗將於今年年中實施
，預計項目整體合作設計將於今年下半年完成。

▲傅育寧（中）認為，經濟貿易在年底有望復蘇。
左為胡建華，右為張日忠 本報攝

太平洋推極節能散貨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