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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卷第二期出版于 2011 年 2 月 3 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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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海事委员会命令三个承运人联盟执行特别监督程序 

联邦海事委员会已经命令New World Alliance, Grand Alliance和CKYH Alliance等三个承运人联盟执行特别监督

程序。这些联盟允许其成员讨论并采取集体行动执行运力分配。经过近期有 关设备和运力问题的事实调查, 联邦

海事委员会命令三个承运人联盟执行特别监督程序, 每月登记各种报告, 而不是每季度登记。这些联盟必须向联

邦海事委员会提交其成员所有会议的记录或有关合作的讨论文件。有关改变船舶运力的计划, 每星期变化超过

5%, 不论临时或永久的, 都必须事先向联邦海事委员会报告.这对这些联盟现行的报告制度要求是一个重大的扩

展。 

 

Grand Alliance 包括渣打, 日本邮轮和东方海外。New World Alliance 的成员是: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 现代海运和

日本三铃海运公司。CKYH Alliance 包括中远公司, “K” Line, 阳明和韩进海运公司。 

 
联邦海事委员会发出通知,征询针对有关船舶慢驶的意见 

在 2011 年 1 月 26 日的会议后, 联邦海事委员会正式发出通知, 征询有关 船舶慢驶对美国班轮贸易之影响的意

见。总体而论, 联邦海事委员会就下述事项征询公众意见, 船舶慢驶如何影响 (1) 船公司的运作和货主的国际货运

供应链, (2) 如何影响船公司服务的经营成本, (3) 如何影响降低气体释放产生的温室效应。 

 

在 2010 年 2 月, 联邦海事委员会批准泛太平洋运价稳定组织(TSA) 在基本合同中授权其成员可以讨论船舶慢驶

问题并达成协议, 例如, 降低船舶运输所产生的环境污染计划。联邦海事委员会注意到船舶慢驶在泛太平洋航线

中正在流行, 一半以上的承运人实行船舶慢驶。 

 

联邦海事委员会的通知中包括 13 个给货主的问题, 18 个给承运人的问题, 5 个承运人运价协议关于燃油附加费的

问题, 5 个给所有其它有关方的问题。回复必须在 2011 年 4 月 5 日前提交给联邦海事委员会秘书处, 电

邮: secretary@fmc.gov 回复信件必须列明主题: “FMC Slow Steaming – Response to NOI” 。 

http://www.fmc.gov/assets/1/News/AllianceOrder_01_11_2011.pdf
http://www.fmc.gov/assets/1/News/AllianceOrder_01_11_2011.pdf
http://www.fmc.gov/us_export_and_import_capacity_and_equipment_issues.aspx
http://www.fmc.gov/assets/1/News/SlowSteaming_NOI.pdf
mailto:secretary@fm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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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 联邦海事委员会将庆祝其作为联邦独立机构成立 50 周年。联邦海事委员会计划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

宣传其在海运界和的领导作用和多式联运中有效的运作对全球贸易的革命.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联邦海事委员

会已经在其网站上制作了从 1917 至 1999 年度报告, 网站地址: www.fmc.gov  这包括联邦海事委员会作为独立

政府机构的编制的年度报告影印件,  从 1917 至 1935 年的美国航运委员会, 从 1936 至 1950 年的美国海上运输

委员会,  从 1951 至 1961 年的联邦海事委员会。 

 

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联邦海事委员会专员 

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任命 瑞百克.戴尔续任联邦海事委员会专员, 并任命玛里奥.卡道罗为联邦海事委员会专员,两

个任命原先在 2010 年 9 月提交美国参议院,倆人都出席了 2010 年 11 月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 但参议院没有完成

起任命程序, 该程序需要听证, 报告和投票。白宫在 2011 年 1 月 26 日的 新闻发布会称,已经再次提请国会批准

38 位政府机构的任命, 这些任命仍待国会会议的批准。玛里奥.卡道罗目前任职于 长滩港务局的雇员赔偿辩护律

师, 他致力推行港口环境清洁计划, 由于尚未被国会批准, 他现在不能在联邦海事委员会任职。瑞百克.戴尔专员在

2002 年 11 月就已担任联邦海事委员会专员, 现在被任命第三个四年的任期。有关批准任命的国会听证, 报告和

投票日期仍尚未决定。 

 
联邦海事委员会收到对欧洲共同体班轮公会豁免垄断法的反馈信息 

联邦海事委员会已经收到许多有关欧洲共同体班轮公会豁免垄断法对国际航运的影响之意见调查的 反馈信息。

在 2010 年 10 月, 联邦海事委员会发出通知, 向有关单位征询对实施欧共体 (EEC) No. 4056/861 规则的意见。

18 个船公司和团体提交了回应。这些回应已经登在联邦海事委员会电子阅览室 Activity Logs。联邦海事委员会

将利用这些反馈的信息, 分析研究这些回应, 评估欧洲共同体班轮公会豁免垄断法对美国贸易的影响, 同时也会编

入耗时 5 年的联邦海事委员会有关欧洲共同体班轮公会豁免垄断法的研究报告。联邦海事委员会计划在 2011 年

年尾公布这一报告。 

 

泛太平洋稳定运价组织调高旧公式计算的燃油附加费 

从事于东亚至美国航线的泛太平洋稳定运价协议组织 (TSA)（联邦海事委员会登记号为 011223）宣布调高依据

旧公式计算的燃油附加费。根据旧公式按月计算的 2011 年 3 月份的燃油附加费 (BAF) 标准为：832 美元/20’标

箱；1040 美元/40’普箱；1170 美元/40’高箱；1260 美元/45’箱；23 美元每运费吨（拼箱货）。 

 

http://www.fmc.gov/about/annual_reports.aspx
http://www.fmc.gov/
http://www.fmc.gov/bureaus_offices/commissioner_rebecca_f_dye.aspx
https://www.dpiusa.com/archives/signals/101203.html#B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26/presidential-nominations-sent-senate
http://www.polb.com/commission/commissioners.asp
http://www.polb.com/commission/commissioners.asp
http://www.fmc.gov/updated_notice_of_inquiry_analysis_european_union_repeal_liner_conference_block_exemption/
http://www.fmc.gov/electronic_reading_room/proceeding_or_inquiry_log_search.aspx?F_DocketTyp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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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公式按季度计算的燃油附加费的 2011 年的 1 月至 3 月的标准为：至美国西岸港口的货运，368 美元/40’

标箱；至美国东岸和海湾港口的货运，727 美元/40’普箱。2011 年 1 月至 3 月，内陆燃油附加费 (IFC) 标准为：

经西岸各港的内陆货每箱 248 美元；经东岸各港由铁路运输的内陆货每箱 124 美元；至加利福尼亚州、奥瑞冈

和华盛顿州第四组各点和东部口岸的本地货运每箱为 72 美元。基于目前的燃油价格, 根据新公式按季度计算的

燃油附加费和内陆燃油附加费 (IFC) 在 2011 年 4 月将有大幅提高, 这一调整将在 2011 年 3 月 2 日前向联邦海

事委员会报备。 

 

该组织的 15 个成员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中海集装箱运输公司、法国达飞船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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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基船务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NYK船公

司、东方海运、阳明海运和以星船务公司。有关附加费的详情可查阅网站 http://www.tsacarriers.org 。 

  

以上資訊由美國 Distribution-Publications 公司編譯，資訊渠道是可靠的，然而相關法律輿法規在不斷變化，本刊所載資訊
也會不斷變化。我們將致力更新所載資訊，但無法保證其準確性，也不對任何由此産生的損失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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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地址：180 Grand Avenue, Suite 430, Oakland, CA 94612-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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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馭規章之海”（Navigating the Regulatory Seas) 是本公司的服務標誌。 

http://www.tsacarri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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