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滬報告指全球貿易形勢好轉

航運市場次季料緩慢復蘇
上海國際航運研究中心發布《國際航

運市場季度報告》，指出隨世界貿易形
勢總體有所好轉，料第二季度全球航運市
場將繼續緩慢復蘇。鑒於一季度班輪公司
漲價效果未達預期，預計二季度班輪公司
會繼續採取延遲交付、船舶閒置、加速老
舊船舶拆解等方式加大運力控制。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八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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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股權融資借款到期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
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於2012年3月28日審
議批准公司向重慶國際信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慶信託）借
款人民幣貳億壹仟萬元整（￥210,000,000.00），公司將所持
3325萬股西南證券流通股份質押給重慶信託作為擔保，期限為
一年。具體事項詳見2012年3月30日公告於《中國證券報》、《
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

二、按照本公司與重慶信託公司的合同約定，至2013年3月
29日，本公司應歸還重慶信託公司本金人民幣貳億壹仟萬元整
（￥210,000,000.00），約佔本公司經審計總資產的14.7%，佔淨
資產的88%。截止披露日，上述借款期限已到，公司尚未償還。

三、公司已提前與重慶信託協商借款的展期事項，目前正
在積極配合重慶信託辦理該筆融資展期的相關手續，但由於手
續繁雜，還存在一些不定因素，至今展期手續尚未辦理妥當。

一旦有新的進展，公司將及時進行公告。
提醒投資者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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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2012年度業績說明會召開情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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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連帶責任。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業績說明會會議
於2013年4月3日15:00-16:30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信息網絡
有限公司網上路演中心舉行，交流網址為roadshow.sseinfo.
com。公司管理層就公司2012年度業績、利潤分配、未來發
展及行業情況等與投資者進行了交流溝通。

一、參加人員
本公司參加本次說明會的人員為公司總經理黃之陽先

生、財務總監李業成先生和董事會秘書戴勇斌先生等。
二、投資者參加方式
投資人以網絡形式參加本次說明會，就所關心的問題

與本公司管理層進行溝通交流。
三、會議主要內容
會議的主要內容詳見本公司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
業績說明會會議記錄。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三年四月八日

雙子星號上海母港首航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八日電】 「雲頂香港」旗下麗星郵輪
「雙子星」昨日正式啟動上海母港航次，滿載逾1000名中國和

鄰近區域旅客啟程前往韓國濟州。麗星郵輪成為第五家以上海
為母港運營的郵輪公司，亦標誌全球三大郵輪集團全部正式落
滬。

滬航運界人士表示， 「雙子星」號上海母港首航，標誌
「北外灘中國郵輪旅遊發展實驗區」揭開新篇章，同時亦提升

了上海作為東北亞郵輪樞紐港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對於推動上
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創建世界著名旅遊城市都有重要意義。

據悉，今年4月至10月， 「雙子星」號將以北外灘郵輪碼
頭為母港，開展40餘個四天三晚至七天六晚的新航次，到訪釜
山、濟州、麗水等熱門旅遊港口，並開設台灣特別航次。目前
超過一半航次已被預訂一空。

豪華遊輪 「雙子星」號排水量達50764噸，船身長230米、
寬29米，平均航行速度18海里。全船樓高13層，設有766間客
房，提供1532個標準床位及11間餐廳。去年麗星郵輪斥資5000
萬美元對 「雙子星」號進行了升級，令其面貌煥然一新，全面
翻新升級的該船已完成亞洲首航巡遊的新加坡、檳城、香港及
三亞站。

麗星郵輪高級銷售副總裁吳明發表示，是次上海母港航次
是麗星2013年最重要的中國市場發展策略。作為唯一植根亞洲
的國際郵輪公司，麗星更了解亞洲人，尤其中國人的口味和需
求，在重新設計翻新 「雙子星」號時，充分考慮到中國遊客喜
好，可以說該船是為中國市場而重生。他提到，尤其特別的是
，麗星與 「中免集團」合作，在郵輪上開設免稅購物區，讓中
國旅客擁有全面的一站式郵輪旅遊體驗。

全球閒置箱量創一年新高
據勞氏情報（LLI）最新數據指出，上周，全球閒置集裝

箱船舶總運力觸及70.6萬標箱，佔全球集裝箱船隊總運力的
4.3%，按年大增34%，創一年多來新高。根據LLI的分析，當
中43.9%的閒置運力位於中國海域，另外28.2%位於東盟國家。

據悉，在集裝箱船中，累計閒置運力最多的船型為3000標
箱至4999標箱船舶，總閒置運力達19.2萬標箱。其次是1000至
2999標箱船，閒置運力累計約17.9萬標箱。排第三的是5000至
7499標箱船舶，閒置運力合共約13.1萬標箱。而13000標箱或
以上集裝箱船的閒置運力也有逾2.6萬標箱。

數據顯示，這是集裝箱船閒置運力連續第三周超過70萬標
箱，而去年越過這一數目還是在3月。去年3月，集裝箱船閒置
運力達到高點後，但隨航運市場旺季來臨，閒置運力總量一路
下滑，到第四季才逐步回升。不過，從閒置運力佔比全球船隊
運力總量來看，2012年3月仍是最高，佔4.6%。

根據LLI指出，上周的閒置運力總量相較2009年下半年，
即全球經濟危機引起運力大批閒置時仍然為低，當時，閒置運
力達到150萬標箱。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八日電】中國物流業景
氣指數（LPI）連跌3個月後，上月錄得首次回升。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昨日公布上月LPI為55.9%，
較2月回升5.5個百分點。在各分項指數中，除物流
服務價格指數和資金周轉率指數下降外，其他各項
指數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回升。業內人士分析，該指
數的回升反映整個物流行業處於一個回升過程，也
間接反映出整個實體經濟的局部開始出現回暖。

聯訊證券宏觀及固定收益高級分析師楊為學指
出，物流新訂單通常會在經濟回暖前出現一定的堆
積和啟動跡象，三月LPI數據印證當前中國經濟仍處
於弱復蘇過程中。所有分項數據中， 「設備利用率
」指標表現最佳，基本接近歷史高點，顯示未來物
流行業或呈現 「供不應求」的局面。他預測，今年
LPI月度數據的最高點或在三、四月份出現，此後數
據將有小幅下滑或波動，全年LPI的均值或維持在
52.5%左右水平，總體處在榮枯線上方位置。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副主任何輝認為，3月份，業

務總量指數和設備利用率指數大幅上升、庫存周轉
次數明顯加快，顯示出供應鏈上採購、生產和銷售
等經濟活動逐步進入正常運行區間。從後期走勢看
，新訂單指數和從業人員指數回升勢頭明顯，業務
活動預期指數保持在60%以上，預示物流業將延續
回升走勢。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物流行業長期以
來 「高成本、低效益」的運行特徵尚未根本改變，
物流業由 「粗放、低效」的傳統經營模式向 「集約
、高效」的現代經營模式轉變勢在必行。

數據顯示，新訂單指數上升明顯，預示宏觀經
濟穩中趨升。3月份，新訂單指數為55.5%，比2月回
升4.6個百分點，達到去年7月份以來的最高水平。
物流需求回升，預示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經營活動將
進一步加快，宏觀經濟穩中趨升的走勢基本形成。
分行業來看，綜合型、運輸型和倉儲型物流業均保
持在50%以上，分別為56.4%、54.8%和52.8%。從傳
統行業看，鐵路運輸業和航空運輸業新訂單指數低
於50%，道路運輸業、水上運輸業等其他物流業高

於50%。從區域來看，東、中、西部均出現不同程
度的回升，其中，東、中部地區回升到50%以上，
分別為56.0%和58.5%，而西部地區仍低於50%，為
49.0%。

據了解，中國物流業景氣指數由中國物流與採
購聯合會製作發布，反映物流業經濟發展的總體變
化情況，由業務總量、新訂單、從業人員、庫存周
轉次數、設備利用率等12個分項指數和一個合成指
數構成。指數以50%作為經濟強弱分界點，高於50%
時，反映物流業經濟擴張；低於50%，則反映物流
業經濟收縮。

【本報記者宋偉大連八日電】大連保稅區、大連港集
團與安吉汽車物流公司昨日共同簽署發展合作協議。大連
港與安吉物流將在大灣北側灣底新建汽車碼頭，打造整
車內外貿出口和零部件物流基地和東北亞汽車物流樞紐。
此外，安吉物流還將與大連港集團共同註冊成立合資公司
─大連海嘉汽車碼頭公司，該公司的註冊資本金為4億
元人民幣，股東雙方所佔的股比均為50%。

根據協議，大連港集團與安吉物流將在整車及零部件
物流、港口運輸、倉儲等領域建立全面的戰略合作關係，並
積極推動汽車展示貿易、加工以及其他業務的發展。大連保
稅區政府將為雙方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和發展空間保障。

合資公司大連海嘉汽車碼頭公司將作為營運主體，負
責位於大灣北側灣底區域的汽車泊位建設、後方29.96
萬平堆場和汽車物流基地的營運。同時，安吉物流還擬將
現有的東北地區汽車物流相關業務逐步向大連保稅區集中
，並在大連保稅區內設立東北區域總部和結算中心，把大
連港集團作為其整車內外貿出口和零部件物流基地。

據了解，安吉汽車物流公司作為國內規模最大的汽車
物流服務供應商，此前已將東北地區汽車中轉庫遷移至大
連。去年，安吉物流在大連汽車碼頭完成業務量為13.3萬
輛，是目前大連汽車碼頭最大、最重要的客戶。

東亞銀行（00023）
昨日宣布推出全新品牌計

劃。新品牌設計已率先於本港10間分行登場，未來兩個
月內更會伸延至其他分行；而新設計亦會應用於該行的
自動櫃員機、通訊刊物，以及其他宣傳品上。新品牌設
計的構思乃建基於一個5色光線組合，分別代表該行專
業、以客為尊、誠信、進取、以及靈活創新的核心價值
。東亞銀行副行政總裁李民橋表示，很高興推出全新品
牌計劃，向公眾展示嶄新面貌。該行致力加強與年輕客
戶群的聯繫，為客戶提供創新增值服務。這個充滿活力
的品牌設計，不但能夠帶出這個嶄新的經營理念，也能
凸顯該行盡心照顧每位客戶不同需要的承諾。

滬航研中心國際航運研究室副主任張永鋒表示
，二季度是國際集裝箱運輸市場傳統旺季，預計市
場貨量將快速走高，亞歐線需求依舊疲軟，太平洋
航線則因良好的經濟形勢，海運量將優於亞歐航線
，次幹航線和區域內航線貨量恢復亦有望呈現快速
回暖趨勢。

國際集裝箱運輸市場方面，受主要經濟體經濟
有所好轉提振，一季度海運需求穩中上揚，尤為重
要的是集運市場有效運力得到嚴格控制，船舶交付
、拆解量仍處高位。

集裝箱船運力增半成
倫敦克拉克森統計，截至今年3月份的上半月，

全球集裝箱船總運力為1632.2萬標箱，較上季度同期
增長5.8%，增幅放緩。與此同時，班輪公司亦加大
了船舶拆解量，緩解過剩運力，今年1至2月拆解的
運力共計7.23萬標箱。

縱觀今年第一季度集運市場運價呈現前高後低
走勢，同比好於近兩年運價水平。受成本上漲、終
端需求萎靡的影響，班輪公司積極尋求合力，共同
提價。市場共經歷四輪提價，分別是1月15日、1月
30日、3月1日、3月15日。上述大背景下，1至2月份
受益於運量走高和嚴控市場運力，集運市場運價得
以成功上漲；但隨3月運量回落，市場支撐力度不
足，加之班輪公司內部有所分化，運價又現大幅回
落。

張永鋒分析認為，二季度的市場運費受供需調
整和新一輪班輪公司漲價影響料有所回升，不過由
於當季仍將有部分大型船舶下水，加之班輪公司之

間合作默契出現鬆動，漲價效果會有所折扣。
國際乾散貨運輸市場方面，2013年第一季度波

羅的海乾散貨綜合運費指數（BDI）震盪上行，總
體狀況較2012年同期有明顯回升，一季度末BDI指數
報收於910點，甚至一度迫近千點大關。整個一季度
的乾散貨船舶總運力有所增加，但增幅已較為有限
。從總體上來看，國際乾散貨市場的低迷態勢，並
不會在短期內出現徹底轉變。

張永鋒談到，受制於運力大幅過剩的作用，運
價漲幅將進一步受到壓制，BDI指數短期將小幅上
行，第二季度將破千點大關。隨二季度新加入運
力增多，市場供需失衡可能進一步加重，尤其新投
入的大型運力不利於市場運價復蘇。

油輪需求持續不振
分市場來看，海岬型船運價市場呈現倒 「V」型

走勢，但在一季度後期快速下行，拖累總體市場。
巴拿馬型船運價市場受益於穀物旺季，市場持續大
幅回暖，進入上行通道。靈便型船運價市場在低位
盤整之後，亦在季度中期之後沖高回升。

國際油輪運輸市場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在美國
、日本以及中國經濟漸趨復蘇企穩的刺激下，全球
原油需求出現上揚，但同時受到美國石油增產影響
，油輪海運需求表現乏力。

當季國際油價呈現前高後低走勢，整體水平高
於2012年第四季度。運力方面，截至2013年2月份，
全球油輪總運力為508.54百萬載重噸，交付運力4.93
百萬載重噸，拆解量為1.24百萬載重噸。當季油輪
運價表現亦為低迷，截至3月28日，波羅的海原油運
價指數（BDTI）和波羅的海成品油運價指數（
BCTI）分別報收於661點和691點，促使一季度運價
均在700點左右徘徊。

滬航研中心方面預計，今年第二季度成品油運
輸需求較一季度將小幅走軟。雖然第一季度一系列
的利好數據為消費者信心指數提供支撐，但是第二
季度是成品油消費的傳統淡季，預計海運需求將較
第一季度有小幅下跌。運價方面，預計二季度美國
成品油消費需求將有所放緩，中國成品油產能過剩
依然嚴重，原油運價將震盪調整，成品油運價將小
幅下行。

中遠洋委任新執董
中遠太平洋（01199）宣布，因應工作調整，昨日起，尹

為宇辭任公司執行董事、董事副總經理、公司董事會下設的公
司風險控制委員會主席、執行委員會和投資及戰略規劃委員會
委員。董事會同時宣布，自昨日起，邱晉廣獲委任為公司執行
董事、董事副總經理、公司風險控制委員會主席及執行委員會
委員。

精密工程解決方案供應商CW Group（01322）
昨日公布，其子公司已與新加坡AME公司簽訂價值
約6250萬港元的合約訂單。CW Group主席兼行政
總裁黃觀立表示，首季業務向好，今年有望獲得比
去年更多的訂單。他又說，中國及新加坡政府都重
視航空製造業及油氣業，將推動對精密工程解決方
案等需求增長。

CW Group和AME高層昨午在港出席傳媒午宴
。據悉，是次簽訂的合約包括電腦數控式加工中
心、電腦數控式銑鏜床、重型電腦數控立式車床
及測量系統等機械採購，及於售後保養方面協助
AME。全部機械將於今年交付及安裝，技術支援及
售後保養為期一年。

AME主要從事造船、石油天燃氣及建築行業鋼
結構工程的設計、製造、裝配及安裝。該公司董事
總經理佃國新表示，新加坡是石油天燃氣設備製造
及服務領域的全球三大頂級中心之一，尤其設備製
造及服務需求日益上升。他相信，訂單中新增的機
械將擴充AME產能，以滿足石油天燃氣行業客戶日
益增長的需求。

黃觀立表示，新加坡政府大力發展油氣行業及
提倡航空製造業，相信市場對精密工程解決方案、高
端電腦數控加工中心及售後技術支援及保養的需求
會更大，相信類似合約會越來越多。他又提到，國
家十二五規劃中，重點發展的產業包括航空、海洋工
程及新能源產業，也將繼續推動公司相關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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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港擬新建汽車碼頭

▲大連保稅區、大連港與安吉物流簽署發展合作協議
本報攝

CW Group料今年訂單增加

▲吳明發表示，上海母港航次是麗星今年最重要的中國市
場發展策略 楊楠攝

東亞改用新設計

▼上海國際航運研究中心認為隨世界貿易形勢好轉
，航運市場第二季度料緩慢復蘇 楊楠攝

▲黃觀立（左）和佃國新代表公司簽約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