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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卷第 9-A 期出版于 2012 年 9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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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和美国海运联合会宣布同意延长合同 90 天,港口拥挤费推迟执行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LA）和美国海运联合会（USMX）双方已达成协议，就将目前的美国东部和海湾
港口的合同延长 90 天。这就缓解了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在美国东部港口举行罢工的危机。延长 90 天的
劳务协议有效期至 2012 年 12 月 29 日。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与美国海运联合会打算在美国联邦调解及
调解服务中心的帮助下,在未来的几个月继续开展谈判。 
 
在 2012 年 8 月底,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与美国海运联合会在重新商定有关东部港口的劳务协议谈判中,对
协议中的额外支付部分不能达成意见一致,而致使双方谈判破裂。码头工人为此威胁在 9 月底举行罢
工。随着宣布双方同意将合同延长 90 天, 进出美国港口的货主和经营商已经准备了应急措施。由于合
同延长 90 天,至 2012 年 12 月 29 日, 货主和经营商可以在节日期间放心地运输商品。 
 
已经在运价本中登记了港口拥挤附加费的船公司和无船承运人已经开始修改运价本, 延迟港口拥挤附加
费条款的生效日期。根据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规则要求,在新附加费生效前 30 天, 承运人必须在运价本
中向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登记,为此，我们估计大部分的无船承运人将会推迟登记港口拥挤附加费的生
效期, 2012 年 12 月 30 日,以防万一,  2012 年 12 月 29 日, 双方就劳务合同谈判仍然不能达成意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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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卷第九 A 期出版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 
 

本公司地址：180 Grand Avenue, Suite 430, Oakland, CA 94612-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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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卷第九期出版于 2012 年 9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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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宣布有可能在东部港口罢工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LA）已经授权其成员，如果在 2012 年 9 月底不能与美国海运联合会（USMX）
达成协议，就在东部港口举行罢工。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与美国海运联合会最近在有关东部港口的协议谈
判已经破裂，对双方的协议中的额外支付部分不能达成意见一致，如果举行罢工将影响整个东部海运作
业。 
 
双方合同谈判在 8 月份最后一周破裂，这促使国际码头工人协会最大的工会，1804-1 工会，授权其成
员举行罢工。1804-1 工会代表纽约和新泽西港口码头工人。而代表集装箱运输公司和码头作业者的海
运联合会，在谈判中很关注合同中的加班时间和奖励规则，认为目前的支付费用是纽约港和新泽西港口
的高额成本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发货人与收货人对进出美国东岸港口的货运开始准备应急计划，以防止谈判破裂导致罢工。有些已经开
始在西部转运，国际工业运输联盟（NIT）已经致函美国运输部长要求他对双方施加压力，重开谈判。
在信中，国际工业运输联盟强调，罢工会导致延误，引发损失。国际零售商联盟，零售商领导人协会以
及码头联盟已经分别敦促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和海运联合会共同合作，重开谈判。 
 
美国西部港口正在着手准备，以应付最近几周因东部港口罢工导致货物流向西部的局面。在过去几周，
许多船公司和无船承运人已经在运价本中登记了港口拥挤附加费，每 20’箱 800 美元，每 40’箱 1000
美元，这一费用适用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进出东部港口的所有货运。 
 

12-07 号通告：联邦海事委员会收到有关运价指数设想的评述 
针对发展由联邦海事委员会颁布管理的美国农业出口商品运价指数征询意见通知，联邦海事委员会最近
收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反馈评述，很多方面对此提出意见，对合同的保密性和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在市
场运作中的作用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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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号通告：联邦海事委员会收到有关运价指数设想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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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 15 个反馈信息，包括来自西部泛太平洋稳定运价组织、全美海关报关代理和货运代理协会、国

际海运协会、摩根斯丹利以及其它农业出口商。许多人指出，颁布1998 年的海运改革法。其主要目的

是之一是创建一个联邦管理机构，在此机构管理的下合同是保密的，以促进竞争。国际航运协会认为，

根据海运改革法，联邦海事委员会无权制造市场运价水平，或者改变市场运价。另外一些评述，对建立

在登记运价基础上的运价指数的准确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合同运价并没有真正反映运价及附加费，因

为船公司经常会与不同的客人签定折扣协议。而赞成者则认为设立运价指数可以提高小型货主与大型货

的主竞争能力。 

 

联邦海事委员会可能在下次专员会议上讨论这些信息反馈评述和运价指数,开会日期尚未确定。如需阅

览所有信息反馈评述，可到访网站http://www.fmc.gov/12-07/。 

 

泛太平洋稳定运价组织从 10 月 1 日起降低附加费，征收低硫油附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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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从 10 月 1

日起降低多项附加费。该组织的成员公司将在最新的燃油附加费中加入低硫油附加费，以抵消由于最近规定的北

美排放控制区域所造成的成本上涨。 

 

根据新公式计算，并按船舶减速行驶进行了调整的 2012 年 10 月至 12 月的燃油附加费 (BAF) 标准为：至美国

西岸各港口的货运调低至 527 美元/40’普箱；至美国东岸和海湾各港口的货运，1020 美元/40’普箱。其它箱型也

按新公式计算。该季度的内陆燃油附加费 (IFC) 标准降低为：经西岸各港的内陆货每箱 348 美元；经由铁路运输

的内陆货每箱 174 美元；至第四组各点和东部口岸的本地货运每箱 101 美元。在此期间的日币的货币调整附加

费 (CAF) 为 22%。 

 

最近规定的北美排放控制区域 (ECAs) 要求船舶在该区域内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低硫油的使用增加了船公司

的成本，促使各船公司在现有的燃油附加费中加入低硫油附加费。该附加费将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与调整后

的燃油附加费一同征收，标准为至美国西岸各港口的货运 17 美元/40’箱，至美国东岸各港口的货运 21 美元/40’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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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罗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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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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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dmiraltylawguide.com/documents/osra98.html
http://www.fmc.gov/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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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sacarriers.org/


西行泛太平洋稳定运价协议组织从 10 月 1 日起降低附加费，并加入低硫油的收费 

从事于美国至东亚航线出口贸易的西行泛太平洋稳定运价协议组织 (WTSA) 成员，FMC 登记号为 011325，宣

布，从 2012 年 10 月 1 日开始，调整货币附加费 (CAF)、燃油附加费 (BAF) 和内陆燃油附加费 (IFC)。该组织的

成员公司已经在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的最新燃油附加费中加入了低硫油费用，以抵消增加的成本。 

 

根据减速行驶计划进行了调整的 10 至 12 月份的燃油附加费标准调低为：经美国大西洋沿岸各港/海湾各港的货

运，1120 美元/20’干货箱，1400 美元/40’和 45’干货箱，1850 美元/40’和 45’冷冻货箱；经美国太平洋沿岸各港

的货运，563/20’干货箱，703 美元/40’和 45’干货箱，984 美元/40’和 45’冷冻货箱。同期的内陆燃油附加费标准

调低为：内陆点联运的货运，每箱收费标准为 348 美元；本地/区域货运，每箱 101 美元。同期的台币货币调整

附加费为 7%，新币的货币调整附加费为 21%。 

 

该组织的成员公司已经宣布，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在最新的燃油附加费中加入低硫油收费，以弥补由于最近

规定的北美排放控制区域 (ECAs) 内使用低硫油的要求所导致的成本增加。标准为至美国西岸各港口的货运 9 美

元/20’箱，11 美元/40’箱，至美国东岸各港口和海湾各港口的货运 30 美元/20’箱，38 美元/40’箱。 

 

西行泛太平洋稳定运价协议组织是一个自愿组织，该组织的 10 名成员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中远、长荣海运

公司、韩进海运公司、赫伯罗特公司、现代商船公司、“K” Line、日本邮轮船公司、东方海运和阳明海运。有关

附加费的详情可查阅网站http://www.wtsacarriers.org。 

 

泛大西洋运价组织宣布，从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征收旺季附加费 

从事于泛大西洋航线（美国/欧洲）的几家船公司宣布，从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征收普通运费附加费 

(GRI)。东方海运已经宣布，对欧洲/美国航线的东行和西行干货和冷冻货征收普通运费附加费，其标准为：300

美元/20’箱，400 美元/40’和 45’箱。赫伯罗特公司也登记了进出美国西部港口的东行和西行货运的普通运费附加

费，其标准为：320 美元/20’箱，400 美元/40’箱。进出美国东部和海湾港口的东行货运的普通运费附加费相对低

一些，其标准为：200 美元/20’箱，300 美元/40’箱。马斯基船务公司 宣布了欧洲至美国航线的普通运费附加

费，收费标准为：300 美元/20’；450 美元/40 和 45’箱。详情可查阅联邦海事委员会的运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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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卷第九期出版于 2012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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