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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Shipowners’ Association
亞洲船東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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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船東會在在亞洲船東協會扮演重要
角色。

亞洲船東協會共有七個協會成員。自 2019 年，
亞洲船東協會還接受其他業界組織和公司成為
其附屬會員。

現時，亞洲船東協會的辦事處設於新加坡，      
通常每年於亞洲不同地區舉行年會。第 30 屆由
日本船東協會主辦，於 2021 年 5 月 18 日在網
上舉行。協會現任秘書長為園田裕一先生。

亞洲船東協會的日常事務由 5個委員會負責。
香港船東會積極參與亞洲船東協會的事務。香港
船東會宋睿之先生擔任船舶保險和責任委員會         
主席，同時本會還負責該委員會的秘書工作。  
本會的代表參與了所有5個委員會的事務。

船員委員會於 2022 年 4 月 21 日舉行了第 27
次中期網上會議。船員委員會的宗旨是確保和
維持海員培訓的基本標準、提高亞洲海員僱用
的穩定性和競爭力、監察和研究新的有關海
員福利、配員和培訓的國際海運法規並提出          
意見。委員會討論的題目包括本土船員的發展、
 《2010 STCW 公約》、《2006 國際勞工組織
海事勞工公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船隻換班
及輪換的安排、確立船員為主要員工、船員的
精神健康問題、作息時間的記錄等。（香港船
東會的代表是林銘鋒船長，香港明華船務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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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保險和責任委員會於 2022 年 3 月 16 日在
香港舉行了第 27 次網上中期會議。會議由主
席宋睿之先生主持。委員會的宗旨是讓成員瞭
解可能影響其利益的保險和責任事宜的最新發
展。中期會議所討論的議題包括新冠肺炎疫情
可能帶來的保險和責任問題、環境破壞、責任
限制、《HNS公約》、船員收容所、 海洋管治
權、船員的公平對待及刑事指控、 互聯網風險，
無人及自主船舶、 制裁、國際保賠協會再保險
計劃、防範海盜、使用低硫燃料聯合戰爭委員
會劃定戰區引起的保險事宜 。

安全航運政策委員會分別於 2021 年 11 月 8 日
及 2022 年 3月 11 日舉行了第 38 次和第 39 次
網上中期會議。 該委員會的宗旨是討論有關加
強船舶安保、船舶航行安全以及保護海洋環境
的相關事務。會議議題包括介紹國際海事研究
委員會、歐盟排放交易計劃（ETS)、溫室氣體
排放、防範海盜及海上武裝搶劫等其他議題。
 （香港船東會的代表是 Swapnodeep Mondal        
船長，中英船務管理有限公司。）

航運政策委員會於 2022 年 4 月 18 日舉行了
第 34 次網上中期會議。該委員會的宗旨是通過       
坦誠地交換意見，促進亞洲航運業持續健康地
發展。同時促進亞洲船東之間的公平競爭、                                                                    
相互信任和合作。委員會所討論的議題包括
2019 新冠肺炎疫情對航運業的持續影響、         
國際海事政策的發展、 反壟斷議題及美國海事
法規、世界保護主義措施、運河問題及航運業
的反貪污等議題。（香港船東會的代表是葉建平   
先生，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船舶再循環委員會於 2022 年 3 月 21 － 28 日
通過電郵舉辦了第 25 次中期會議。委員會的宗
旨是就船舶回收業的國際趨勢和船舶回收法規
交換意見。 其目標是分享有關法規發展和船舶
回收能力的信息，並發表亞洲觀點，確保有更
多的國家能夠提供環保的船廠、並以經濟和穩
定的方式進行及時的船舶回收。 討論的主題包
括 2019 新冠肺炎疫情對航運業的持續影響、
 《香港公約》及其相關拆船指引、提升拆船廠的
安全管理、歐盟的發展、歐洲拆船法規以及與
改善拆船廠條件有關的問題。（香港船東會的代
表是馬正明先生，東昌航運（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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