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邦集團創始人曹文錦，日前在接受
本報專訪時認為，今次全球性航運業低潮
來勢兇猛，周期遠比預期要長，可能延續
到2017年始有機會恢復。另外，船價走勢
亦不看好，未來兩年船價可能還要跌兩成
。船東應該審時度勢，重新制定戰略部署
。87歲高齡的他忠告業界， 「口袋裡留足
鈔票才有機會生存下來」 。

本報記者 林靜文 實習記者 李先達

航運業料2017年始有機會復蘇

拆船噸位上半年增加25%

曹文錦：船價仍看跌20%

根據倫敦物流研究中心運輸情報（Transport Intelligence）
，TNT快遞宣布成為英國第一個在日常營運中採用加長拖
車的快遞公司，這一消息引起了部分活動家的抗議，認為加
長拖車過重會損壞公路。

TNT所採用的加長拖車比標準拖車長15.65米，可以增
加15%的運貨量。

公司總裁哈伯表示， 「在當今油價高企的情況下，
這一創新的拖車設計能夠增加運貨量、提高利用空間，
將 貨 運 成 本 降
到最低。」

新拖車將被
投 放 在 TNT 快
遞位於金斯伯里
和蘭特里森特的
主要運輸中心。
這一嘗試是響應
英國交通運輸部
長潘寧宣布，英
國未來十年允許
採用加長拖車。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一A20經濟‧航運責任編輯：龍森娣

【實習記者陳家穎報道】由於乾散貨船供應過剩
，船東無利可圖，便紛紛拆解船舶，促使拆船價格過
去一年下跌了13%。倫敦克拉克森海運諮詢機構統計
數據顯示，拆船者上月繳交每噸約425美元的拆船費
用，去年同期的費用為每噸490美元。上半年拆解船
噸較去年同期上升25%，達1620萬噸。

由於老舊船隻的耗油量較新船為多，加上過去兩
年燃油價格上升34%，加快了船東拆解船隻。另一方
面，過去一年盧比貶值，導致拆船價格進一步下跌。
印度與中國一直競爭成為世界最大的拆船市場。

倫敦船舶經紀佩爾表示， 「除了拆船外，船東別
無選擇。這絕對可以被視為買家的市場。」總體而言
，今年上半年有 56 艘巴拿馬船被拆解，去年同期只
有 38 艘。出售拆解的船噸較去年同期上升 33%，達

3370萬噸。
德魯里航運諮詢公司高級經理克里希納表示，老

舊船隻的營運費過高。船公司應將老舊船隻拆解，因
該些船隻可能有違現在的壓載水和碳排放規條。

遺憾的是，船舶拆解量的上升並沒有促使船租金
回升。今年上半年，有192艘巴拿馬船交付完成，截
至 7 月 1 日，共有 2163 艘巴拿馬型船在營運，還有
767艘在建訂單。

供過於求導致該型船價格受挫，倫敦波羅的海航
運交易所數據顯示，今年巴拿馬船運費下降了28%。
根據奧斯陸帕拉圖證券經紀公司數據顯示，巴拿馬型
船的日租金必須回復至 1.29 萬美元，才能覆蓋營運
及財政費用（不包括燃油費），達到收支平衡。但運
費遠期協議反映，在本年底前，該型船的日租金不會

高於9150美元。
亞洲（新加坡）佛力士銷售及造船部主管尼古拉

斯杜蘭稱，運費持續下跌可致今年送往拆解的乾散貨
船船噸達到 3200 萬噸。他說， 「儘管如此，市場依
然很難吸納新的船噸。」今年上半年，就有 1620 萬
噸的乾散貨船被拆解。而 2011 年的全年拆解量僅為
2300萬噸。

另外，拆解船船齡愈趨年輕。花旗集團數據顯示
，被拆解的乾散貨船的平均船齡由去年的 31.4 年，
降至現在的 28.8 年。日本商船三井（MOL）上月表
示，計劃拆解15年船齡船舶，而非23年船齡的。該
公司期望在明年 3 月底前，拆解多達 10 艘的海岬型
型船。

上海GMS公司傑米達爾澤爾稱，船舶拆解的情
況顯示了未來的乾散貨船和其他貨船的交易價，可能
會在350-400美元這個範圍浮動。 「假如交易價在不
久將來，升至500美元，甚至更高，我會感到非常意
外。如果有船東拒絕現價，很快就會有另外一位船東
願意接受該個價格。」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導致鋼鐵價值疲軟，儘管現
時購買拆解船噸更低，仍進一步擠壓了拆船者的利潤
空間。據北京研究公司安泰科信息開發有限公司數據
顯示，上月基準產品熱軋鋼板的價格下跌 0.2%至每
噸 4136 元人民幣（約 650 美元），是自 2010 年 7 月
22日以來的最低價格。

印度拆船公司Ace Exim主管庫馬爾表示，儘管
拆解船噸很多，但盈利卻很少。江蘇泰州市偉業拆船
軋鋼有限公司副總裁表示，受季節因素，拆船價格將
在今年稍後一段時間回升，而中國的鋼鐵需求在下半
年也會有一定的升幅，這兩個因素將會帶動拆船價格
的復興。他認為，不少船廠仍有大量的在手訂單，加
上船隊數量的增長，相信運費仍將維持較低水平。只
要新的運力繼續投入，無論拆解價格在何種水平，船
公司都將不斷將老舊船隻送去拆解。

早前將 50 艘油輪交給中英船務管理的美國鐵凱
航運公司，近日一批高薪船管人員被解僱。對此，曹
文錦說，鐵凱與中英船務成立合資公司管理鐵凱旗下
的50艘油輪，能節省龐大的人工開支。

曹文錦又說， 「在美國做生意，一定要向銀行借
貸。」美國經濟不景氣，有4家上市船公司相繼破產
，還有一些公司也岌岌可危，財務出現赤字。

另外，對於日本川崎汽船早前與本港來寶集團在
港成立船管公司，管理川崎的海岬型油輪，是否彰顯
了日本船東在船舶管理方面的新思維及趨勢。他認為
，日本船東過去很少會離開家門，遠到海外去尋求合
作，即使合作，只會找同聲同氣的自家人。今次他們
走出國門來香港找合作夥伴，目的是要減輕成本，這
並不是他們原有的處事手法，只是一種無奈選擇，日
本船東已開始學習英語，向海外發展，以便減低管理
成本。

船舶管理出現新趨勢

【實習記者王倩茹報道】根據克拉克森最新
報告顯示，造船市場正在逐步回暖，自今年年初
起的新船訂單的下降趨勢得到扭轉，這與船東們
意圖購買船廠提供的低價新船有關，他們希望以
此實現商業擴張的目標。油輪和液化天然氣船市
場，訂單額與去年相比增加約 30 億美元，增幅
為14%。

報告指出，上周造船市場接獲一系列訂單，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希臘Enesel公司向韓國現
代造船廠訂購的 10 艘載重達 1.38 萬標箱的集裝
箱新船。

另一方面，現在指明哪個造船細分市場更利
於船廠，為時尚早，但是至少目前無論哪個市場
，仍然有買家有意入市。如果船廠能夠提供多樣
化船型，並繼續保持較低的造船價格，仍有機會
獲得新的訂單。

但是，在由百通國際物流公司發布的另一份
報告中顯示，上周新船市場訂單噸位數下降67%
，其中離岸船減少53%，乾散貨船減少71%，共
有12艘新船訂單簽署，總噸位達35.04萬噸，與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64%。訂單金額預計達 1.722
億美元，其中有66%訂單並未向外界公布合約價
格。上周離岸船訂單佔主導，約68%。油輪市場
連續兩周沒有新訂單，而乾散貨市場僅有1份新
訂單，是台灣 Sincere Nivigation 公司向中國船
廠訂購的兩艘卡姆薩型船，每艘價格為 2750 萬
美元。

根據該份報告，在集裝箱船市場，希臘船東
Enesel公司確認訂購10艘超大型集裝箱船，並長
期租賃給台灣長榮海運公司。長榮海運接受英國
公平雜誌採訪時表示，與馬士基等其他航運公司
提供聯合服務時，需要提供相同噸位的船隻，因
而長榮決定租用大型集裝箱船隻。這些船由韓國
現代造船廠建造，預計於 2013 年第三季度至
2014年第四季度完成交付。

在油輪市場方面，日本商船三井公司與關西
電力（Kansai Electric Power）簽署了兩艘新液

化天然氣船長期租賃合同。這兩艘船將分別由川崎重工和三
菱重工建造。商船三井將管理和營運這兩艘油輪，為關西電
力運送液化天然氣。第一艘油輪採用川崎重工的新設計，可
以運輸16.47萬立方米貨物，是該類船級中最大的船舶，可
以航行於 2014 年完工的新巴拿馬運河，該船的船殼規模可
掛靠世界上任一個油輪碼頭。第二艘船可以載重15.53萬立
方米貨物，是三菱重工Sayaendo船系中的一種。

在液化石油氣船（LPG）船和離岸船市場，前線航運確
認了向中國最大的液化石油氣船造船廠訂購船隻的消息，費
迪里臣旗下的船東公司確認了向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旗下的江
南長興造船廠訂購了兩艘8.2萬立方米載重噸船舶，分別於
2014年6月和9月交付。離岸船方面，日本通用造船廠與新
加坡太古離岸簽署了6艘用於支持鑽井台工作的船隻，將與
2014年第三季度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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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錦是在中環公司總部細論航運業的現在與未
來的，他預期當前的低潮要比預期更長，可說 「前路
漫漫」，同時，世界乾散貨航運業正面臨一次徹底的
變革。

船型最大化 運力過剩難改
最明顯的變革是船型愈趨巨大。以前港口規模有

限，很難接待30萬噸以上的船， 「海岬型」船18萬
噸就算很大了。現在很多中國港口都在搞 40 萬噸的
碼頭，超大型船可以達到 40 萬噸，耗油和人工成本
都大大降低。這樣原來 18 萬噸的船等於沒有競爭力
。此外，當前最流行的 「巴拿馬」型船都是6至8萬
噸，但巴拿馬運河正在修建新船閘，2年以後可以通
過 12 萬噸級別的船，載重量多一半以上。航運業本
來就運力過剩，多出來的舊船怎麼辦？

對於新船價，按曹文錦推斷，這一兩年內新造船
價可能還會跌20%。如果船東要訂新船，至少要等到
兩年以後。而要徹底度過航運低潮，還要看歐洲和中
國經濟發展情況，照當前的情勢，可能還要等5年。
當前，船東必須留足現金，能否抓住貨源也是未來5
年生存的關鍵。

保留財力 嚴控風險渡難關
船東造船通常要向銀行借貸，他強調，最重要是

要注意風險控制， 「手上有多少錢就建造多少新船，
沒有錢就不要建。」並告誡行內人士，人做一件事時
，要先摸摸自己的口袋有多少錢，沒錢，即使成功機
會很多，但最後沒有辦法還銀行，也是徒勞。總結一
句就是量力而為。他又舉例道， 「假設一艘船要1塊
錢，你問銀行借了2毛錢，就必須有一個計劃，這2
毛錢怎麼還。如果借8毛錢的話，風險就很難控制。
」

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世界性航運業大浩劫中，香港
船東幾乎沒有一家不虧損嚴重。當年有的船東為增加
公司船隻，向銀行大量貸款。當船價、運費大幅下降
，有的公司即使把所有船出售也不能償還銀行貸款，
最後只好倒閉、破產。

萬邦航運公司成立近 50 年，從未發生過財政危
機，讓曹文錦引以為豪，對向銀行貸款有一套自己的

認識，他中氣十足的說， 「銀行給你貸款，就如同晴
天借給你雨傘，到了下雨天，他就要把傘收回去。典
型地 『落雨收傘』。」意思是，銀行總是在經濟繁榮
的時候主動借給你錢，卻在經濟低迷的時候收緊銀根
，逼着你還債。

過去香港船東基本都會向銀行借錢，甚至以個人
資產擔保借貸。還不起錢的時候，汽車、房子都被拿
走了。曾經有很多出名的船公司都輸得一塌糊塗，他
說， 「在最苦的時候，有的船東連家裡日常開銷都捉
襟見肘。」

從此以後，香港船東在生意抉擇上變得小心翼翼
，特別是在向銀行借款上，更為謹慎，絕對不敢再用
個人擔保借款了。

曹文錦寫過多本自傳式回憶錄，對航運業有自己
見解，在他最新一本著作《我的經歷與航運六十載》
中曾表示， 「對每一項投資，都保持借款不超過八成
比重。有時遇到大的投資項目，個人財力有限時，我
就和其他商家聯手去做。」

波羅的海乾散貨綜合運價指數（BDI）今年表現
不穩，在900多點徘徊一個多月，終於上月底返回千
點，但近日受海岬型船運價連續4日下滑拖累，該指
數上周五收報 1110 點，下跌 11 點或 0.98%。今年以
來，BDI已下跌約32%。

三大船型中，海岬型船運費指數（BCI）報1320
點，跌 32 點或 2.36%，該船型指數今年累計下降約
55%。現貨日租金6027美元，跌402美元。巴拿馬型
船運費指數（BPI）報1202點，升15點或1.26%，現
貨日租金9584美元，升118美元。超靈便型船運費指
數（BSI）報 1287 點，微跌 7 點或 0.54%，現貨日租
金13454美元，跌73美元。

希臘船舶經紀公司Intermodal研究主管佐治稱，
考慮到貿易情況，特別是煤炭和礦石船運，2012 年

下半年的形勢看起來不太樂觀。
另一方面，市場對現貨鐵礦石船貨的需求不高，

反映出中國鋼鐵生產商的 「胃口」有限，在需求疲弱
之際部分鋼廠持續降價。鐵礦石船運佔大型海岬型船
運成交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經紀商認為，價格動向
仍是影響乾散貨運的關鍵因素。

船隻供應增速超過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速已有一段
時間，外界普遍預計這將限制未來數月乾散貨運價的
上揚。富國銀行分析師韋伯預計，中期內船隻供應過
剩將使得乾散貨運價相對疲弱。

他補充道， 「我們依然預計市場可能走勢動盪，
並意識到當前的海岬型船舶和巴拿馬型船舶現貨運價
，仍低於我們對於下半年的預估，分別約為每日1.3
萬美元和1.25萬美元。」

BDI今年以來下跌逾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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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需求仍疲弱，業界預測乾散貨船運費上升
乏力

▶萬邦集團創始人曹文錦 本報攝

▲萬邦航運公司成立近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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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園新盤兩日套5億
碧桂園（02007）宣布，集團位於廣東省清遠市的首個

城區項目─碧桂園新亞山湖城於7月7日開盤，於開盤首
兩天錄得認購金額約5.4億元（人民幣，下同）。碧桂園新
亞山湖城處於清遠城市核心區位，位居廣清大道城市發展主
軸、政府重點打造綠色中央生態居住區。

第一拖拉獲准發行A股
第一拖拉（00038）昨日宣布，集團已於2012年7月12

日獲得中證監批准發行A股，發行A股將包括向合資格公眾
投資者，配發及發行不超過1.5億股A股。

中糧包裝兩生產線投產
中糧包裝（00906）宣布，在成都、天津設立的鋁製兩

片罐生產線，先後於今年2月及3月展開試生產後，均於今
年7月正式投產。中糧包裝成都公司位於成都溫江海峽兩岸
科技園，佔地面積 92 畝，總投資近 1 億美元；中糧包裝天
津公司則位於天津武清經濟技術開發區，佔地面積150畝，
總投資1.5億美元。

目前投產的這兩條兩片鋁罐生產線，年設計產能分別為
6億罐與8億罐。繼杭州、武漢、成都及天津的四條鋁製兩
片罐生產線之後，集團未來更將陸續於杭州工廠和廣州工廠
新增兩片罐生產線，進一步擴大金屬飲料罐生產產能。

光大國際中標三亞發電廠
光大國際（00257）宣布，中標海南省三亞市生活垃圾

發電廠項目，為集團於海南省的首個垃圾發電項目。項目總
規模為日處理生活垃圾1050噸，其中一期規模為日處理700
噸，總投資4.25億元人民幣。

普天電纜組合營公司
成都普天電纜股份（01202）宣布，與中國普天、法爾

勝集團及法爾勝股份訂立合資合同。合資方同意成立合資公
司，其將由公司、中國普天、法爾勝集團及法爾勝股份分別
擁有45%、5%、31%及19%權益。

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總額將為5億元（人民幣，下同），
由公司提供 2.25 億元、中國普天提供 2500 萬元、法爾勝集
團提供 1.55 億元及法爾勝股份提供人幣 9500 萬元；全部以
現金方式分兩期注資。合資公司將從事生產通信用光導纖維
、光纜及相關產品，以及自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及技術的進出
口業務。

TNT在英國採用加長拖車

▲TNT旗下的標準拖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