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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本次水路

运输实名制的一个亮点就是免票
儿童可以取得实名免费票，旅客遗
失船票可免费补票。

记者在秀英港看到，张先生一
家三口正在售票大厅窗口购票。
在购买了两张成人票后，售票员告
知他可凭孩子身份信息换取免费
儿童票，随后张先生在实名制旅客
登记表上填好航班次、孩子姓名、
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即拿到了一张
盖 有 免 费 章 的 儿 童 实 名 制 免 费
票。在新海港，记者登船前询问安
检人员遗失了船票该如何做，她告
知记者，可以提供身份证原件帮助
查询购票记录，若有记录即可继续
登船，不用全额补票。

过海运输秩序持续向好

早些年，受制于港口基础设施
条件和客滚船运力，广东、海南两
省港航企业从个体利益出发，各种
博弈导致两败俱伤，市场秩序受到
冲击。2013 年、2014 年记者就曾赴
琼州海峡采写了《第一代“大轮班”
之陨》《大量船舶放空回港 百万油
费白白空耗 》《逢节就堵 琼州海
峡怎么了?》 等一系列反映琼州海
峡运输中“堵、乱、差”现象的稿件。

在交通运输部的正确指导下，
琼州海峡运输乱象情况于 2013 年 9
月 1 日出现了转机。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正式运行“轮班运营、定时发
班”模式，由两省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监督实施，珠航局组织定期检
查。在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珠航局
及广东、海南两省各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的努力下，历经多年精耕细
作，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整体趋向平
稳、安全、有序，“大轮班”模式得到

严格执行，定点航班准点率继续保
持在较高水平，逐渐摆脱了以往

“过海难”、“过海堵”的尴尬局面。
2017 年，粤琼两省新的《琼州海峡
轮渡运输管理规定》相继颁布，为

“轮班运营、定时发班”模式营造了
更好的执行环境。

为全面提升琼州海峡客滚运输
服务质量，珠航局还积极推进琼州
海峡客滚运输文明服务工作，先后
印发了《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服务质
量规范（试行）》《推进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文明服务的意见》，琼州海峡各
港航企业积极响应，运输秩序得到
持续好转，船舶准点率不断提升，船
舶安全和卫生环境明显改善，旅客
满意度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监督管
理等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经过多年的努力，当前琼州海
峡客滚运输市场秩序逐渐规范，运
输安全形势持续好转，客滚运输服
务质量不断提高，真正保障了琼州
海峡这条民生大通道的平安、畅
通、舒适、有序。

为民生大通道再“提速”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
二字共出现了 203 次，直抵人心，激
发共鸣。 2018 年全国交通运输工
作会议指出，全体交通人要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努力开启新时代交通强国建设新
征程。

“服务好琼州海峡客滚运输通
道，就是水运人积极响应和实现习
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追求，也是水运人开启新时代交通
强国建设新征程的最好体现。”李
永恒对记者说。2018 年，是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

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将迎来新时
代，启动新征程。

为更好地对琼州海峡水上客滚
运输实行有效监管，根据交通运输
部下发的珠航局新“三定”通知，珠
航局将于 2018 年挂牌成立琼州海
峡办事处，承办琼州海峡水运行业
管理的有关工作，协调、指导琼州
海峡水运港航机构有关业务工作，
承担琼州海峡省际客船、危险品船
运输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每年的春运，对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来说就是一场“大考”，交通运
输部领导也非常重视。 2017 年 12
月 5 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何建中
在广东检查部署水上交通安全工
作时要求，要始终绷紧水上交通安
全这根弦，确保 2018 年春运水上交
通安全形势稳定。

记者获悉，从 2018 年元旦起，
海南省港澳航线的行政许可工作
由珠航局承办。接下来珠航局将
在琼州海峡建立应急机制和应急
保障体系、运输监管服务系统工程
建设以及受交通运输部委托承接
琼州海峡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行政
许可工作。

下一步，珠航局还将积极打好
2018 年春运“硬仗”，继续做好“轮
班运营、定时发班”模式的监督实
施工作，稳定客滚运输市场秩序，
深入推进旅客实名制优化工作。
同时，珠航局还将会同粤琼两省交
通主管部门对琼州海峡客滚运输
运营模式和市场管理的有关政策
进行深入调研分析，积极推动琼州
海峡“港航一体化”进程，在两岸协
商共识的基础上对琼州海峡运营
模式进一步优化，规范市场行为，
提升服务水平，为人民提供更加便
利、舒适的运输服务。

天堑变通途 民生不拥堵

针对当前船配市场存在的问题，《中国制
造 2025》规划对船舶配套产业发展提出了要
求。在政策引导层面，工信部发布《船舶配套
产业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6-2020）》（《行动
计划》）。

根据《行动计划》，到 2020 年，中国基本建
成较为完善的船用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和服
务体系，关键船用设备设计制造能力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全面掌握船舶动力、甲板机械、
舱室设备、通导与智能系统及设备的核心技
术，主要产品型谱完善，拥有具有较强国际竞
争力的品牌产品；龙头企业规模化专业化发
展，成为具有较强实力的船用设备系统集成
供应商；配套能力显著提升，散货船、油轮、集
装箱船三大主流船型本土化船用设备平均装
船率达到 80%以上，高技术船舶本土化船用
设备平均装船率达到 60%以上，船用设备关
键零部件本土配套率达到 80%，成为世界主
要船用设备制造大国。

《行动计划》要求，争取到 2025 年建成较
为完善的船用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和服务体
系，船舶配套能力全面提升，本土化船用设备
平均装船率达到 85%以上，关键零部件配套
能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主要船用设备制造
强国。

为保障《行动计划》完成，工信部提出四
项措施，即加大船用设备研发支持力度；加强
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促进产需对接；完善全球
服务网络。

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制造业中的各环
节是环环相扣的，产业链的培育是打通产业
的必由之路，欧洲船舶配套产业并非以一家
或几家企业的规模著称，而是各个细分设备
供应商专注品质，再形成整体的集群效应。
国家的产业和企业发展形态不同，“南北船”
自始便建立有丰富的船配企业，完善船配业
务，铸造更稳固的船舶建造上下游体系是众
望所归。

从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发布的船舶工业运行情况来看，2017 年，中国造船完工量全球第一，以载
重吨计占比 39.1%；新接订单量仅次于韩国，占比 33%；手持订单量继续保持世界最大，占比 41.2%。中国
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造船大国，然而庞大船体之下——

船配产业需要强大“中国芯”
□ 贾天琼

包括发动机、螺旋桨等船用设备在内
的船舶配套产业是船舶工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船舶工业的综
合竞争力。船用设备价值量最大，是船舶
配套产业发展的核心，在常规船型中成本
占 比 25% —30% ，高 端 船 型 中 占 比 超 过
50%。

在前不久举行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第
十九届中国国际海事展上，全球知名船配
企业纷纷亮相，全面展示其在船舶智能化
发展潮流中的智能船配技术。尽管造船业

整体东移，但优势的船舶配套产业仍然集
中在欧洲。欧洲因船舶配套产业发展历史
久、研发强，广受船东信赖，占据着 50%-
80%的市场份额。

中国国际海事展促进了造船大国与强
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超级细分的船
配市场而言，产业链各端云集的海事会展
更是其拓展和洽谈业务的极佳场所。在这
次中国国际海事展期间，挪威船配企业
——Prime Group of Norway 集团（PGN 集
团）在智能船配领域的新突破，吸引了业

界的眼光。由此透视了欧洲船舶配套产业
的优势所在。

据介绍，PGN 集团是继 2013 年和 2015
年亮相之后，再次参加此次中国国际海事
展。PGN 集团成立于 2013 年，是在创建于
1983 年的挪威 17 家集团的基础上成立的
一家完全独立的协会机构，是挪威主要设
备供应商与中国船舶工业之间重要的市场
渠道之一。早在 20世纪 80年代，PGN集团
所属企业便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
市场逐步发展起来。

船舶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向来注重
“创新”理念的挪威在智能化领域走在前
列，而且挪威也是传统的航运和造船大
国。Brunvoll 为挪威知名的船舶推进和操
纵系统设备供应商，以代理形式参与中国
船配市场竞争。Brunvoll 研发使用的永磁
电机驱动的推进器，明显降低了船舶燃油
消耗，在无人船领域，基于操纵系统的大数
据可为此奠定基础。2017 年 8 月，Brunvoll
首次进入邮轮船配领域，为美国船东 Sun⁃
Stone Ships 提供柴电驱动的推进与操纵系
统。此前，Brunvoll 与招商局重工签署设备
合同，船舶系统预计 2018年上半年交付。

在真空卫生系统排名全球居前的 Jets
也是 PGN 集团的成员企业。日前，Jets 推
出全新船舶真空卫生系统，可节省近 65%
的电力消耗。据介绍，Jets还是中国首制豪
华邮轮所用的 Vista 船型平台的设备提供
商。

相较于造船企业，船配企业尽显低调，
一如 PGN 集团中的成员企业，但其价值和
重要性不容小觑。从挪威透视欧洲的船舶
配套产业，其荣光并非一蹴而就，仰赖的是
长时间的坚守和技术研发，如 Brunvoll 拥有
超过百年的船舶推进器系统经验，为全球
的各型船舶交付和安装了超过 6000个动态
定位的推进器。

更重要的一点是，挪威海岸线地区均
有海事产业分布，几十年来，一些区域结合
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形成特色突出的
产业集群，为挪威乃至全球海事业提供专

业的定级、金融、中介和研发服务。船舶配
套产业亦是如此，这是中国尚难以企及的。

但在这一轮造船，特别是海工低迷周
期中，PGN集团坦言经营压力倍增，传统的
商船配套承包项目偏低，但同时，邮轮和探
险船呈现出新的发展需求，这也将助力造
船业务的新增长。针对此，PGN 集团将积
极做好应对策略和调整措施。

PGN 集团表示，期望在渔业、海洋养
殖、风电安装船领域有所突破。挪威海事
业历史悠久，捕捞业及海上贸易自古便是
挪威的支柱产业，现代养殖业已成为挪威
重要的经济来源。伴随着中挪两国关系的
回暖，中集来福士积极向海洋渔业装备、观
光旅游装备等方面拓展业务，接获 2.5亿美
元挪威三文鱼养殖装备。

1 月 10 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
布的上海船舶价格指数为 778.42
点，环比微涨 0.77%。其中，国际油
轮船价综合指数、国际散货船价综
合指数、沿海散货船价综合指数和
内河散货船价综合指数分别上涨
0.17%、0.96%、0.79%、0.57%。

煤 炭、矿 石 和 粮 食 等 货 盘 增
加，全球散运市场好于预期，租金
运价持续上涨，BDI 指数周二收于
1395 点，环比上涨 13.41%，二手船
价格稳中有涨。 1 月 10 日，5 年船
龄 的 国 际 散 货 典 型 船 舶 估 价 ：
35000DWT—1238 万 美 元、环 比 涨
1.33%；57000DWT—1631万美元、环
比涨 1.60%；75000DWT—1932 万美
元、环比持平；170000DWT—2890万
美元、环比涨 1.01%。据市场调查，
54.87%的船东认为 2018 年航运市
场将实现温和复苏，认为大幅上涨
的占比 14.28%，仅 10.95%的船东认
为会再次探底，可见大部分船东对
散运市场全面复苏保持乐观。短
期，国际干散货船 1 年期期租费率
普遍上调，预计二手散货船价格稳
中有涨。二手散货船成交量增加
显著，共计成交 12 艘（环比增加 5
艘），总运力 73.5 万 DWT，成交金额
18845万美元。

因 OPEC 带头减产及美国活跃
的钻井数下降，国际原油价格再创
2015 年以来最高位，布伦特原油期
货 收 于 67.78 美 元 ，环 比 上 涨
1.36%。国际原油运输货盘依旧稀
少，运价下跌，二手油轮船价低位
震荡。5 年船龄的国际油轮典型船
舶估价：47000DWT—2053 万美元、
环比涨 0.04%；74000DWT—2430 万
美元、环比跌 0.27%；105000DWT—
2660 万 美 元 、环 比 涨 1.02% ；
158000DWT—4241 万美元、环比持

平；300000DWT—5919万美元、环比
涨 0.10%。在欧佩克石油组织坚持
减产背景下，国际油轮运输需求方
面的阻力持续存在，而 2018 年又是
近 8年来油船新船集中交付的一年
（4000 万 DWT），对油船船东来说，
2018 年很可能是糟糕的一年，预计
二手油轮价格仍将低位盘整。1 月
10 日，二手国际油轮成交增加，共
计成交 17 艘（环比增加 11 艘），总
运力 30 万 DWT，成交金额 4820 万
美元。其中，一位德国未知名船东
在市场上一次扫货 10 年船龄以上
的成品油轮 13艘。

受沿海运价前期回抽影响，沿
海散货船价格波动调整。本周，5
年船龄的国内沿海散货典型船舶
估价：1000DWT—123 万人民币、环
比涨 1.48%；5000DWT—730 万人民
币、环比跌 0.21%。据统计，2017
年沿海干散货企业的平均毛利率
将超过 50%，远远超过其上下游的
煤炭、电力行业，也成为整个交通
物流行业的佼佼者，也许沿海散货
船东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近期，
寒流一路南下，全国民用电和取暖
用煤剧增，火电厂和用煤企业库存
告急，纷纷派船北上购煤补库，北

方港口受恶劣天气影响封航封港
增多，船舶等货压港严重，可用运
力减少，沿海运价短期将继续上
涨，预计二手散货船价格稳中有
涨。本周，沿海散货船成交量基本
活跃，共计成交 5 艘，总运力 7.6 万
DWT，成 交 金 额 15391 万 元 人 民
币。

内河散货运输需求平稳，二手
散货船价格涨跌互现。本周，5 年
船龄的国内内河散货典型船舶估
价：500DWT—45 万人民币、环比跌
0.40%；1000DWT—98 万人民币、环
比涨 0.92%；2000DWT—195 万人民
币、环 比 涨 2.03% ；3000DWT—260
万人民币、环比跌 0.60%。1 月份以
来，兰州调整限购，南京松绑户籍，
房地产调控正式开启一城多策时
代，后续还会有更多城市会出现类
似政策调整，以往部分城市的“一
刀切”限购并不利于市场平稳，未
来更多的城市将执行一城多策，调
控形势趋向多样化。内河运输短
期需求一般，预计内河散货船价格
将震荡往复。本周，内河散货船成
交量一般，共计成交 48 艘（环比增
加 6 艘），总运力 4.6 万 DWT，成交
金额 3710万元人民币。

中国船舶配套产业的虚弱已成中国船舶
工业发展之痛，船舶配套产业与制造业发展
不相匹配是多年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已经严
重制约船舶工业的健康发展和壮大。一般认
为，中国出口船舶上国产设备的装船率在 50%
上下，但实际并没有这么高。甚至许多造船
企业建造出口船舶的国产设备配套率在 20%
左右，而高端船型更低。

在业内人士看来，研发技术不足、可靠性
不足，船东更相信外国的配套设备，并指定使

用进口设备。如此一来，中国船舶配套产业
发展进入恶性循环，国产设备没有业绩证明，
船东不敢用，越不敢用，就越缺少业绩证明。

据悉，中国船配企业虽然数量不少，但产
品大多以低端为主，很多技术均是对外引进，
竞争优势不明显，在研发能力、关键技术水平
方面差距明显，整个产业的集中度较低。有
分析指出，伴随着中国船舶工业结构调整、转
型升级步伐加快，船用设备发展滞后已成为
制约造船强国建设的主要瓶颈。

国际船舶成交增加 综合指数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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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万吨环保矿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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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中远船务首制11.3万吨油轮。

船舶交易市场周评（1月 3日至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