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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标（SIGNALS）新闻快报为您提供详细的有关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立法和执法信息及海运企业的发

展动态。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将修改关 于无船承运人运价安排的规定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近来宣布了 一项草案，将无船承运人运价协 议的规则中关于“货主”的定义扩展 
至无船承运人，将无船承运人也 包括在“货主”的定义范围内。如果 此案最终通过，个别的无船承运 
人有无船承运人参加的货主协会都 可被视为“货主”。而现行的无船承 运人运价协议的规则则将货主定 
义为“货主，即海上运输服务对象 、货物运输的承受者或者货主协 会”。此定义不包括无船承运人或 
者有无船承运人加入的货主协会 。今年年初，考虑到美国法院可 能允许无船承运人豁免反垄断法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特别否定 了无船承运人与另一无船承运人 签订运价协议。然而，在今天 6 月 
，美国上诉院第 4 巡逥法院判定两 个无船承运人组成运价同盟不能 享有反垄断法豁免。在此判决后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决定尽快 修改无船承运人运价协议规则。 如果修改案通过，新的货主定义 
为“在无船承运人运价协议规则下 的货主指海上运输的服务对象、 货物运输的承受者、货主协会、 
或者是根据海上运输法第三章第 十七节B段，承担支付运输协议项 下各项费用的责任海上运输中间 
人。”这一草案已在 2005 年8月3日议事 日程 05 － 05 作了公布，征询意见在 8 月 23 
日截止。新的规则将于不久公布 。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也签发了一 项征询通知 (NOI) ，广泛征求公众对 于修改无船承运人运价协议的 
规则，允许多个非隶属关系的 无船承运人共同提供运价协议 的提出意见。此通知在 8 月 31 日议 
事日程 05 － 06 公布，包括有关此 规则的影响及实际意义的 15 项问 题。意见征求期截至于 2005 年 10 
月 6 日 。委员会主席史蒂文斯. 布拉斯特 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非常 
高兴联邦海事委员会完成了承运 人运价协议规则的修改，并决定 尽可能为大家提供机会。”  

  西行泛太平洋稳定运价组织 的海运公司调整燃油附加费 、货币差价调整费和新的内 陆运输燃油附加费 

西行泛太平洋稳定运价组织成员 已经宣布调整燃油附加费、货币 差价调整费和新的内陆运输燃油 
附加费。调整费用如下： 

从 2005 年 10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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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油附加费 (BAF) 货币差价调整费 (CAF) 内陆运输燃油附加费 (IFC) 
    

 364 美元 /20' 日元 50%  158 美元 /20' 
 455 美元/40’/45’ 南韩币 0%  本地 / 地区卡车 / 每箱 4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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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美元每运费吨 台湾币 5%  
  新加坡币 9%  

12 个泛太平洋稳定运价协议成员是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中海公司 、中远公司、长荣海运公司、韩 
进海运公司、渣打集装箱公司、 现代商船公司、 K Line、三菱船公司 、 NYK 
船公司，东方海运、铁行 和阳明海运。有关附加费的详 情可查阅网站 http://www.tsacarriers.org 和 
http://www.wtsacarriers.org.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更新网站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在 2005 年 8 月 18 日 开辟了一个新的网站，提供最新 信息，网站的地址为 
www.fmc.gov 。该网站将各类信息归类 ，易于查阅。同时，目前也在 联邦海事委员会网站上可进入 
各类合同文库查阅船东的合同 及近期的修改协议。联邦海事 委员会的无船承运人服务合同 登记系统（ 
SERVCON ）尚未被更新。 该系统可从海事委员会的网站 或 https://servcon.fmc.gov 直接进入。  

  泛大西洋班轮公会十月一日 起执行高峰季节附加费，调整 燃油附加费 

从事于美国和北欧/英国/爱尔兰/ 斯堪的内维亚和巴尔的摩港口航 线的泛大西洋班轮公会宣布从十 
月一日起执行早先宣布的高峰季 节附加费，并提高燃油附加费。 直至 2005 年 8 月 15 
日一直有效，货币 调整附加费直至 2005 年 10 月 16 日将仍 维持 6 ％不变。  

高峰季节附加费 (GRI) 十月一日起 生效：东行干杂货和冷冻货柜 ， 160 美元 /20’ ; 200 
美元/40’/45’西行干杂货 和冷冻货柜， 160 美元/20’ ; 200 美元/40’/45’.  

燃油附加费 (BAF) 从九月 16 日至十一月 15 日止，收费标准如下：  

 经美国大西洋/海湾各港 经美国太平洋各港口 
   

 美元354/20’ 美元 531/20’ 
 美元708/40’和45’ 美元 1062/40’和 45’ 
 美元 35/每运吨费 美元 53/每运吨费 

该公会也宣布在 2005 年 9 月 30 日前暂 时征收洛杉矶和长滩的港口拥挤 费，根据该公会的公告， 200 
美元/20’ 和 400 美元/40’/45’ 的附加费在 10 月 1 日前不会 生效。该组织的成员是大西洋集 
装箱公司、渣打集装箱公司、地 中海海运公司、马斯基海运公司 、 NYK 、东方海外和铁航。这些 
费用在该公会向美国联邦海事 委员会登记的费率表中公布， 可参阅网站： www.tacaconf.com 。  

  泛太平洋稳定运价组织调高燃 油附加费并征收内陆运输燃油 费 

从事于东亚和美国航线的泛太 平洋稳定运价组织成员（TSA 登记 号为 011223）近来宣布从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调高燃油附加费并征收内 陆运输燃油附加费。  

燃油附加费 (BAF): 345 美元/20’; 455 美元/40'; 510 美元/40’ 高箱; 580 美元/45’;10 美元每运费 
吨，这意味着在 7 月至 9 月生效的 燃油附加费上有大约 11 ％的增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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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运输燃油附加费 (IFC): 经小陆桥 或内陆点运输的货运，征收 158 美元 
每集装箱，在加州、华盛顿州和 东部港口本地或地区的卡车运输 46 美 元每集装箱。该附加费从今年 8 
日生 效。 该组织的成员是：美国总统轮船 公司、达飞集装箱船务公司、 中远集装箱公司、常荣海运公 
司、韩进海运公司、现代商船 公司、 K LINE 日本三菱航运公司， NYK 
船务公司、东方海外和铁行、阳 明海运公司。关于其他附加费可 查阅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运价登 
记网页及该组织网页 www.tsacarriers.org.  

以上信息由美国 Distribution-Publication 公司编译 ，信息渠道是可靠的，然而相关法 
律舆法规在不断变化，本刊所载信 息也会不断变化。我们将致力更新 

所载信息，但无法保证其准确性， 也不对任何由此产生的损失负法律 责任。 
本公司地址： 7982 CAPWELL DRIVE ， OAKLAND， CA ， USA， 94621 

电话： 1-510-635-7202; 或 免费电话： － 1-800-204-3622; 传真： 1-510-635-3133;  

网页： www.dpiusa.com  

"驾驭规章之海" (Navigating the Regulatory Seas) 是本公司 的服务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