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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钢船务：海航集团应担一切责任

沙钢船务扣船追债背后：5800万美元债务仍无解

本报记者 蒋皓

企业纠纷缘何演变成国际扣船

事件？“海娜号”被韩国济州地方法院

依法扣押后，一时舆论沸沸扬扬。9
月 15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对沙钢
船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洁做了独家

专访。

《中国企业报》：你们两家企业到

底存在什么样的经济纠纷？为什么要

采取这样一种“有争议”的追债方式？

大家都在猜测，追债的手法绝非正

常，难道是因为受了无法忍受的憋屈?

为什么选择在国外扣押？

张洁：可能有些人无法了解事情

的真实性，沙钢船务对海航集团的追

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沙钢船务在

给了海航集团 2年半的时间，可以说
现在的行动一点不为过，所以是不是

地道，不可妄加评论。

2008年 8月 6日，沙钢船务与海
航集团下属公司大新华轮船有限公

司签订了租船协议。这条船于 2010
年 4 月 20日，按照合同规定交给了
大新华公司。但是大新华公司从 2010
年 12 月起就拖欠或者说不付租金，
也就是从交船到正常付租金也就短

短半年不到，之后就不付租金，因为

这个合同是 7 年左右，合同时间很
长。沙钢船务根据合同规定、国际海

事规则对大新华轮船以及海航采取

合法的法律手段，来追讨我们的损

失。

大新华在支付之前的 1500 万美
元后，拒绝履行 5800万美元的仲裁
令。在整个大新华欠付租金的过程中，

沙钢船务屡次要求海航集团承担其担

保人的责任义务，但均遭拒绝。由于不

能偿还到期债务，大新华于 2013年 4
月被香港高等法院批准清算。

2013年 8月底，沙钢船务向韩国
济州地方法院提交了扣押海航集团

资产的申请，济州地方法院按照司法

程序于 2013年 9月 13日，裁定扣押

了“海娜号”邮轮。这也是沙钢船务在

全球寻求追索海航集团资产时扣押

的第三条船。

事实上，我们对海航集团以及下

属类公司采取的行动，不单单是韩

国，在英国、香港、印度、南非还有其

他一些地方都在采取行动，考虑到海

航集团在这些地方资产的分配状况。

比如，2011年 3月份，我们就在印度
扣了海航集团一个子公司一个十几

万吨的一个散货船。

对于散货船，可能大家关注的不

是很多。

对于目前这个事情，我重申一

下：我们并不是针对这条船去的，针

对海航集团在国内国外所有的资产，

我们都有合法的权益去追索。 我们

的追讨在国内也没停止过，公司根据

海航集团资产不同的属性，和不同地

方的法律适应情况，有专门的应对措

施，这是在全球范围内追讨海航集团

及其子公司资产。

沙钢船务和海航集团下属子公司

大新华公司签订的合同适用于英国法

律，故只能国外进行仲裁和诉讼。我们

是在多次努力无果的背景下，为了维

护沙钢船务公司的权益，在全球范围

内寻求扣押海航集团的资产。

《中国企业报》：有人质疑，为什

么两个中国公司要定协议用英国做

仲裁地？债务纠纷与韩国没关系，它

能扣船吗？就算能扣，凭什么扣与债

务没有直接关系的船舶？如果最后证

实船被扣错了，谁来担责任？

张洁：沙钢船务和海航集团及子

公司大新华公司的诉讼是根据英国

法律，如何在国内进行诉讼？关于在

韩国申请扣押船舶，完全适用韩国法

律，否则韩国法院也不会批准，详细

法律条文，该律师可以请韩国法院答

复。需要提醒的是，本次以及过去的

扣船行为都隶属于海事财产保全，这

点在中国法律规定上也是完全符合

的。扣船行为不是案件裁定后的执行

阶段，不属于在中国先判决后执行的

情况，沙钢船务有权在全球包括中国

申请海事财产保全来维护自己公司

的权益。

需要对发出这些质疑的不知情

人说明的是，沙钢船务作为一家香港

公司，同海航集团旗下的另外一家香

港公司签订协议，并由海航集团对该

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两家香港公司

的合同签订，选择英国作为仲裁地是

十分正常的事情。同时需要提醒的是

在国际海运合同中，绝大多数的合同

是适用英国法的。关于韩国法院能不

能扣压船只，请向韩国法院要求解

释，另外如果真的和债务没有关系，

韩国法院也不可能批准扣押船只，行

事必须依法，在全球那个法治国家都

是一样。关于错扣船的猜测，需要有

韩国法院来解释。

沙钢船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洁

（上接第一版）

沙钢船务称，2008年 8月，在市
场高涨时，为了使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大新华能够与沙钢船务签订租船合

同，海航集团向沙钢船务就该租船合

同出具了无条件担保，到 2010年下
半年开始的严重违约，目前拖欠金额

约 5800万美元。
据有关人员介绍，沙钢船务有限

公司与海航旗下发生债务纠纷的公

司注册地都是香港；海航旗下这家公

司欠沙钢船务有限公司 5800 万美元
（约 3.55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且濒临
破产。据介绍，按照两家公司的合同

约定，产生债务纠纷时，适用于伦敦

法院裁定，债权方发出申请后，债务

人或担保方的船只在任何一个港口

都可以被扣留。

海航方面则认为，本次扣船事

件是韩国济州地方法院在没有管

辖权、没有扣船依据的情况下，仅

凭一纸保函，对非涉案船只乃至非

涉案当事人旗下的资产强行进行

扣押，涉嫌严重违反国际公约。可

以明确的是，韩国济州法院扣留邮

船缺乏法律依据。国际上只有 1952
年统一海船扣押某些国际规定的

公约和 1999年国际扣船公约两部
关于规范船舶扣押的公约。而韩国

均非上述两部公约的缔约国和参

加国，故韩国法院不能以此国际公

约扣留他国船舶。

海航方面还认为：“济州法院扣

留海娜号缺乏事实依据，海娜号不

是海航集团与沙钢船务的涉案船

只，或济州当地海事案件的涉案船

只，济州法院未经审查擅自扣留案

外人资产，是典型的错误扣留；济州

法院存在明显偏袒行为，仅凭一纸

保函就下发了扣押海娜号的通知。

此外，海航集团筹齐足额保证金后，

与济州法院沟通时得到的答复是，

需要 9月 16日上班之后才能办理

相关手续，并且需要跟沙钢船务协商、

满足其要求后，才能解扣。”

“韩国方面以周末不办公为由拒

收保证金，让周一再来（9 月 16 日）。
如果韩国方面正常收取保证金，邮轮

在 14日就可抵达天津。”海航方面告
诉记者。

5800万美元欠债待解

海航方面向记者表示，解决完旅

客赔偿等问题后，后续将和沙钢船务

探讨该事件。

但海航方面在其声明中未提及

5800万美元欠款如何处理的问题。在
9月 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海航方面
承认与沙钢船务的经济纠纷已经通

过英国高等法院来解决。

此外，海航在其声明中表示，海

航方面于 14日凌晨 3点将扣船通知
要求的 30亿韩元（折合 1688万元人
民币）保证金支付到韩国当地律师账

户，并要求韩国方面立刻解扣。

沙钢船务称，大新华仅在前 10
期（每 15天一期）能够勉强按时支付
租金。但从 2010年 10月后持续出现
延迟付款、拒绝付款。无奈之下，沙钢

船务就大新华、海航集团的欠付租金

事宜向英国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递

交仲裁申请，在 2011年 1月份，沙钢
船务拿到了第一个仲裁令，判定大新

华向沙钢船务支付约 515 万美元欠
款，但大新华未能履行，而且继续拒

绝支付租金。随后，沙钢船务再次向

英国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

申请，并在 2011年 4月份拿到第二

个仲裁令，判定大新华向沙钢船务支

付约 231万美元。
第一、二次仲裁令判定大新华总

计需要向沙钢船务支付约 746 万美
元，但大新华未支付欠款。

在沙钢船务于 2011年在印度扣
押了海航集团子公司的一艘海峡型

船舶“BULK PEACE”轮后，海航方面
向沙钢船务支付了欠款。

“随后海航方面并没有继续支付

租金，在随后的时间内，沙钢船务在英

国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申请裁决剩余

合同期间给沙钢船务带来的损失，并

在 2012年 11月间拿到了约 5800万
美元的仲裁令。”沙钢船务方面称。

张洁曾公开表示，“海航欠我们

5800 多万美元巨款，我们绝不会手
软，会依法维护我们的权利。”

资讯

9月 10日上午，由北京市东城区商业联合会主办，东城区
商务委员会支持的“2013东城金秋购物季”开幕。此次购物季以
“悠购盛礼 情满金秋”为主题，一直持续到 10月 31日。酝酿已
久的“东城消费卡”在开幕式当日也会正式亮相。此卡是由北京

中欣银宝通专为东城区消费人群打造的知名商圈折扣消费卡，

最大限度地提供给持卡用户一定的团购及优惠促销服务，让持

卡用户在短时间内享受到极致的购物消费乐趣。 （睿智）

9月 10 日“2013东城美食体验季”开幕。本届美食季以
“悠品美食 乐飨东城”为主题，由东城区商联会主办、东城区

商务委员会作为支持单位。本届美食季首次将开幕式搬到了

互联网上，并通过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劲爆推出东城区

特色美食。区域联动，彰显政府主导力度。线上线下，商家让利

贴近百姓，共同打造“美食东城”品牌团购，实现企业整合联

动。电子支付，多种支付手段消费更简单。首次推出“东城消费

卡”和手机客户端也将同步上线。 （动力）

9月 16日，由广汽吉奥主办，国韵文化承办的“星朗好声
音”全国海选暨星朗巡展之旅在北京举行启动发布会。据了

解，这是国内第一次由企业主办的全国性大型艺术人才海

选，首轮选拔从成都、昆明、贵阳等八城市展开。广汽吉奥总

经理缪雪中介绍说：“此次选秀和巡展活动，不仅仅是广汽吉

奥的一次营销活动，也是普通百姓追求梦想、展示自我，走上

人生星光大道的一个平台，也是我们企业支持文化发展繁荣

的一种体现，更是中国自主汽车品牌，贴近大众，服务大众，

彰显心手相牵精神的一次践行。”

9月 12 日，东风裕隆纳智捷品牌活动“你所不知道的纳
智捷”第四站在北京农业展览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内容

丰富精彩，通过紧张刺激的纳智捷大 7 SUV盲驾体验、纳智捷
5 Sedan 与大 7 MPV 区域上市说明会以及游园嘉年华等内
容，为消费者带来全面的驾乘新体验。作为今年纳智捷品牌最

重要的品牌活动，“你所不知道的纳智捷”活动走遍大江南北，

先后在苏州、深圳、银川、北京等城市陆续展开，为这些地区的

消费者演绎着纳智捷“智慧 豪华”的独特品牌 DNA。

中信银行与裕福集团战略合作暨联名卡发行仪式日前

在京举办。此次活动中，中信银行携手裕福集团联合推出中

信-裕福联名信用卡、联名借记卡，用综合的金融服务满足广
大消费者多方面的用卡需求。联名卡包装了 36+1高尔夫畅
打、白金航空礼遇、白金医疗服务、航班延误 2小时立赔 1000
元、1500万航空意外伤害保险等 12项在内的白金服务，为高
端客户打造更为贴心、尊贵的金融理财产品。授信方面引入

超高端备用额度管理模式，让客户在尊享高额度所带来便利

的同时，最小化风险。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主办，中国邮电器材集团公司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

团公司承办的 2013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将于 9月 24
至 28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盛大举办。本届展会将
有来自 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家 ICT行业企业齐聚北京，
展示最新产品和技术，演绎热点概念，共话产业融合与发展。

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全国相关行业协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相关媒体等众多单位将热情参与本届展会。

2013年 9月 10日，由凤凰网、《21世纪经济报道》、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的“2013年度华人经济领袖盛典”启
动仪式在北京召开。本届盛典还特别邀请到了前四届华人经济

领袖获奖嘉宾与会交流，俞敏洪、俞永福、王兵作为往届经济领

袖获奖代表，与由主办方组成的“嘉宾团”和媒体客座主持人进

行几轮互动交流，会场气氛热烈，为本届华人经济领袖盛典拉

开精彩帷幕。在主办方领导上台共同启动“华人经济领袖五周

年”后，“第五届华人经济领袖盛典”启动仪式圆满结束。

2013年 9月 10日，由《销售与市场》杂志社主办，中央电
视台联合主办的 2013金鼎人物中国巡礼暨 MAD IN CHINA
疯狂开拓者中国峰会圆满落幕。本次峰会的主题定为“MAD
IN CHINA疯狂开拓者”，一改前九届金鼎奖的风格，舞台的主
角全部让给企业人、营销人，他们在活动现场以不同的思维和

角度剖析了企业在经营中真实的操作思路，给本次峰会留下

了来自企业界、营销界的“蓝海”思维的启示。在快速变化的时

代，企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想象，在想象当中、在巨大的不确

定性当中，随机应变，在应变当中胜出。

东城金秋网络购物季开幕

北京市东城美食体验季开幕

广汽吉奥《星朗好声音》全国海选启动

“你所不知道的纳智捷”活动举行

中信—裕福联名卡荣耀面市

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即将启幕

第五届“华人经济领袖评选”启动

疯狂开拓者中国峰会圆满落幕

9月 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育部全
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教育部考试中心、

中国市场学会联合主办，广东大一新农业集团和宜宾红楼梦

酒业集团支持的社科奖第六届全国高校市场营销大赛新闻发

布会及首站“名企名家进名校”公益论坛———北大站在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正式启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中

国市场学会资深会长高铁生等出席活动，共同启动大赛，开启

新一轮的智慧营销风暴。

第六届全国高校市场营销大赛启动

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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