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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亲爱的读者们：
欢迎阅读第 44 期《哥仑比亚指南针》期
刊。本期是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成立 40
周年纪念版，其中包括对我们最忠诚的海员
Schoeller 先生的访谈，他已经在随哥仑比亚
船舶管理公司服务了 40 年。为表明我们对
环境合规的承诺，我们在 7 月 23 日启动了
“永不再来日”活动。我们也很高兴地宣布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能源分公司成立，以
及 我 们 的 心 理 健 康 热 线 和 新 的 “CSM
Together”倡议。
此外，在新闻版块，这一期包含了过去 6 个
月发生的最新事件，包括最新的“我关心”
（ I CARE ） 新 闻 以 及 联 合 酒 店 管 理 学 院
（United Hospitality Institute），瑞士远洋游
艇 管 理 公 司 （ Swiss Ocean Yacht
Management）和 GenPro 等关联公司的最新
动态。
从实习生到船长，我们为您准备了许多精彩
的“船上生活”（Life Onboard）故事。再次
感谢每一位投稿人为本刊做出的贡献。
享受阅读，享受美好的夏天。

Natalie Sey
《哥仑比亚指南针》编辑

主席致辞
亲爱的读者，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8 年，至今已有 40 多
年的历史。回顾这 40 年，我必须说，我们看到了航运业以
及集装箱船舶建造的最大发展。国际集装箱运输业务始于
1966 年，第一艘集装箱运输船为 Sealand 公司 1066TEU 的
“MV Trenton”号。

历年集装箱船的装载冠军：
1971 年

美国海铁公司（Seatrain）的“MS Euroliner”号，2050 TEU

1972 年

德国赫伯罗特航运公司（Hapag Lloyd）的“Hamburg Express”号，3010 TEU

1981 年

德国赫伯罗特航运公司“Frankfurt Express”号，3430 TEU

1995 年

美国总统轮船（APL）APL China、APL Japan 和 APL Thailand，4578 TEU 这些
船舶作为全世界最大集装箱船的地位仅仅保持了 2 年，在此期间由哥仑比亚船舶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现在，我们的会议室里仍陈列着这些船舶的精美模型。遗憾
的是，1999 年这些船变更为美国船籍，我们失去了管理权。

2000 年

马士基航运公司（Maersk Line）的“Cornelius Maersk”号，8400 TEU

2006 年

马士基航运公司的“Emma Maersk”号，15500 TEU

2015 年

地中海航运公司（MSC）的“MSC Oscar”号，19244 TEU

2019 年

地中海航运公司（MSC）的“MSC Guelseun”号，22960 TEU
该船是目前交付的最新一艘集装箱运输船。该船载重吨 228449 吨，总长 399.9
米，型宽 61.5 米，船高 33.2 米，吃水深度为 16.5 米，但是，稍大的船型已经被
订购。

与集装箱船相比，散货船、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船的变化不大，但通过现在的优化措施，它
们的燃油效率更高了。然而，我们确实看到邮轮发生了巨大变化。
1986 年，当时最大的客轮冠达邮轮公司（Cunard Line）的“伊丽莎白皇后二号”（QE2）
在德国不来梅港将动力装置从汽轮机转换成柴油发动机，转换完成后，该船与 Sagafjord、
Vistafjord 以及 Cunard Princess 等三艘船一同被委托给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管理。在包括
Master 在内的伊丽莎白皇后 2 号上，那时我们有近 1200 名船员，为 1800 名乘客提供服务。
遗憾的是，4 年后，冠达邮轮公司被卖给了迈阿密的嘉年华邮轮公司（Carnival Cruises），
该公司决定直接参与管理，我们失去了管理权，但我们今天仍然承担着嘉年华公司玛丽皇
后号的部分乘务工作。如今，最大的邮轮可以承载 6000 多名乘客。
航运业的监管非常规范。就像岸上组织一样，海员需要接受大量培训，获得各种适任证书。
自 2020 年 1 月起，船东必须在不久的将来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压载水处理厂以及低硫燃料的
转换和运行，从而减轻人们认为航运业是最大的空气污染源的指责。
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面镜子，航运业一直在经济兴衰的周期中起伏。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经济并没有真正恢复，同样的情况当然也适用于航运业。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经济
发展缓慢，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以及叙利亚等北非国家和伊拉克问题不断，还有
对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制裁等等。我们还有在东南亚。索马里和西非地区的海盗活动，这
些问题确实扰乱了航运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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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对于海员而言，我们有了卫星通信，可以发送电子邮件，使用
Skype 和视频通信。他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业余时间与家人联系。今天的海员一般都可以
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并且与 40 年前相比，他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和培训。海员质量
正在下降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类似这样的论调在 50 年前甚至 100 年前也有人说过。
总的来说，因为有了更好的导航设备，更因为培训质量得到改善，航运业变得更安全。现
在我们可以通过船桥和发动机模拟器来进行练习，从而避免发生事故、碰撞和其他紧急情
况。
未来，我们甚至会看到对海员的教育培训和安全培训将会加大。没有船员或船员很少的自
动驾驶船舶仍然离我们非常遥远，何时才能让自动驾驶船舶实现跨洋航行，这还是一件值
得怀疑的事。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非常感谢与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多年的海员，非常感谢大家为安全和
无事故航行所做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工作。

致以衷心的祝福，
海因里希·舍勒（Heinrich Scho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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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致辞
亲爱的全体同仁：
在我们公司的历史上，我们
的船舶管理和岸上管理从未
像今天这样如此依赖船员队
伍的质量、适应能力、复原
能力和培训。航运业的变革
步伐的确令人震惊；新船设
计、新技术、软硬件、数字
化程序和流程，有关燃料硫
含量/二氧化碳排放、压载水
和船上有害物质、制裁合规
性、整合和优化要求的新国
际规则和法规以及不断提高
的自动化程度等等。所有这
一切都处于迅速变化的地缘
政治环境中，这使得中长期
规划几乎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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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员工是
继续巩固公司在客户服务质
量方面的良好声誉的最重要
因素。一个拥有适当的上进
心，合理的收入，身体健康
且训练有素的员工不仅能够
最好地满足我们行业不断增
长的需求，而且还能让我们
的公司茁壮成长，这是一个
众所周知的真理（虽然值得
重复说明）。
我们员工的非常重要，就是
为什么我们在培训和终身学
习工具方面对我们的船员和
岸上员工进行大量投资的原
因。我们必须终身学习，否
则就会落在后面，让自身和
所在的组织失去重要性。

让方便、快捷的终身学习贯
穿我们的职业生涯—— 面对
面教学和电子学习方式的结
合。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
提供快捷的培训，花费更少
的培训时间，以便我们能够
充分关注我们的工作要求。
我们的 Adobe 电子学习平台
具有真正的创新性和市场领
先地位，让所有人都能够接
收和吸收量身定制的培训模
块，这些模块可以快速完
成，以方便我们处理其他必
须花费时间的需求。我们在
全球各地的现有培训设施以
及拟在菲律宾兴建的新培训
设施将确保我们面对面教学
模块的持续卓越。

我们的员工非常重要，这就
是我们投入巨资通过合作伙
伴 MCTC 为船上员工提供最
高标准的餐饮和餐饮培训的
原因。 我的军旅生涯让我清

楚地懂得“吃得好才能打胜
仗”。 我们吃的食物对我们
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因此
我们不遗余力地确保我们的
员工能够获得我们能提供的
最好、最健康的天然食物。
同样，员工的重要性也是我
们在最先进的绩效优化控制
室（ POCR）上投 入不菲的
原因——让我们所有人能够
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同时认识到这种技术可以增
强（而不是取代）员工的绩
效。

最后，认识到员工的重要性
也使我们成为第一家提供专
用、保密的心理健康热线服
务的航运公司，这条热线为
需要支持的船员和岸上员工
提供了一张安全网，他们可
以与有资质的心理学家交谈
并获得急需的帮助；这也是
我们启动“CSM Together”
的原因，它确保我们在一个
真正多元化的工作场所中生
活和工作，我们每个人，无
论肤色、宗教、性别、性
别、年龄，种族或其他差
异，都可以享有平等的机会
和尊重，为公司内部的美妙
的多样性氛围而欢呼。这也
是 我 们 如 此 重 视 我 们 的 “I
CARE” 理 念， 以 及我 们的
文化和价值观的原因。因为
一个关心自己的员工和客户
的公司才是一个更好的公
司。

我们在行业中所面临的变化
不会让把我们吓倒。远非如
此。我们将继续直面这些变
化，将它们视为挑战，作为
一个优秀的团队去应对挑战
——我们将继续通过努力来
取得成功。这是因为我们知
道 员工才是最重要的，也是
我们事业的核心所在，这一
点永远不会改变。
感谢大家的巨大付出和辛勤
工作。

谢谢你们的关心。

Mark O’Neil
总裁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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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庆祝世界海
员日！
每年 6 月 25 日，世界各地的海员都会庆祝世界海员日。为了向我们的海员同事致敬，CSM
塞浦路斯代表处员工为 144 名同事创作了一张航拍照片，这 144 位同事组成了一张笑脸的
形状。在汉堡，我们的 CSM 德国分公司同事在易北河前表达了他们的感谢。我们的 CSM
新加坡代表处同事也齐聚一堂，传递了他们满满的谢意！
管理层希望特别感谢我们每一位海员的辛勤工作和付出。

来自 CSM 德国分公司同事的祝福

我们的 CSM 新加坡同事也表达了他们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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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塞浦路斯员工表达感谢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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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员代理公司
Logbridge Limited
电话：+44-23-8023 3060
电
子
邮
箱
dennis.rhatigan@logbridge.co.uk

：

汉堡哥仑比亚邮轮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49 (40) 36 13 04 0
电子邮箱：CCS@columbia-cs.com

CSM Baltija SIA
电话：+ 3716-7325007
电子邮箱：columbia@csmlv.com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里耶卡分公
司
电话：+385-51-214701
电子邮箱：columbia@csmhr.com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圣彼得堡）有
限公司
电话：+7-812-3202616
电子邮箱：columbia@csmr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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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圣彼得堡）
有限公司诺沃西比尔斯克分公司
电话：+7-861 7770377
电
子
邮
箱
：
columbia@novocsmru.com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乌克兰有限公
司
电话：+380-48 7321133
电子邮箱：allstaff@csm-ua.com

哥仑比亚
船舶管理（格鲁吉亚）有限公司
电话：+995 422279040
电子邮箱：columbia@csmge.ge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康斯坦察
分公司
电话：+40241-551331
电
子
邮
箱
：
columbia@csmrom.com

Senator Crewing (Manila), Inc.
电话：+63-2-7229153
电子邮箱：scm@scm.com.ph
上海哥仑比亚船员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86-21 68915726
电子邮箱：wei.tan@csm.com.cy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韩国代表
处
电话：+81-3-6262-3640
电
子
邮
箱
：
columbia@csmjpn.com

庆祝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成立 4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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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choeller 先生的周年纪念访
谈
40 年前在创立哥仑比亚船舶管理
公司时，你当时的愿景是什么？
1978 年创立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
司之前，从 1972 到 1976 年底，
我在塞浦路斯建立和运营着第一
家 船 舶 管 理 公 司 Hanseatic
Shipmanagement/Shipping
Company。创立 Hanseatic 是一项
非常艰苦的过程，但它取得了成
功。凭借我从那时起的知识和经
验，我的愿景是创建一家规模不
大但绝对优秀的船舶管理公司，
仅为少数选定的船东提供服务。
自 1978 年以来，作为船舶管理公司的聚集地，塞浦路斯发生了哪些变化？
当我 1972 年来到岛上建立 Hanseatic 时，这里还没有任何一家船舶管理公司或真正意义上
的航运法规。当时，在塞浦路斯航运登记处注册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艘船，船东主要来自
希腊。没有国际航运知识，也没有经营船舶管理公司所需的人员。1978 年，哥仑比亚船舶
管理公司成立，随后又在 1979 年成立了 Interorient 公司，两家公司都有机会雇用一些来自
Hanseatic 的人员。之后从 1980 年左右开始，许多小型船舶管理公司和船员管理公司开始
在岛上开展经营，一些船东也搬来过来。塞浦路斯以其有利的新航运法规、新的优惠税收
优势、专业且受过良好教育的行政工作人员及其战略位置吸引了他们来到这里。最初，这
里基本是德国的天下，但后来更多的国际公司紧随而来。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塞浦路
斯已经是一个主要从事船舶管理的国际航运中心。
到目前为止的 40 年里，您从航运业中获得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
1959 年 5 月我第一次出海，那时我 15 岁。从那时起，人的因素，即船上的海员，一直是
造就差异的关键原因，这一经验至今仍然适用。当时，一艘船配备 45 名海员，而今天只需
要 18-21 名海员。如果你具有良好的船上领导能力——一个关心船员，为船员提供引导的
船长，以及一个好厨师，那么不管你在哪个贸易区，你一般都能带来优异的绩效，拥有快
乐工作的船员。自那以后，这一点也没有很大变化。一位称职和关心船员的船长仍然是船
舶良好运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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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与竞争对手有何不同？
尽管多年来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经历了长足发展，但我们仍然试图保持通常只在小公司
存在的个人关系。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海上和岸上员工人数增加了，而又因为我们
必须遵守的规则和规定，管理职位也随之成倍增加。但我们确实拥有非常稳定的海上和岸
上员工队伍，许多员工在哥仑比亚服务了 20、30、甚至 40 年，这与其他公司完全不同。

哥仑比亚是如何克服发展障碍的？
像每家公司，过去的哥仑比亚也有自身的问题。我们也发生过事故，我们发生了一些不良
事件，比如几年前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巨额罚款和保护期对整个船队都造成了影响。然而，
作为一家诚实守信，关心员工，遵纪守法的船舶管理公司，我们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我
们确保海员和岸上人员具备资格并接受适当培训，遵守规则，并可以在内部公开讨论公司
存在的不足之处。通过这项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成功克服了各种发展障碍，未来我们
还会继续坚持执行这项政策。

与 40 年前相比，您发现航运业当前面临的挑战有哪些不同？
航运业面临的挑战有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现在受到的监管更加严格，实际上是过度监管
——规则太多，程序太多，认证太多，报告也太多。这与 40 年前是不一样的。然而，为船
舶的良好运营而寻找和留住优秀的员工，这一挑战并没有改变。80 年前如此，40 年前也是
如此，我相信将来还会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大家庭中，您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
哥仑比亚大家庭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在 1986 年，当时冠达邮轮公司决定将他们的所有客
船都转给哥仑比亚公司管理，包括船员和技术。当时，“伊丽莎白皇后 2 号”正在不来梅港
的洛伊德威夫特船厂（Lloyd Werft）接受汽轮机改为柴油机的改造。连带 1100 名船员一起，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从上到下接管了这艘船舶的管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Sagafjord、
Vistafjord、Cunard Countess 和 Cunard Princess 等几艘船上。遗憾的是，这一局面只持续了
两年。1998 年，Cunard 被卖给了嘉年华邮轮公司，后者决定自己管理这些船。

您最令人难忘的船舶命名礼是哪一次？
最令人难忘的船舶命名仪式同样与冠达邮轮公司有关。那是 2004 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
在南安普敦为“玛丽女王 2 号”举行的命名仪式。作为冠达邮轮/嘉年华公司的服务提供商，
我们有幸被邀请参加命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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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收到的最佳商业建议是什么？
多年来，我收获了许多合理的商业建议，这
些建议都有着各自的目的。很难说哪个具体
的商业建议是最好的。
你希望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在未来 40 年
里会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在 40 年后，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依然是领先的船舶管理公司之一，拥有良好
的声誉，勤奋、合格的岸上和海上员工，并
且他们为能在一流的船舶管理公司工作而感
到高兴和自豪。
您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忠诚的海员们说吗？

2003 年 Schoeller 先生出席大连造船厂
“Cape Delfaro”号下水典礼

有时候海员会形成一种印象，认为他们处于
链条的末端，办公室人员喜欢给他们制造难
题，不关心他们的个人幸福，也没有得到足
够的尊重。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如果没有优
秀和忠诚的海员，我们的船舶无法运营，公
司业务无法开展，也无法为我们的客户提供
服务。海员的幸福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而
且永远都是。

下水典礼现场的音乐表演

跟着舞龙队伍前行，这是 Cape Delfaro 下水典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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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A MILESTONES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里程碑事件

Columbia Shipmanagement Ltd,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Cyprus – founded with 3 employees

公司在塞浦路斯成立，当时仅有 3 名员工

First Newbuilding project

第一个新建项目

First passenger vessels entered management

开始管理第一批客船

Columbia Shipmanagement (Singapore) Pte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新加坡）私人有限公
founded.
司成立。
CCS (Columbia Cruise Services) established

哥仑比亚邮轮服务公司（CCS）成立

Columbia Shipmanagement (Deutschland)
GmbH, founded
Columbia
Shipmanagement
Shanghai
founded
Columbia South Korea representative office
established
Columbia Jap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established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德国）有限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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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成立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韩国代表处成立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日本代表处成立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40 年
海上服务
我们的三名海员在哥仑比亚
船舶管理公司完成了 40 年的
海上服务，这是一个非常特
殊的里程碑。大副 Gerona 先
生和轮机长 Obciana 先生在
马尼拉举行的最后一次高级
官员会议上分别收到了我们
的主席 Schoeller 先生的纪念
奖杯和私人信件。

轮机长 Rabang 先生从海上返回马尼拉也将获得纪念奖杯。与此同时，Rabang 先生在“Asia
Ruby 1 号”上接受了《哥仑比亚指南针》的远距离采访。

特别感谢当地海员 Obciana 先生，Gerona 先生和 Rabang 先生为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提
供的忠诚的海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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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长 E.G. Rabang 先生分享了他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
司供职 40 年的感受。
你是怎么开始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工作的？
我加入哥仑比亚公司成为一名轮机实习生，开始我的航海
生涯。
你还记得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下属船舶的第一次出航
吗？
哥仑比亚公司船员都非常关照。作为轮机实习生，我在实
习期间有经验丰富的船员对我进行指导。
根据您的经验，哪些做法有助于创造良好的船上工作环
境？
充分了解您的工作职责，与船员保持良好关系，以及在船
上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回顾过去，与您刚开始时工作时相比，使船上生活更轻松
的一个主要变化是什么？
我开始更多地关注我的工作和目标，随着经验的增加，我
发现我更容易适应船上的各种状况。

是什么帮助你对应海上的困难时刻，比如你想家了会怎么办？
在空闲时间，我与随时与家人保持沟通，也会与其他船员互动。我会读书、看杂志，有时
候还会看看电影。
用你自己的话说，你如何定义良好的航海技术？
对我来说，良好的航海技术就是了解你的工作、责任、公司政策，在紧急情况和常规情况
下采取适当的行动。
请您能描述一下您最难忘的航程吗？
在前往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一次冬季航行中，在湖中心的冰面上观看钓鱼节活动。
是什么让你决定留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工作了 40 年？
除了丰厚的薪水外，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管理层和员工都很热心助人，他们大多数都是
非常守纪律的船员。
您能否说说看，未来 40 年里您希望看到航运业发生哪些变化？
我希望看到船舶变得更现代、更环保，船舶管理系统变得更高效。
您想对下一代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海员说些什么？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是一家非常有声望和稳定的公司。其 40 年的发展历史就是证明。您
对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忠诚和良好的服务将确保您继续在这里工作 40 年或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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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irst employees

我们的第一批员工

Captain Dirk Fry, Columbia’s MD (1980-2013)

哥 仑 比 亚 船 舶 管 理 公 司 总 经 理 ， 船 长 Dirk Fry （ 19802013）

Hard at work

努力工作

A Limassol landmark

利马索尔的地标建筑

Technical department in the 1980s

20 世纪 80 年代的技术部门

Back to the 80s

回到 80 年代

An Emergency drill in progress

正在进行中的紧急演习

Themis Court, Limassol - the very first Columbia office

Themis Court，利马索尔——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第一
个代表处

Our founder Captain Heinrich Schoeller

我们的创始人海因里希·舍勒（Heinrich Schoeller）船长

The new Annex building, built in 2003

新的附楼，建于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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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新闻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荣获
3 项环境奖
因为其在保护环境方面所付
出的努力，哥仑比亚船舶管
理公司塞浦路斯分公司荣获
泛塞浦路斯组织与企业环境
保 护 奖 （ EnvAwards ） “ 环
境 守 护 者 金 奖 ” （ Gold
Environmental Keeper）。该
奖 项 塞 浦 路 斯 总 统 Nicos
Anastasiades 先生于 1 月 22
日在总统府将该奖颁给哥仑
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塞浦路斯
公 司 董 事 总 经 理 Andreas
Hadjipetrou 先生。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塞浦
路斯分公司还于 2019 年 3 月
4 日获得“绿色办公室奖”
（ Green Offices）， 以表彰
其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努力。
该奖项授予那些满足能源和
水消耗以及废物管理等环境
要求清单的公司。
2019 年 5 月，长滩港授予哥
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绿色
环保成就奖”。该奖项授予
2018 年在长滩港停靠，并证
明其 90%以上的船舶出航符
合“船舶自愿减速项目——
绿旗奖励计划”的船舶运营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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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Hadjipetrou 接受塞浦路斯总统 Nikos Anastasiades
先生颁发的“环境守护者金奖”

2 领导力奖
1 月 29 日，哥仑比亚船舶管
理公司总裁 Mark O'Neil 先生
在比雷埃夫斯希腊游艇俱乐
部接受“SMART4SEA 领导
力奖”他代表哥仑比亚船舶
管理公司大家庭的所有同事
接受了该奖项。
3 月，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
司乌克兰分公司荣获 2018 年
度最佳领袖奖，该奖项来自
一家国际评级机构，该机构
表彰企业的高质量的服务和
专 业 精 神 。 右 图 为 Sergey
Manyulenko （ 董 事 ） 和
Sergey Maslov（首席执行董
事）。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法
律团队获得认可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哥
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内部
法律团队（右图）已被认定
为法律 500 强的希腊和塞浦
路斯团队。律师事务所合作
伙伴负责确定入选名单，他
们会对推动法律业务发展的
内部法律团队进行认可和表
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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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发起“永不再来日”——7 月 23 日

7 月 23 日，自我们为期四年
的环境合规（ECP）考察期
结束以来，已经又过去了两
年。虽然这对公司来说是一
段艰难而艰巨的时期，但它
也是一个非常富有成效的时
期，因为我们设法采取适当
措施帮助我们改善和确保环
境合规。从那时起我们的目
标始终如一：永不再来。
从 7 月 1 日开始直至接下来
的 6 个月里，我们决定开展
2019 年度的环境合规运动。
我们必须唤醒我们的记忆，
始终致力于完全符合所有环
境要求。为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计划在运动期间开展多
项活动。除此之外，我们决
定将每年七月二十三日定为
每年一次的“永不再来
日”，并在船上和岸上组织
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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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我们的船长能够以
身作则，成为第一个对表现
出环境尊重的人。我们必须
确保所有同事都并能了解并
始终遵守环境规则和法规。
始终保持警惕，尽量避免对
环境造成任何损害或违反相
关规则，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鼓励每位船员向船长报
告任何引人注意的可疑事
项，或者如果他们希望匿名
向公司报告，请前往本期第
54 页查询相关信息。
如果您需要任何支持以正确
完成特定要求，请随时与您
的 TSI、DPAECM 或者您的
ECM 以及任何公司高管取得
联系。

7 月 23 日和“永不再来日”
并不只是一个每年被人记起
一次的周年纪念日，而是我
们所有人每天都要记住的一
个重大事件。
“永不再来”活动让我们的
公司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美
好，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获得
了宝贵的教训。哥仑比亚船
舶管理公司依靠所有人来确
保遵守“I CARE”理念，核
心价值观和政策，帮助我们
始终保护公司免受任何错误
的影响。我们必须始终致力
“永不再来”！
公司高管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为了发起我们的第一个“永
不再来日”活动，2019 年 8
月我们将在哥仑比亚船舶管
理公司的 YouTube 频道发布
一条来自哥仑比亚高层管理
人员的视频消息。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敖德
萨分公司举办“永不再来
日”儿童画展
为了响应哥仑比亚船舶管理
公司的“永不再来”运动，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乌克
兰分公司在敖德萨海岸和海
上 工 作 人 员 中 开 展 了 “I
CARE” 和 “自 然 尊重 ”活
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我
们的孩子做出榜样。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乌克
兰分公司主任向所有相关人
员宣布“永不再来”绘画比
赛开幕。办公室职员和海员
的孩子们都参与了令人惊叹
的绘画比赛的准备工作，在
2019 年 7 月 23 日，也就是
我们的“永不再来日”当
天，这些绘画在敖德萨分公
司的一个场地进行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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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年人，我们为孩子提
供经验、习惯和行为，从而
形成他们的心理图像，最主
要的是形成他们的生活方
式。如今，特别是在技术和
工业十分发达的当今世界，
人类最重要的行为特征之一
是人与周围环境的密切沟
通：与大自然的沟通。

“环境合规”和“I CARE”
理念不应仅限于工作场所。
我们应该向孩子们传递我们
的看法和价值观，因为有一
天他们将取代我们的职位，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加入公司，即使在不久的将
来也是如此。

不幸的是，仍然有很多人不
承认尊重自然的重要性，同
样也为儿童提供了这种态度
的不良例子。我们的孩子中
有很多未来的科学家、生态
学家、高级管理人员甚至是
政府首脑和国家领导人，但
他们的习惯、态度和看法目
前都来自于我们——他们的
父母。我们要对下一代人态
度的形成负责。“如果你想
改变这个世界，请先从自己
做起！”

培训主管

Igor Fozyekosh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乌克
兰分公司

对页（从左到右）
Syuzanna Porokh——3 岁
Mark Romanenko——7 岁
Vladyslava Manuylenko——9 岁
左栏
Viktoria 和 Roman Ivashchenko——6 岁和 3 岁
Karina 和 Sofiia Fozyekosh——4 岁和 9 岁
右栏：
Anastasia Chernousova——21 岁
Kostyantyn Chernousov——7 岁
Azia Tkacheva——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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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能源
分公司简介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在哥仑
比 亚船舶 管理公司 和 NOK
联合航运公司的共同支持
下，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能源分公司正式成立，这是
一家专注于液化天然气船舶
和近海船舶管理的公司。
这家新公司将先借用 CSM 塞
浦路斯和德国代表处的资源
开展工作，由 Joachim Brack
（总部位于 CSM-D）和 Niki
Makri（来自 NOK 联合联合
航运）担任联合执行董事，
Kyriakos Tsangaris 担任技术
负责人（来自 NOK 联合航
运）。

新公司将为石油、天然气和
可再生能源市场提供资产管
理服务，包括运营各种流动
资产，例如海工支援船、海
底施工船、潜水支持、钻井
装置、水上酒店、液化天然
气船舶等。
我们将为船舶的整个生命周
期提供服务，包括从船舶制
造商和材料与零部件供应
商，到船厂、船东、经纪
人，再到船舶回收商（包括
废物管理）以及船级社和船
旗国。

能源
CSM 能源分公司还将提供环
境审计、危险材料认证和处
理以及绿色再循环和成本效
益的管理解决方案等服务。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能源
分公司致力于提供创新服
务。我们期待这个新企业的
成长。更多新闻请关注下一
期《哥仑比亚指南针》。

CSM 能 源 分 公 司 将 瞄 准 海
上、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回收
业务。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能源分公司的服务包括：

Niki Mak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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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与支持



海事和施工人员招聘，管理（包括工资单）和培训



海洋服务和技术支持



餐饮服务



采购服务



商务服务（包括租船）



咨询服务

Kyriacos Tsangaris

Joachim Brack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发起
“CSM TOGEHER”倡议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认识
到我们航运业缺乏女性榜
样，作为一家在全球雇佣了
数百名女性员工的企业，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相信
就业平等的重要性。因此，
在国际妇女节之际，我们启
动 了 “CSM Together ” 倡
议，支持哥仑比亚船舶管理
公司女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
力。

我们已在塞浦路斯、德国和
新加坡代表处设立了核心团
队，以便沟通和分享新闻。
以下是自“CSM Together”
启动以来发生的最新动态：
活动
为了支持国际海事组织 2019
年世界海事主题“为海事界
女性赋能”，哥仑比亚船舶
管理公司塞浦路斯代表处为
员工准备了 15 个 WISTA 会
员资格。通过连接国际
WISTA 网络，我们的同事将
从与航运业其他职业女性的
联系中获益。

了解有关 WISTA 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
www.wistainternational.com
5 月 31 日，哥仑比亚船舶管
理公司接待了 WISTA 国际
主 席 Despina PanayiotouTheodosiou 女 士 和 WISTA
塞浦路斯总裁 Anna Vourgos
女士，她们在我们的花园中
为员工们讲述了航运中的女
性问题。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员工齐聚在花园里聆听 WISTA 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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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我们在花园里安
排了一个“CSM Together”
快闪活动，这是第一个
“CSM Together”活动。我
们的员工聆听了 3 位经验丰
富的同事的演讲，他们谈论
了加入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
司以来的工作历程：他们是
Andreas Xapolytos 船 长 ，
Yiola Hadjichristodoulou 女
士（安全质量部高级职员）
和 Monica Georgiou 女 士
（哥仑比亚邮轮服务公司运
营经理）。每位同事就他们
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获
得的机会，以及努力工作和
坚持不懈的价值与大家做了
分享。女士们还谈到了她们
作为职场母亲的经历。

一个新的“CSM Together”
新闻通讯即将推出，其中包
含主流媒体文章/访谈/视频剪
辑，与大家分享航运业女性
的相关新闻。如果您希望加
入我们的通讯列表，请发送
电
子
邮
件
至
c.kozi@csmcy.com
Monica Georgiou
哥仑比亚邮轮服务公司运营
经理

培训和新闻通讯
我 们 计 划 在 2020 年 发 起
“ 女 性 导 师 计 划 ”
（ Women’s
Mentorship
Programme ）， 专为哥 仑比
亚船舶管理公司的女性人才
及其在公司内的职业发展提
供支持。我们还将与各个船
务部门和培训中心合作，建
立一个针对“海上指导”的
类似计划。
我们将为员工安排一系列
“无意识偏见”培训课程，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偏见
如何影响决策。同样的课程
也将通过 Adobe 培训模块推
出。

Despina Panayiotou
Theodosiou（WISTA 国际总
裁）

船长
Andreas Xapolytos

Yiola Hadjichristodoulou（安全质量部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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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前进
我们很高兴地欢迎来自塞浦路斯海事学院的两名塞浦路斯女学员，她们将在今年夏天的晚
些时候登上加入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后的第一艘船。
我们鼓励女员工积极追求高管职位。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目标是：


增加我们船队中女海员的比例



增加担任管理职位的女性比例



晋升第一位女船长



在适当的时候任命一名女性高管

我们有责任确保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每一位希望成长为专业人士的女性员工都有实现梦
想的机会。你们中许多岸上和海上员工都有女儿——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下一代改变现状。
让我们朝着“CSM Together”目标继续前行。
右上：（从左到右）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塞浦路斯分公司核心
团队
Maria Theodosiou，Chloe Kozi，
Christiana Asimenou，Maria Antoniadou，
Merle Mestern，Natalie Sey，
Marilia Theodorou，Marilena Morphaki
左下：（从左到右）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核心团
队
Hui Pin Chai，Belinda Shim
右下：（从左到右）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德国分公司核心团队
Claudia Paschkewitz
Monika Wagener
Madeleine Schu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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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营养

饮食能力发展计划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与海
洋餐饮公司（MCTC）签署
协议

助力成功的食材

作为我们“船员福利计划”
（Crew Welfare Campaign）
的第一步，我们与总部位于
塞浦路斯的海洋餐饮公司签
署了一项协议，由该公司专
门负责我们船上雇用的餐饮
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将在船
上引入以下服务：

每艘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船舶上雇用的餐饮人员都有
资格参加符合 MLC 2006 标
准的经认证的远程培训课程
“安全食品处理和营养课程
——支持和咨询”套餐
根据评估结果，海洋餐饮公
司顾问将会反馈评价、想
法、其他食谱、菜单和建
议。

餐饮管理（船舶食品供应）
在船上品尝家的味道
海洋餐饮公司将负责我们船
队的餐饮管理和食品供应。
MCTC 的采购顾问将与负责
的烹饪培训顾问合作，确保
我们的船队获得所需的食
品，以满足船上的日常饮食
需求。我们将认真考虑船舶
的预算、船员的国籍、宗教
和贸易问题。

亚洲泽康 2 号（Asia Zircon
II）上的厨师
新鲜话题
海洋餐饮公司将为哥仑比亚
的餐饮人员提供咨询服务，
每两周一次为他们提供来自
内部营养师、食品技师和厨
师顾问的话题，每周的菜单
会考虑船员的国籍，成本计
算等等。
海洋餐饮公司档案
海洋餐饮公司的支持服务包将包括带有附加计划的船上拜
访：


开展船上培训



在其位于菲律宾的培训机构召开情况通报会



提供实际操作测试，包括我们的首席厨师的理论评估



参加我们的管理人员和/或船员会议



开展健康和营养研讨会



举办船上烹饪比赛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www.mctconsultan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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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为员
工
和船员提供新的心理健康服
务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将成
为第一家在需要时为其船员
和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的
航运公司。如需帮助和支
持，可通过电子邮件或免费
电话与会讲英语的德国心理
学家 Susann Ruesch 和她的
同事取得联系。《哥仑比亚
指南针》很高兴向您介绍
Susann：
我是 Susann Ruesch。我在汉
堡有自己的心理诊所，几个
月来我一直在研究海运行业
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船上
船员所经历的问题。
与心理健康有关的两个最重
要的问题是：

（1）认识到心理健康不是
一个弱点，我们每个人在生
命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心理
健康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并
直面心理问题正式强大的表
现。据估计，欧盟 15 个国
家中，有 4000 万员工受到
压力、焦虑和抑郁等情绪困
扰。
（2）发现自己和他人心理
健康问题的症状，以便我们
能尽可能地寻求和/或提供帮
助。
在我们的 CEO 每月通讯和
《哥仑比亚指南针》，以及
海洋餐饮公司内部，我将定
期发送简短心理健康公告，
聚焦具体问题，以及如何识
别和处理心理问题。我还将
提供一般性指导，帮助你保
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这
些公告必须简短，其目的只
是激发思想并强调某些问
题。

Susann Ruesch
我想向你们保证，如果你想
跟我讨论你的问题，我会随
时恭候你的到来。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将在
公布一个免费电话号码，你
可以通过该号码与我联系
（我们正在等待国际号码的
激活）。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的电子
邮件与我联系，我会给你回
电 话 。 我 的 邮 箱 是 ：
susann.ruesch@freenet.de
这是我的承诺，这是哥仑比
亚船舶管理公司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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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控制
室更新
自 2018 年 12 月我们的控制
室开放以来已进入项目的第
2 阶段，我们的控制室团队
有一些更新报告。
团队目前正处于处理和分析
Bridge 和 Engine Room 的实
时数据的开发过程中，但也
改进了现有的船舶报告工具
（报告套件）。

这个新的报告套件已经开发
完成，并正在两艘船上进行
测试，系统现在每天都会接
收机房数据，从而实现每月
发动机日志摘要的自动化，
同时还能够报告船舶运营中
的重要事件和燃料库存管
理。
所有这些额外的数据将有助
于产生改进的分析，包括针
对 性 能 监 控 ISO 19030 标
准。在新的报告套件测试成
功后，将向所有装有 Satbox
设备的船舶进行推广。

对于非 Satbox 船舶，我们已
经开发了一个独立版本的报
告套件，用于取代旧的报告
系统（Infopath）。绩效优化
控制室还在开发一种创新的
报警管理系统。
系统将实现定制化警报，一
旦触发，它将作为推送通知
向所有相关各方发出警报。
其中包括天气、日耗、进入
区域，港口和更多定制警
报。

监控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团队的控制室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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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有助于加强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控制室的理念，以
便采取更积极主动的船舶运营方法。
该平台还针对移动设备进行了优化，允许用户在手机或平
板电脑上查看重要信息。
在公共关系方面，我们印制了新的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控制室传单，展示了 CSM 控制室的所有功能和主要目标—
—在哥仑比亚的 YouTube 频道上发布了一个简短的视频片
段。
Pankaj Sharma 船长
经理——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控制室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塞浦路斯）
绩效优化控制室传单的封面
认识团队

Michalis Pakkou

Stephen Theodotou

2008 年加入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塞
浦路斯分公司，

2015 年 11 月以来一直在哥仑比亚船
舶管理公司工作。他担任我们团队的
任绩效分析师，拥有航空航天工程学
士学位，并在航空业拥有 7 年的从业
经验。

在上岸之前有三年的航海经验。
他作为高级绩效分析师加入我们的团
队，并拥有 B 级船长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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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I 新闻更新
联合酒店管理学院（UHI）
由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于
2017 年成立，自成立以来一
直致力于地区和国际业务的
运营。UHI 旨在为新人和行
业专业人员提供酒店职业教
育和培训。
迄今为止，在我们的成功运
营和深入了解客户需求的基
础上，UHI 已经成功地在我
们遍布欧洲的培训中心提供
了各种酒店培训课程，并且
每年都在不断发展：世界各
地的游轮、游艇、赌场、度
假村、酒店和餐馆。通过新
的商业模式“用培训解决就
业安置”，UHI 继续开展具
有创新性的职业培训和发展
计划。
2019 年 2 月 底 ， 我 们 为
River Advice 推出了一项新
的 营销活 动， River Advice
是内陆水道河流客船的领先
的独立全球性管理公司。

我们的目标是鼓励有志向的
年轻候选人加入 UHI 的职业
培训，在内河客船的酒店服
务业找到自己的职业之路。
最近几个月，我们还为塞浦
路斯的哥仑比亚餐厅，哥仑
比亚小酒馆，哥仑比亚度假
村 ， NOA 海 鲜 餐 厅 和 La
Isla Bar 餐厅推出了营销活
动项目。
我 们 的 培 训 经 理 Argyris
Kontos 先生代表 UHI 出席
了第四届塞浦路斯酒吧展。
由塞浦路斯律师协会组织的
酒吧展于 3 月 18 日至 19 日
在锔皇宫酒店(Curium Palace
Hotel)举行。

联合酒店管
理学院

Argyris 有幸成为塞浦路斯酒
保协会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根
据酒吧技术和品尝技巧对参赛
者进行评价。
最近的亮点包括为初学者和
Lanitis 集 团 旗 下 的 Lanitis
Carob Mill 餐厅员工提供的餐
厅服务培训，该集团是塞浦路
斯最大的商业集团之一。下一
期将刊登 UHI 活动的进一步
更新。
了解有关 UHI 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uhinstitute.com
Artemis Garoyian
招生官
联合酒店管理学院

培训经理 Argyris Kontos 先生与 UHI 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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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远洋全速起航
这是今年瑞士远洋的一个良
好的开端。
在运营和船队发展方面，我
们正针对“超级游艇”
（Superyachts）制定管理计
划。
我们计划提供一个“资产完
整性管理计划”。

这意味着可以以类似私人航
空管理的方式来定制服务，
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成本可见
性。瑞士远洋还向我们的超
级游艇客户介绍了哥仑比亚
船舶管理公司控制室优化的
好处。
新游艇经理
4 月 1 日，José Souto 船长加
入瑞士远洋团队担任游艇经
理。José 船长带来了丰富的
知识和经验，担任地中海和
加勒比海地区繁忙的包船游
艇船长。
José Souto 船长，
游艇经理

瑞士远洋总监 Christoph Ceard 在亚太超级游艇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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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é 船长常驻帕尔马，也会
定期访问我们在塞浦路斯和
汉堡的代表处。
瑞士远洋参加会议
4 月 12 日，我代表瑞士远洋
参加了新加坡亚太超级游艇
大会并担任演讲嘉宾。我们
还在黑山超级游艇论坛和新
加坡游艇展上发表了演讲。

瑞士远洋
此后，Christina Wobker 女士
加入了汉堡团队，担任游艇
管理员。

专家们讨论了亚洲超级游艇
管理的挑战以及控制室监控
的好处。

她的职责是在游艇、客户代
表以及我们的瑞士远洋团队
之间为运营工作提供支持，
同时负责总体的行政管理。
Christina Wobker 女士，
游艇管理员

Christophe Ceard
总监
瑞士远洋游艇管理公司
www.swissoceanservices.com

照片背景是“Lady Moura”号，前景中的小船正在向岸边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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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PRO 成 功 完 成 第 一 年
顺利运营
8 月份我们的运营时间满一
年，一年前我们签署了第一
份供应商协议。
我们的重点仍然是会员要
求；塞浦路斯和新加坡的团
队一直致力于代表哥仑比亚
船 舶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和
Bernhard Schulte 船舶管理集
团公司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
下实现最优价格。
目前，GenPro 的合同目录有
18 个类别的 60 个供应商合
同；目标是到秋末达到 100
个 协 议 ， 到 年 底 达 到 120
个。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设
法增加了我们的目录，包括
北欧、南非、土耳其和美国
的船舶制造商，油漆供应商
等，我们目前正在对意大利
主要港口的杂货业务进行招
标。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协
商与压载水管理系统公司签
订的首批协议的条款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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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关注哥仑比亚邮轮
服务公司（CCS）的要求，
我们真诚地感谢 CCS 的同事
们提供的支持和指导。邮轮
行业提出了自己特殊的挑战
和要求，良好的沟通和合作
精神是两家公司成功的关
键。
3 月，塞浦路斯团队迎来了
一位新同事，从 CSM 塞浦
路斯技术部门调任过来担任
商务官员的 Arsenios Machos
先生。

海事和商业采购

365 个宝贵的经验教训，还
有更多未来经验。
Maria Theodosiou
GenPro 商务经理

我们坚信，通过谨慎，一致
和细致的工作，所有障碍都
将得到克服，我们所经历的
学习曲线不仅有助于公司的
积极成长，还会有利于我们
的个人发展和专业发展。

Panayiotis Nearchou
（会计师），
Maria Theodosiou
（商务经理），
Theoni Koutra,
Arsenios Machos
（商务人员）

哥仑比亚邮轮服务公司新闻
我们很高兴告诉大家，马雷
拉船队持续壮大，第 6 艘船
加入了哥仑比亚邮轮服务公
司技术管理部门。
可容纳 1800 名乘客的马雷拉
船队新成员此前在西班牙加
的 斯 纳 万 蒂 亚 （ Navantia ）
船坞进行为期 2 个月的改
装。该船被名命为“马雷拉
探险号”，3 月 29 日正式下
水试航，2019 年 4 月开始在
加的斯-马拉加航线运营。

哥仑比亚邮轮服务公司也很
高兴地宣布，“汉萨自然
号”（如图所示），即德国
赫伯罗特航运公司三艘新船
的第一艘成功通过管理验
收。
第二艘新船“汉萨灵感号”
计划于 2019 年 10 月开始在
哥仑比亚邮轮服务公司技术
管理部门的管理下投入运
营。

马雷拉探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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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
邮轮服务
此后，该船从罗马尼亚船坞
迁至挪威船坞进行内部舾
装。
6 月 8 日，“RCGS Resolute
号”和“柏林号”的船员们
欢庆世界海洋日，并摄影留
念（如图所示）。

哥仑比亚邮轮服务公司鼓励
所有人思考如何保护海洋，
为我们今世后代造福。哥仑
比亚邮轮服务公司重申他们
将践行公司保护全球水域的
政策：

汉萨自然号
- 尊重自然界的动植物；
- 执行严格的废物管理；
- 逐步提高船上的用水效率。
奥拉夫•格罗杰（Olaf Groeger）
总经理
哥仑比亚邮轮服务公司

“RCGS Resolute 号”船员欢庆世界海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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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
“我关心（I CARE）”理念
2018 年 6 月，“I CARE”活
动启动，再次唤起大家对我
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和政策
的关注，“I CARE”从此形
成一种理念。
I CARE 代表对我们核心价值
观的践行、理解、责任和证
据。这些价值观支持我们公
司完成愿景和使命，打造卓
越企业，让客户满意。
尊重、忠诚、责任和激情是
公司的价值观，公司鼓励每
个人无论在公司内部，无论
是在岸上还是在海上，都能
在生活和工作中秉承这样的
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是为日常运营、行为提供共
同的方向和指导，但最重要
的是作为支持这些标准的决
策机制。
一年后，I CARE 理念继续发
展壮大，并成为其他公司的
楷模。

它旨在加强我们船队的团队
合作，这是提高质量和可靠
性的关键因素。
在下一阶段，我们的 I CARE
理念会进一步关注客户满意
度和个人成长。
有什么新动态？
除了继续提升健康和总体幸
福感之外，I CARE 计划还关
注于我们船员的心理健康。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哥仑
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与专业心
理学家合作，开通了一周七
天、每天 24 小时服务的热线
电话，海员和岸上员工都可
以通过该热线与有执业资格
的专业人士交谈
我们的 I CARE 核心团队由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塞浦
路斯、德国和新加坡分公司
的代表组成，最近几个月一
直在制定各种内外计划。由
于 I CARE 面 向 我 们 的 客
户、船员和员工，因此在制
定以下计划时考虑到了这些
理念。以下计划正在制定
中：

（1）针对我们现有的客户以
及整个海运行业，营销部门
将 创 建 专 门 的 I CARE 通
讯，并定期更新播客来讨论
当前与航运相关的主题。
（2）针对我们的船员，将进
一步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包括一周七天、每天 24 小
时服务的热线电话）、幸福
感、营养和健身。这些计划
旨在持续加强船员发展，提
高他们的认可度。还将介绍
数字化学习和计划学习的课
程。
（3）针对我们的岸上员工，
将实施职业发展计划，并引
入一系列员工发展数学化学
习课程。在同样的 I CARE
理 念 下 ， 我 们 的 CSM
Together 计划将根据国际海
事组织 2019 年主题“为海事
界女性赋能”，继续特别为
女性提供支持。
Costantinos Agathocleous
保险专员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塞
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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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RE 新闻
“ 亚 洲 翡 翠 一 号 （ ASIA
EMERALD I）”
举行船上回收研讨会
“亚洲翡翠一号”举办了第
一次船上回收研讨会，会议
主 题 是 “I Care” ， 由
Berktas Yahya 船长和伙食管
理员 Perol Arnulfo Labitigan
安排。船员利用塑料瓶、皮
带、纸张、包装等废物制作
了各种精美的装饰品，如下
图所示。我们真诚地感谢船
员们提出各种创新回收方
法 ， 并 坚 持 贯 彻 I Care 理
念！

继 2018 年 6 月推出 I CARE
摄影比赛之后，我们的 2019
I CARE 日历已在海上展出。
日历突出了我们同事努力以
创造性的方式获取有关 I
CARE 的信息。
我们现在接收用来制作 2020
年挂历的摄影作品——

请 将 照 片 发 送 至
n.sey@csm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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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新加
坡分公司为员工安排健康检
查
作为我们的 I CARE 计划的
一部分，哥仑比亚船舶管理
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在 4 月份
为员工安排了健康检查。
管理层为办公室员工安排了
健康检查，以增进员工对糖
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认
识，这些都是导致心力衰
竭、中风和肾衰竭的慢性疾
病。健康检查有四个主要部
分：“视力”、“血压”、
“体质评估”和“验血”。

对 I CARE 的认同
Beridze 船长因其在船上的辛
勤工作和专业精神而获得认
可。Allan Dutton 船长（哥仑
比亚船舶管理集团船队运营
总监）借此机会亲自感谢
Beridze 船 长 。 Allan Dutton
船长将他的“Silver Eleanor
号”停泊在休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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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员工想进行更详尽的检
查，他们也可以选择额外的
检测项目。健康检查结束
后，员工会收到个人报告，
并可选择让注册护士向员工
解释检查结果。哥仑比亚船
舶管理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致
力于让员工健康幸福。

“船舶对接”活动
今年是开展“船舶对接”活
动的第 13 个年头。在此活动
中，当地学校与船企合作，
帮助学生直接从船长及船员
那里了解船上生活。
2018-2019 学 年 结束 后 ，颁
奖仪式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
再次举办。
参与“船舶对接”计划的每
一位教师都获得了参与证书
和船模贴纸，并且首次加入
该计划的每所学校都获得了
船模。
今年参与该活动的有航运副
部长 Natasa Pilides 女士、塞
浦路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 CYMEPA ） 会 长 George
Tsavliris 、 塞 浦 路 斯 航 运 商
会秘书长 Thomas Kazakos 先
生、塞浦路斯航运商会副秘
书长/国际海事组织（IMO）
大 使 Alexandros Josephides
先生以及督学 Andri Othonos
Zachariou 女士。

塞浦路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与商会秘书处共同组织这项
活动，并在整个学年中主要
负责管理“船舶对接”计
划。祝贺本次活动圆满成
功。

活动当天，来宾抵达哥仑比
亚大学的活动场地，听主办
方介绍了我们的控制室。然
后我们前往 Pizza Express 参
加该活动的其他环节，其中
包括来自塞浦路斯哥仑比亚
船 舶 管 理 公 司 的 Andreas
Hadjipetrou 总 经 理 致 开 幕
词。

学员 Alexander Kokin 谈到他的航运研究

航运副部长 Natasa Pilides 女士与 Andreas Hadjipetrou 先
生一同为一名教师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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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塞浦路斯共和国航运
副部长 Natasa Pilides 女士和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教育
活动工作组协调员 Michael
Ierides 博士致欢迎辞。

访问结束后，所有参与者一
同享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
司提供的午餐。哥仑比亚船
舶管理公司很自豪能参与这
项重要活动。

Yiola Hadjichristodoulou
安全质量部高级职员
塞浦路斯哥仑比亚船舶管理
公司

之 后 ， 学 员 Alexandros
Kokin 谈到了他在尼科西亚
塞浦路斯海事学院进行的航
运研究。“船舶对接”活动
参与者在颁奖仪式上获得证
书。

一所参与学校发明的海上棋盘游戏

“船舶对接”活动参与者在利马索尔的 Pizza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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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新闻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培训
团队继续发挥其在海员教育
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下是自
上一期《哥仑比亚指南针》
出版后的最新情况：
我们正在进行《学员手册》
的收尾工作，该手册的编撰
得到了我们营销部门的支
持。该手册将为学员提供指
导，涉及他们从收到作业到
他们到达船上的每个环节。
手册还将为我们的学员提供
必要的信息，以确保他们正
确开始他们的培训。此外，
新的《2018 年培训报告》将
于 2019 年 8 月发布。

海上和岸上工作人员合影

STH 高级船员研讨会（利马索尔哥仑比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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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 Alpha Marine、我们
的培训团队指导小组、环境
合规工作组共同修订了环境
合规培训课程，进展顺利。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为英
国的整个船队选择了 ECDIS
有限公司提供的在线 ECDIS
能力保证培训（ACAT）。
我们的舱面甲级船员可以使
用在线和离线版本，无论是
在船上还是岸上，他们都可
以自己安排时间完成培训。
自今年年初以来，已安排了
一些培训活动和研讨会。

培训研讨会在皮苏里哥仑比亚海滩度假村举办

在最近的培训中，采用交互
式课件、小组讨论和案例研
究来探讨有关移动客户关系
管理的广泛话题，包括文化
意识和工作量。最近培训的
重点包括有关船上决策的团
队活动。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韩国学员参加培训

菲律宾海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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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到了一些很好的反馈，以下是收
到的一些意见：

⚫

由
Steamship
Mutual 制 作 的
GDPR 影片现在是
Adobe 学习管理系
统数字化学习
GDPR 课程的一部
分。

⚫

针对哥仑比亚船舶
管理公司量身定制
的“绳索和线缆检
查”新培训，我们
在 开 展 了 UMTC
试点课程（马尼
拉）。

⚫

我们还完成了
UMTC（马尼拉）
新课程“使用电子
海图设计航线”的
开发，并开始准备
试点课程。

“培训非常棒，很有启发！”
“非常感谢传授给我们新技能！”
“非常棒的训练，达到了我的预期”
其他方面的进展：
⚫

海上船员资源管理培训课程之后，
制作了一个简短的视频剪辑片段—
—
视
频
链
接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
zDET7t0jc& feature=youtu.be

⚫

我们推出并测试了新的能力管理系
统（CMS）的第一个版本——也称
为船上 AACH Kembla 任务书。

⚫

该能力管理系统现在逐渐推广到整
个船队，并将在适当的时候开展系
统使用培训。

Adobe 数 字 化 学 习 平
台新闻
由于团队的努力，特别
是我们的数字化学习专
家的 Ilias Christoforou
的鼎力支持，我们在学
习管理系统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Ilias、Reza
和 Faouzi 成功完成了
为期两个月的牛津有效
设计课程（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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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 训 经 理 Reza
Akbari Alashti 博
士在 MAN 学院进
行 MAN ME-C 和
MAN ME-B 控 制
系统标准操作培训
的课程评估。两个
课程之间的衔接课
程将于 2019 年底
前制作完成。

现在全球已有 8000 多
名海员和数百名办公室
员工使用该学习管理系
统。
该系统现在包括大约
25 门课程，由内部开
发或与外部开发人员合
作开发。
正在进行的项目是开发
变革管理、环境合规和
国际海事组织 2020 年
限硫令的数字化学习课
程。

使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新学习管理系统有如下优
点：


直观、有趣、用户界面友好


我们鼓励全体船员接触并开
始社会学习。

该学习管理系统可通过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
访问，与 Android 或 iOS 设备兼容



学习者可以生成 PDF 证书

什么是社会学习？



账户可以自动生成，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学习者

据专家介绍，我们通过观察
他人学到 70%的知识。



有电子邮件通知注册、课程完成等事件



自助式现场讲座，虚拟教室，



学习者可以自定义他们的主页



自动反馈和讨论论坛



课堂管理和数字证书



社会学习

因此，社会学习是最“自
然”的学习方式。这是一种
发生在社会环境中的认知过
程。
如今，社交媒体工具在虚拟
平台上复制社会学习。视频
会议、讨论论坛和讨论区等
都提供了社交互动的机会，
因此也提供了社会学习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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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学习管理系统中使
用社交学习？
将社会学习添加到学习管理
系统（LMS）进一步优化已
经很理想的学习环境。

整合社会元素将人类互动的
模式带入了不一样的形式背
景。

介绍
实习生亚历山大·科金（Alexander Kokin）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很高兴能够支持塞浦路斯海事学院
（CyMA）开展这个开创性的教育项目，该项目能保障海运
行业的直接就业。塞浦路斯是欧洲第三大航运中心，在海
运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也参与其
中，每年都输送大批实习生。《哥仑比亚指南针》采访了
实习生亚历山大·科金（Alexander Kokin），他分享了自己
对航海专业有一些想法。

1.谈一谈你在航海大家庭中的成长历程？
在航海大家庭中成长确实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同时也给我带来许多好处。虽然很难习惯与
亲人分离，但最终你会习惯这种生活。时间过得很快，最终你会享受到温馨的团圆、难得
的机会和孩童般的快乐。
2.为什么航海职业会吸引你？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海员。眺望大海总能给我的内心带来激情和愉
悦。我认为航海事业不仅能让我与大自然共存，跨越七大洋，还能让我有机会追求自己的
梦想。
3.你们这一代海员和老一代海员之间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似之处？
在我看来，老一代的海员很吃苦耐劳，只依靠自己。他们接受各种不同的挑战，如海洋风
暴，缺乏航导方法和规范，长时间的海上生活，还有完全不同的工作文化。如今，海员越
来越依赖船上的技术，并没有经受 20 世纪的海员所面临的储多挑战。但是我相信两代海员
从事航海工作都是出于对海洋的热爱。
4.能说出一条你所遵守的老一辈海员提出的建议吗？
我从老一辈海员那里得到的建议就是依靠自己，充分利用手头的东西，要做得比身边的人
更优秀一些。
5.在你看来，航运业应该做些什么来鼓励人们从事海上事业？
我认为航运业必须支持年轻人和院校，鼓励大家投身海上事业。如果有更专业的方法为年
轻学员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我们将能够看到海运业蓬勃发展，有更多职业海员加入这个
行业。
6.对考虑成为海事学院学员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是——快来吧！海运业日益发展，他们有机会从事一份不错的职业，并且有机会
看看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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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观察：从岸上到海上
《哥仑比亚指南针》采访了 Ungureanu 船长，他曾在塞浦
路斯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担任陆上海务 ，最近刚上船
“Silver Cindy 号”返回海上
1.是什么吸引你选择航运职业？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深爱大海，我玩很多种水上运动，举
几个例子，我 6 岁时开始玩小艇帆船，12 岁开始戴水肺潜
水。这样看来，选择航海职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我们
国家，那些年里这是一条非常现实和可靠的职业道路，就像
现在一样。

Gabriel Ungureanu 船长

2.你能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海务的工作？
如今这个角色是多面手。海务监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商船运营的主要目标：以安全、稳妥和
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运送货物（或乘客），为船东赚取运费。基本上，海洋监督员是其监
督的船舶与第三方、公司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络中心，需要提供有价值的监督支持。海务是
“协调者”和“问题终结者”。根据公司管理系统，海务进一步确保以最佳方式使用公司
提供的所有资源，并维持其监督下的船舶的价值。就我们自己来说，虽然我们不直接处理
船舶预算，但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特定的预算限制，这本身就是一项技能。为此，必须拥有
扎实的航运基础，甲级船员在海上航行是强制性的。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要求船队负责
人有两年海务的工作经历，从而确保任命船队负责人时能保持较高的公信力。

3.你做了四年的海务，你认为这个岗位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我看航运业的整体视角扩大了许多。在海上指挥许多情况下，我无法完全理解公司提出的
所有要求背后的原因。换句话说，我的视角完全改变了，以前没人回答的问题，现在我都
有了答案。航运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行业，各个层面确实都在发生变化，必须以最有
效的方式面对这些变化。

4.你在这个岗位获得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
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了解了顺应力这一新理念，以及作为团队一员如何应用这一理念。
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即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所有团队成员都必须拥抱变化。不管是什
么级别的船运专业人员，如果他们无法承受日常生活中的变化，他们就无法长期留在这个
行业。

5.在你看来，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如何让岸上员工更好地与我们的海员沟通，反之亦然？
船上和岸上人员的沟通跟我担任这个职位之前的情况相似，我认为我们船上的高级船员并
不完全理解我们所有的行动和要求。我们对他们越开放，就越容易确保改善沟通。当然，
我们朝这个方向不断前进，我们定期组织船员研讨会、高级海员论坛、化学品运输船研讨
会，我们甚至让高级船员短期轮岗。这不是一项简单的金融活动，但这是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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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你在岸上办公室工作时，你最留恋海上的什么？
我留恋大海，还有指导和帮助年轻海员成长和发展的过程。

7.你现在回到海上工作，陆上办公室里又有什么是你最留恋的呢？
我主要怀念社交户外生活方式，以及办公室同事的团建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在船上更
受限制。

8.总体来讲，海上生活与岸上生活有什么区别呢？
这两种生活都具有挑战性，都有收获，但方式不同。在海上你必须忍受严酷的环境，活动
双层床（甚至在大船上也是如此），食堂水准的食物，非常有限的社交生活等，但是你有
大约等量的假期。
在岸上，全天候都要保持电话和电子邮件畅通。如果出门旅行，那通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
情发生，会乱成一团。但你大部分时间都睡在自己选择的床上，在自己的房子里，家人就
在你的身边，可以陪伴孩子们慢慢成长。在海上工作了 18 年，在岸上工作了 4 年后，我认
为现在最适合我的是两种生活相结合。

9.对考虑从事航海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为实现职业生涯中的小目标，准备好做出重大的个人牺牲。要努力学习，更要努力训练。
学习并接受不断发展的顺应力概念，这无疑将成为对这个职业而言最好的工具之一。

10.有什么话想对《哥仑比亚指南针》的读者说？
公司是关心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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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玛丽女王 2 号”
2019 年 4 月 4 日，乘务主管
海伦·尼古拉女士和我参观了
停泊在塞浦路斯利马索尔港
的“玛丽女王 2 号”。
我们登船与菲律宾船员会
面。我们每年两次参观这艘
船，讨论可能存在的问题。
这样的会面对菲律宾船员和
我们的工作都有帮助。我们
开始参观这艘美丽的船，并
拥有一次愉快的海上旅行
（总共将近两个小时）。

“玛丽女王 2 号”是有史以
来最大的跨大西洋远洋班
轮，是冠达邮轮公司的旗舰
船 。 “ 玛 丽 女 王 2 号 ”于
2003 年制造完成，可容纳约
2691 人 乘 客 和 1292 名 船
员，全年在南安普敦至纽约
（7 天）航线航行，也在世
界各地的目的地巡航。
这艘船坚固结实，典雅大
方。它拥有一个全尺寸的海
上天文馆，还为我们四条腿
的朋友准备了温馨的狗舍。
船舱内有十五家餐厅和酒吧
（其中包括：Golden Lion 酒
吧，Kings Court，Boardwalk
Café 和 Todd English）、五
个游泳池、一个全尺寸剧
院、一个 3D 电影院和一个
海上最大的舞池。

“玛丽女王 2 号”在利马索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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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船上学习与发展官 Alistair
Rodriguies（Ally）一起海上
旅行

这次旅行内容很丰富，因为
船很大（343 米长），有许
多公共区域可游览。船上放
置了一个红色邮箱，乘客可
将寄给家人和朋友的明信片
放入此处（收集时间直到
1400 小时！）。歌帝梵巧克
力也很好吃（只是看起来好
吃，没有亲自品尝）。我最
喜欢的是天文馆——只是看
着它，我便可以神游四方。
我也很喜欢那个舒适的剧
院，真的是非常棒。一张塞
缪尔·邱纳德的照片吸引住了
我。仔细观察后，我发现这
张照片是个拼图，每个部分
都是冠达邮轮公司过去的轮
船的图片。

“玛丽女 王 2 号”奢华迷
人。餐厅让我想起了旧时的
邮轮，特别是设计优雅的楼
梯……
有趣的是，“玛丽女王 2
号”有多种餐饮可供选择，
比如女王烧烤餐厅有女王烧
烤游客餐，公主烧烤餐厅有
公主烧烤游客餐，不列颠烧
烤餐厅有不列颠烧烤游客
餐。它们时尚而舒适。我对
图书馆印象特别深刻，图书
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可
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有些人可能会想，七天的穿
越大西洋之旅会不会很无
聊……

总体来讲，船的内部装修风
格非常浪漫，就像走入童话
世界……

一张照片上有数千艘船……
怎么可能无聊……好玩的多
着呢！与船员和欢乐的乘客
一同乘坐这艘著名的邮轮是
一次很棒的体验！我们感谢
所有相关人员，并祝愿所有
高级船员、船员和乘客一帆
风顺。
斯蒂芬妮·德拉库（Stefanie
Drakou）
塞浦路斯哥仑比亚船舶管理
有限公司乘务部行政助理

创意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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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来电……

女王乘坐“女王号”！

在利马索尔停泊处登上
“STH 雅典号”参观
5 月 4 日，从埃及驶往乌克
兰的“STH 雅典号”途中在
利马索尔停泊处停靠让清理
货舱的团队登船。该船只计
划在停泊处停留几个小时。
这对利马索尔代表处的一些
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可以短时间登船参
观。
我们在利马索尔港登上了服
务船，大约 20 分钟后我们靠
近了“STH 雅典号”。当天
阳光灿烂，我们靠近看时，
觉得船真的很棒。船长和大
副登上港口舷梯，都在等待
迎接访客。
在办理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
保安规则手续后，所有参观
者都径直走上穿过起居舱室
的桥梁。
所有舱室，包括厨房和餐厅
都非常干净整洁。

“STH 雅典号”技术部门的同事
在桥上走了一小会儿后，船
长为欢迎大家在高级船员餐
厅为大家提供了咖啡。厨师
非常友好，为大家准备了一
个美味的香蕉蛋糕。
然后我们来到发动机控制
室，轮机长在那里等着向我
们展示他的工作环境。
一些参观者从来没有进入船
舶发动机室，没看过主发动
机、辅助发动机、锅炉等，
因此此次参观能增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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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桥上和在起居舱室一
样，发动机周围也十分干净
整洁。
在下船之前，我们在餐厅举
行了一次正式会议。
会后我们公开讨论哥仑比亚
船舶管理公司的价值观，以
及强调安全性和“我关心”
理念的政策。

船员确认了解这些价值观和
政策，并保证会积极遵守。
他们还对代表处给予的支持
表示满意。我谨代表管理团
队 ， 真 诚 地 感 谢 Andriy
Yevsyukov 船长和其他船员
在我们参观期间的辛勤工作
和热情款待。
Xanthos Kyriacou
塞浦路斯哥仑比亚船舶管理
公司商务经理

参观“光芒角号”
2019 年 5 月 21 日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乌克
兰分公司的一群工作人员参
观 了 M/V“ 光 芒 角 号 ” 。
“光芒角号”5 月初在敖德
萨地区的尤日内海港停靠。
帕拉·尼古拉（Para Nicolae）
船长热情欢迎我们。
我们要感谢帕拉·尼古拉船长
的热情款待，并感谢所有亲
切友善的船员。
右 上 ： （ 从 左 到 右 ）
Chernova
Alina
、
Barbinyagra Iryna、
Nicolae Vinogradova 船长、
Julia、Lysenko Daria、
Mashkevich 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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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报告系统
全体员工们，大家好：
遵守国际和国家规则和法规，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所有要求是每位员工的责任。作为
该责任的一部分，如有您遇到了任何违反了或您怀疑违反了任何规则和法规或哥仑比
亚船舶管理政策的做法，您有义务立即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强烈要求所有员工将此类信息上报给船长（如果在船上）或部门主管（如果在
岸上），或通过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等方式直接联系：


指定岸上人员（DPA）或



环境合规经理（ECM）或



最高管理层（TM）

您也可以使用特定的电子邮件地址：openreporting@csm-d.com。
如 果 您 不 想 直 接 向 公 司 报 告 ， 您 也 可 以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地 址 open-reporting@openreportlng.com 向专门的第三方报告，或拨打免费电话+800-19293949。
您不必透露姓名。但是，如果您愿意透露姓名，我们向您保证：您的身份将被严格保
密。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不会对任何上报的员工进行任何的打击报复。
你们的合作是我们的依靠。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管理层，2018 年 6 月

54

AAL 新闻

AAL 庆祝首次停
靠费力克斯托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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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L 开通“欧洲
—远东”定期航线

AAL 获奖

AAL 庆祝首次停靠费力克斯
托港——
为费力克斯托港扩建项目提
供“重磅”支持
作为开发项目的一部分，
AAL 已成功向菲利克斯托港
运送了四台橡胶轮胎式龙门
起重机（RTG），这将使这
个英国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
增加 18000 teu 的集装箱存储
容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
求。ZPMC 中国制造的橡胶
轮胎式龙门起重机在上海装
载，并通过 A 级货轮“AAL
Kobe 号”（31000 载重吨大
型 mpv）运送到费利克斯托
港。这些起重机用于 CPIA
的货物运输和航运代理业
务。每个集装箱的尺寸为
32m×14m×30m ， 重 量 不 到
2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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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遥控橡胶轮胎式龙门起
重机将在港口的 8 号和 9 号
泊位投入使用。因能堆叠六
层集装箱，新码头可以得到
更有效的利用。AAL 工程部
门提供大力支持，他们策划
了整个卸载流程并派出了一
位最有经验的货运主管
（CSI）监督整个流程，再
加上船员们娴熟的技能，四
台起重机都使用 Kobe 重型
起重机（700 吨最大升力）
安全卸载。

在卸货期间，费利克斯托港
的公司事务部负责人保罗·戴
维登上“AAL Kobe 号”，
向“AAL Kobe 号”船长亚
历 山 大 · 阿 凡 纳 斯 金
（Aleksandr Afanaskin）赠送
纪念牌匾，庆祝 AAL 首次
依靠费力克斯托港。

AAL 开通“欧洲—远东”定
期航线
AAL Europe 正式开通了“欧
洲—远东航线”，在北欧
（ ARA 范 围 和 波 罗 的 海 地
区）、中东、东南亚和远东
地区之间定期航行，且港口
停靠高度灵活。该航线的主
要优势是运营商拥有高度灵
活的 19000 载重吨 S 级重型
起 重 船 （ 700 吨 最 大 升
力），并辅以其 A 级和 W
级 mpv 船队的临时航行，可
保证满足客户频繁的航运要
求，并提供多种吨位选择。
AAL Europe 总 经 理 Eike
Muentz 表示：“自今年年初
以来，我们实际上已在欧亚
航线贸易中使用 S 级和其他
船型，并实现了可持续的货
物流量和广泛的市场利益。
这表明贸易中长久使用更多
S 级货船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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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级船型设计的主要特点是
甲板上方和下方（安全承
重）有多种货物配载配置 ，
当然 700 吨最大升力也是一
个重要特点。因此，我们可
以在同一时间运输各种各样
的货物，包括大型和重型项
目货物、杂货、钢铁和干散
货商品。

他补充说：“从欧洲过来的
默认路线都会经过地中海，
但我们也可以根据货物需求
经过西非或 PG/中东。

我们的目标是每月停靠安特
卫普、鹿特丹、汉堡以及一
两个地中海的其他装货港
口。

如果有要求，我们也可以使
用我们船队的其他船型，甚
至是“巨型”重型起重机 A
级
（31000 载重吨）和 W 级
（33000 载重吨）船型。”

AAL 荣获 2019 年“最佳项
目货运奖”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经过激
烈的竞争，AAL 赢得了亚洲
最负盛名的项目货运奖——
AFLAS 2019 年“最佳航运
公司——项目货运”。
我们感谢亚洲各代表处的所
有人在过去一年中的辛勤工
作和卓越贡献，是他们的客
户和联系人在网上为我们投
票。
此类奖项向全球市场传达了
有力而积极的信息，表明
AAL 拥有卓越的品质和客户
服务，而且我们每年都荣获
大奖。
AAL 总 经 理
Panayides

为德克萨斯州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乙二醇 II 扩建项目，AAL
釜山在南通装载 22 个模块

Kyriacos

在颁奖典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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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 哥仑比亚
航 空 服 务 公 司 （ ACC
COLUMBIA Jet Service）
成功路径：绩效—责任—公
平。
德国 ACC 哥仑比亚飞机服
务有限公司是一家领先的飞
机维修和维护机构，可为小
型、中型和大型客舱私人航
空和运输类飞机提供服务，
主要维修点设在汉诺威和科
隆/波恩机场，两个维修点均
全天候运营。此外在塞浦路
斯帕福斯还拥有航线维护卫
星站。

其他支持机构位于爱尔福
特，我们的内部翻新车间在
重型基地维护时提供飞机维
修服务。在韦格堡，我们提
供从小修到结构大修的钣金
工程。因此，可利用停飞时
间维修，而且可进一步改善
飞机的整体外观。
最大的欧洲飞机航空改装项
目
去年，ACC 哥仑比亚飞机服
务有限公司为一架“庞巴迪
全球快车”飞机进行了完整
的航空改装。本次改装为机
组人员提供安全和效率优
势。包括高速互联网在内的
新机舱系统使飞机性能与新
飞机相当，但成本仅为新飞
机的 10%。

常 务 董 事 Nils Janßen 补 充
道：“购买新商用飞机的成
本持续增加，因此运营商正
在寻求通过升级解决方案来
改装他们的飞机，他们也把
这当成一种投资。”
霍尼韦尔 2018 年欧洲、中
东、非洲和印度市场渠道合
作伙伴
多年来，ACC 哥仑比亚飞机
服务有限公司不仅在业务层
面建立了与霍尼韦尔航空航
天公司的深厚合作伙伴关
系，而且在个人层面也是如
此。与我们合作进行上述大
型航空电子设备大修是件很
正常的事，并为我们双方带
来了不少业务。

我们在汉诺威机场的机库全年无休，每天 24 小时运营

59

目前，这意味着我们公司在
行业中的认知度提高，并且
运营商以全新视角感知到我
们公司的价值。因此，我们
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获得
“霍尼韦尔 2018 年欧洲、中
东、非洲和印度市场渠道合
作伙伴”奖，并获得了
“Zealot for Growth 2019”
奖。
能取得这一巨大成归，是因
为我们能够快速适应不断变
化的公务航空市场，还因为
我们员工杰出的贡献。规划
主管苏珊娜·普法伊尔
（Susanne Pfeil）说：“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
跃。”“这证实了我们的战
略是正确的，我们因取得这
项成就得到了认可。我们付
出了很多努力。”

欧洲公务航空会展在日内瓦
举办
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 2019 年
欧洲公务航空会展上，我们
会见了我们的客户和业务伙
伴。我们已经连续 11 次参加
该会展。
我们的物流主管德克·阿金纳
（Dirk Agena）说：“我们
的分支机构没有类似的联系
和信息交流论坛。我们的主
要目标是保持与全球合作伙
伴建立的有助于我们发展的
密切联系，并寻找新的联系
以保持竞争力。总而言之，
这次会展对我们来说是一次
巨大的成功。”

目前，我们正在同时对“庞
巴迪全球”系列飞机进行三
次为期 120 个月的检查，在
整个欧洲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事！我们能做到，是因为我
们有努力工作的团队，团队
将继续努力创造业务以外的
价值。
Josseline Sery
ACC 哥仑比亚飞机服务有限
公司
管理助理

我们与霍尼韦尔航空航天公司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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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约阿希姆·布拉克
（JOACHIM B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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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 PIN CHAI

法齐·弗拉迪（FAOUZI
FRADI）

COLUMBIA DEUTSCHLAND WELCOMES JOACHIM
BRACK
1.进入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印象深刻，而且很兴奋！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是一个非
常庞大的组织，结构很严谨我必须承认，从 MPP 到邮轮，
管理的船只数量和种类也非常令人惊叹。在航运的几乎每
个领域，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都很活跃。也许在哥仑比
亚船舶管理公司目前不太活跃的少数几个领域，我可以通
过从业背景来完成好我的新角色，并且可以为哥仑比亚船
舶管理公司执行和开发这些领域。但总的来说我最喜欢油
轮。
因此，有些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 2012 年公司
处理环境事件的方式。毫无疑问，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严
格要求是正确的做法。这充分说明了公司的质量和责任。

2019 年 2 月 1 日，哥仑比亚
船舶管理公司德国分公司欢
迎约阿希姆·布拉克担任总经
理

总有一天它会以积极的方式为我们带来改变！集团的全球网络/经营是资产和优势，这些很
重要，将来会更加重要。
2.您作为总经理上任后的头几个月是怎样度过的？

非常忙碌。我一直“忙着”了解公司、附属公司以及业务组织运营的方式。有些事情与其
他船舶管理公司不同，我们公司有一个集中的运营部门。当然，我还要了解公司的人员！
总的来说，我必须感谢汉堡的员工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让我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3.你去过公司其他代表处吗？

我已经去过塞浦路斯四次了，还没去过新加坡。但如果时间允许，我一定会去的。我和塞
浦路斯代表处的员工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每个人都非常愿意提供支持，非常乐于助人！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
4.与您以前的公司相比，在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担任总经理有什么新的/不同的体验吗？

比较而言，我认为新的体验（因为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规模大）是几乎每个特定领域都
有专门的负责人。在我以前的公司里，很多同事都肩负多种职能。这意味着拥有的专业知
识更少，一般知识更多，但有时也会停靠外部人员的专业知识。5.您曾在多家航运公司担
任过高级职位，您获得的最有价值的见解/技能是什么?
在以前的公司，我参与了许多资本市场交易和并购。最有趣的事是与团队合作收购领先的
大型集团公司。从这些交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重组和破产管理方面获得了丰富
的经验。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学习曲线，也是为未来的工作做的最好的准备。所以，我
已经弄清楚业务的优劣。当我进入航运行业时，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我也过得挺坎坷，但
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6.您打算如何扩大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在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市场的影响力？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在业务开发和营销方面已经非常活跃，但在北欧却并非如此。目前
我们在开发很多挪威、丹麦、英国或美国的航运项目汉堡是前面的花园，我们的心态要调
整。比方说，挪威有很多油轮、近海和液化天然气项目。也许这会是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
司的理想发展途径。
7.根据您的经验，客户对优质船舶管理公司有什么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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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船员和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的岸上员工！对待质量就像你对待一艘船一样，要
把它当成是你自己的！要兢兢业业的工作，我们会因此而与众不同。我们永远不应该把船
当成一个数字或编号。公司庞大的规模和个人奉献精神让我们与众不同。无论在现在还是
在将来，航运都是一项事业。当然，现在数字化会带来一些变化，但我不相信自主航运，
也不相信算法能完成航运交易。这可能在某些行业是行之有效的，但我认为在航运业并非
如此。如果所有这些都能做到，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会牺牲质量。因此，优质的船舶管理
还是一项需要人工完成的工作。
8.您能介绍一下即将开展的项目/发展动态吗？

我在斯堪的纳维亚，特别是挪威有几个油轮项目，在美国和北欧等地有油轮/散货轮项目。
最重要的是，我想说服董事会直接或与合作伙伴一起进入海上和液化天然气行业。
9.为什么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在过去 40 年中取得了成功？

我认为，这四十年来，公司对海运业优质供应商的理解在过去没有改变，现在依然没有改
变。它始终要求卓越。事实上，CSM 始终不忘初心，并且始终警醒，任何错误都可能对业
务带来潜在风险并对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在我进入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之前，我就知道该公司在油轮领域拥有非常好的声誉和出
色的业绩。举个例子：我以前的公司曾经想从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旗下的德国 KG 购买
一艘油轮。派去做买方检验的检验员回来说，他从未有过如此棒的检验经历，并且对哥仑
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工作的员工印象深刻。一些与船员有关的事项后来也被纳入我们公司的
标准。在检验前，因为船龄及 KG 的情况，我对油轮的期望值很低，但后来我对油轮的看
法大有改观。这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卓越的船员工作和岸上工作，这些工作与船舶
质量管理息息相关。
10.您对公司未来有什么展望？

一个愿景是，继续做海运业的优质供应商，并确保集中精力做事情。I CARE 和环境合规运
动都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另一个愿景是岸上和船上的业务需求日益增加。我们必须
明白，航行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海员不要被行政和文书工作所淹没。我们必须让这些事情
变得简单，并尽可能减少这些事情。软件可以大量减少海上和岸上的行政工作负担。我在
其他公司见过这种软件。重申一次，在如今的竞争中，软件可以带来重大改变。
11.有什么话想对《哥仑比亚指南针》的读者说？

船舶管理公司的生命在于船舶的归来和起航。我们应该习惯这一点，这是我们工作的本质。
有时我们会损毁船只，这不是戏剧性事件，因为前面会有 10 艘新船在等候。有人曾经告诉
我：船就像公共汽车，总有新船会来。事实就是如此。
---------------------------------------------------------------------------------------------------------------------HUI PIN CHAI（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新加坡公司）
1.是什么吸引您进入海运业？

当我决定上大学时，我看到海运业鼓励更多女性加入。工作
并不仅仅局限于海上工作，还有不少岸上工作机会。对海运
服务的需求是全球性的，工作很多样化。事实上，通过在不
同工作职能中发挥我的长处，我开拓了眼界，并在我的职业
生涯中取得了进步。

2.您进入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所在的部门是技术部，我对这个部门的第一印象是，这个
由技术团队和采购团队组成的部门非常团结合作。办公室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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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满笑声，因为团队在轻松的氛围中工作，懂得如何在认
真工作和轻松休闲之间取得平衡。
3.你工作中有什么内容最具挑战性？

我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内容是确保团队遵循程序和指令，减
少人为错误并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成本。另一个挑战是通过良
好的沟通建立并维持与客户的良好关系。

Hui Pin 在新加坡出生并长
大。她完成了研究生课程
世界海事大学海事执行管理
文凭。她还拥有默多克大学
的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学
位。Hui Pin 于 2014 年加入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新加
坡分公司，几年后被任命为
商务经理。

4.你获得的最好的职业建议是什么？

我的导师在工作中给了我这样一条建议：“没有什么事情有那么复杂，如果有什么事情你
不确定或不懂，不要害怕寻求帮助。”通过遵循这条建议，我发现我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我的错误，并从团队成员那里获得知识。

5.在您看来，一名优秀的商务经理需要具备哪些特征？

一名优秀的商业经理应该能够虚心接受批评，有耐心，并能与团队合作以减少重复工作。
此外，必须具备良好的谈判技巧，以达成工作目标并取得最佳结果，能与团队进行有效沟
通，并成为一名优秀的团队合作者。

6.新加坡港是全球知名的海运枢纽。您个人最喜欢新加坡港哪一点？

新加坡港作为亚洲的主要转运枢纽，具有极高的连通能力。这吸引了世界上主要的航运公
司和联盟入驻新加坡。新加坡港还为该地区的小型港口建立了可靠的连接馈线网络。新加
坡港具有竞争力，这是新加坡成为全球知名海运中心的另一个原因。该港口能在较短航程
时间内提供高效服务，帮助航运公司降低成本。新加坡不断为创新和技术投资，由此提高
生产力并保持其作为最佳国际港口的地位。

7.您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呢？

我喜欢在周末参观城里最新的艺术展览。新加坡的各种公共博物馆定期更新主题展览吸引
有不同兴趣的人群。我最近/迄今为止最喜欢的展览是《极简主义、空间和光》
（Minimalism.Space.Light）。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和艺术科学博物馆，该展览展出了多位
艺术家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展览能启发灵感，激发我们追求表达意见的自由。人们发现自
己可以通过他们的艺术作品获得自由和表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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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齐·弗拉迪（FAOUZI FRADI）船长
1.在您看来，好的培训师有哪些特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说说我们的学员。大多数学员（我们
的海员）年龄在 18 岁到 65 岁之间，他们是有不同级别、背
景、教育程度甚至文化的成年人；然后我们再来考虑我们期
望培训师具备的最重要的技能。如果参考成年人学习者特征
（CAL）模型，就可以得出结论，成年人学习计划应该利用
学员的经验，成年人应该受到挑战以促进他们的个人发展，
他们应该有不同的学习计划可以选择。

我们的培训师应该懂得如何吸引学员，并利用他们的知识为
他们自己和他人带来好处。培训师应该不断进步，应该了解
现代教育学。然而，他们还必须具备出色的沟通技巧，能够
更多地发挥辅导员而不是教师的作用，要有自信，敢于挑
战，并对教材有深入的了解。培训师最好有一些航海经验。

2.2019 年与 Adobe Systems 合作推出的新的数字化学习管理
系统（LMS）在航运业是史无前例的。您能否能分享一些
目前收到的船员的一般反馈意见？
推出学习管理系统后，我经常查看有多少海员自行注册选修
课程，最新的数据是注册人数超过 1100 人。坦率地说，最
初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很多人一直说海员不喜欢花时间培
训。我在系统中查看反馈和讨论时发现，很明显各地的大多
数学员都喜欢按他们自己选择的时间和进度完成培训。无论
是在家还是在船上，这项技术无疑能帮助海员成长进步。

集团培训总监 Faouzi 在旅游
城市苏塞出生并长大。他后
来在突尼斯国家海事学院学
习了 4 年，并在法国完成了
专业课程学习。Faouzi 在石
油和化学制品轮船和天然气
运输船上工作了 13 年（包括
担任船长的 7 年），然后在
拉古莱特港担任领港员。
Faouzi 于 2012 年加入哥仑
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担任海
务监督员，后来在 2015 年被
任命为培训经理，随后于
2018 年担任船员经理。最
近，Faouzi 被提升为集团培
训总监。

3.您预见在未来，培训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
现在有几种颠覆性技术正在进入培训行业。即使现在要评估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甚至交叉现实（XR）
等效果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必须接受它们并让我们的船员有
机会对这些技术进行测试。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必须
为成年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培训选择方式。
另一个发展趋势是船员们能更多地接触网络，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可以轻松地运用谷歌搜
索问题，或通过 YouTube 学习如何做某件事。我们应该将这视为一种优势，在不久的将来，
课程设计应该能让学习者使用他们自己的设备搜索更多信息并与培训师互动。培训也将变
得更加以学生为中心，并将重点放在社会建构论上，这将让课堂更加灵活，教学空间更具
吸引力，并需要更多的技术，如智能黑板，人工智能（AI）和区块链，3D 打印和物联网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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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船舶管理公司在船员教育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众所周知，新技术、先进的自动化和快速数字化是目前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技术的快速
发展要求船员操作高度先进的自动化系统，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完全熟悉。此外，除了少
数精通计算机的高级人员外，大多数人只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知识，现在他们面临着网络安
全威胁，必须遵守 GDPR 等法规。尽管培训很关键，但它不能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
匙。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哥仑比亚制定了详细的操作程序，并且由制造商准备或与制造商
一起准备特定培训，建立起船员的适当熟悉度，当然，办公室技术团队和海事小组也在持
续提供支持。

5.您能和我们分享某些 2019/2020 年的项目吗？
最重要的项目是，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将在马尼拉建立第一个自己的培训中心，该设施
将包括几台模拟器，如全任务船桥模拟器、ECDIS、ERS 和 LCHS。培训中心将新增一个
新的卫星控制室（POCR），该控制室也将用于培训高级船员。我们正雄心勃勃地发展我
们的电子学习体验，并开发新的现代化、互动课程，这将让我们的船员和客户受益。

6.您最喜欢您的工作的哪个方面？
我父亲是一名高中老师，我的祖父也是老师。在我开始第一次海事资源管理课程授课之前，
我才意识到这是融入我血液的家族传统。这门课程主要针对从人为因素方面避免事故和改
变态度，需要极强的授课技巧。这在一开始是一个挑战，但后来我发现我很喜欢与数百名
船员和办公室同事一起完成每次的课程、讨论和团建活动。

7.您在海上有哪些最难忘的时刻？
让我感到骄傲的时刻是那些我为挽救某些人的生命做出贡献的时刻。作为老师，我曾两次
在极端的环境和情况下设法安排生病船员的紧急医疗护送，后来我才知道这救了他们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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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指南针》第 13
届摄影大赛

第 1 类——船上生活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我们的第
13 届年度《哥仑比亚指南
针》摄影大赛正式启动，所
有岸上和海上的哥仑比亚船
舶员工（不包括编辑团队成
员）均可参与。我们也欢迎
CSM 员工的配偶和子女参
赛。
《哥仑比亚指南针》大赛旨
在呈现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
航运时刻。为何要参赛？您
的照片将在我们公司的社交
媒体渠道、在线门户网站和
未来的营销活动中展示。每
个类别的冠军都将赢得一部
高端数码相机，亚军将获得
一本摄影书。重要提示：

第 2 类——壮丽的海洋风光

拍照时请务必严格遵守安全
程序；Schoeller 先生将在每
个类别中选出冠军和亚军。
参赛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15 日。我们将在下一期
《哥仑比亚指南针》中公布
获奖者。45.注意：您提交
照片即表明您允许哥仑比亚
船舶管理公司在将来以促销
目的再次使用照片。
第 3 类——工作中的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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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游艇团队参加慈善活动
2019 年 4 月 6 日星期六，
Motor Yacht ALIVE 的船员
参 加 了 BWA 五 项 全 能 比
赛，为 Cruyff 基金会筹集资
金。该基金的使命是为残疾
儿童体育运动和比赛提供支
持
www.cruyfffoundation.org/en/
BWA 是一家总部位于西班
牙的货运代理商，在维拉诺
瓦为我们提供协助。他们询
问我们是否想要注册一个至
少有 5 名船员且不超过 10 人
的团队。由于我们游艇
ALIVE 只有 3 名船员，我们
不得不寻找到更多的船员与
ALIVE 团队联手。我们在西
班牙维拉诺瓦港口的 Motor
Yacht VABENE 上找到了一
名船员，在游艇 GALILEO
G 上找到了 4 名船员。现在
有了 8 名船员，我们可以完
成注册并与其他 9 支队伍竞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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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竞赛于 4 月 6 日星期六
在巴塞罗那纳塔西奥俱乐部
举行，水上运动中心就在
MB92 大型船厂的街对面。
我们在 14:00 点开会，被告
知比赛时间表，并且每个团
队分配到 2 名超级小英雄和
一名指定教练。然后我们进
入了一个大规模的热身环
节，其中包括一些有趣的练
习。
比赛随后在 15:00 开始，我
们的团队首先参加了一场水
球比赛。我们开局制胜。
在水球比赛取得胜利后，我
们继续赢得了下一场比赛，
这是一个漂流挑战。

我们必须用手或脚设法到达
泳池的一端，然后再返回。
我们进行了 3 轮比赛，并且
全都赢了！我相信 ALIVE 团
队成员非常有竞争力。
之后我们参加了皮划艇挑战
赛，我们认为我们抽到的对
手是实力最强的队伍。

在泳池中活动了大约一个小
时之后，我们已经热好身，
准备好去参加一些其他的运
动，包括轮椅篮球和足球。
之后，我们参加了颁奖 仪式
和欢乐的烧烤活动，有饮
料、现场音乐和摇滚 DJ。孩
子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
光，这太棒了。
这场活动成功为基金会募集
了 6000 多欧元。ALIVE 的
参赛者有我自己、大副克里
斯多夫·皮克林（Christopher
Pickering ） 和 乘 务 员 领 班
Oliwia Karbowska。
Campbell Stichbury 船长
Motor Yacht 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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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生活
走近船员生活
我正在我的房间里打包行
李。为了我的长途之旅，我
在行李箱里装了一大堆衣
服，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当
然，我会想念很多人和事，
比如家人的声音和面孔，但
是 我会把告别的拥抱和祝福
留到最后时刻。几天之后，
我准备好环游世界了！
今天是时候进行最后的告别
了，我再次转过身，看着我
的家人，感受到他们的担
忧。
再见了，亲爱的家人们，我
终将回家。随着行李箱轮子
的滚动，登机牌被撕下，机
场工作人员在我的护照上盖
章。此时，我正在强忍眼
泪，如果我能把你们都带
上，那该多好。

现在，我在船舱里，我整理
好自己的情绪，没有时间回
想什么，我穿上了我的制
服。站起来！振奋起来！到
了和海浪共舞的时候，这只
是我旅程的开始，这是我自
己选择的道路。
没有哪一天，我会不想到家
中的亲人。真的，建立亲密
的关系需要时间，但我不得
不花费很多 时间与船上那些
欢心、兴奋的人们在一起，
但我与他们之间还没有任何
共同的回忆。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喜欢做
船员。对于许多人来说，大
海意味着无拘无束，还有就
是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或
者 为未来省下很多钱。
但对我来说，我可以免费旅
行，遇到不同文化的人，但
无论原因是什么，我都是有
偿做这件事。

船上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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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家人的声音并在我的电
脑屏幕上看到她们根本无法
填补我心中的空白。在最美
好和最糟糕的时候，谁不想
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
如果你想看看这个世界，做
一名船员就有机会去到 不同
地方。这是一段非常令人兴
奋并且难忘的经历。在这
里，我又一次计算还有多少
天就是假期，一旦我的合同
到期，我就一刻不停地奔回
家里。

我的手提箱里装满了纪念
品，手机里面有我们所到之
处的各种照片。我终于登上
了将我带回家的飞机。我终
于回到了家里，没有什么别
的可说，只有一句：“我回
来了，我回来了！”

John
Floyd
Balderas

Lagalagot

二副
机动船 Asia Zircon II

作为船员的经历提醒我，自
己身上发生了多少变化，以
及我将来可以征服多少困
境。我肯定会想念像你们这
样的好朋友和同事的陪伴，
是你们让我的这一旅程更加
轻松。
我终于完成了在这漫长的旅
程中我分配到的所有任务，
我生命中的这一章到此完
结。久别之后，我马上要回
到家里。

Asia Zircon II 船员——运动时间！

穿着官方篮球队队服的 Asia Zircon II 号船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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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赛马游戏的一天！
感谢 Philipp Wessling 船长跟
我们分享的了一个关于团队
精 神 的 故 事 。 AAL
NEWCASTLE 号在离开澳大
利亚后遇到主引擎故障，他
的船员们一起克服了很多困
难。“我的船员们非常努力
地工作了多个小时，让发动
机恢复运转，然后进行油箱
清洁等工作。尽管工作很辛
苦，但是大家通过享受一些
创造性的休息时间来保持团
队精神，比如制作赛马桌
游。”

船员的“岸上假日圣经”

航海谚语

我们的“Nordic Space 号”
总工程师 Vadym Yaschenko
为船员提供了有用的船上生
活提示。
“受到我上一艘船的启发，
我们在船上制作了一个关于
上岸游览港口的信息簿。岸
上成员休假后，他们会根据
他们在所到之处掌握的有用
信息，对信息簿进行更新。
这些信息可以包括购物细
节、最有趣的地方，以及某
些地方是否安全。我们把这
本信息簿称为“岸上假日圣
经”。
Vadym 还为我们的《哥仑比
亚指南针》读者分享了一些
航海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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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总工程师 Vadym Yaschenko
⚫

《岸上假日圣经》——分享
各港口信息的创意之作

平静大海不造就优秀水
手
云越高，天气越好
停泊在港湾的船是安全
的，但那并不是我们造
船 的 目 的 （ Grace
Hopper）
确保航行成功取决于有
技巧的驾驭而不是船支
本 身 （ George William
Curtis）
我们不能控制风，但我
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帆
（Bertha Calloway）

体育新闻——哥仑比亚的铁人
吉尔伯特（Gilber）船长
3 月，Gilbert G. Garcia 船长
——Senator Crewing (Manila)
Inc.公司总经理 完成了半程
铁人三项赛（1.9 公里游泳
/90 公 里 自 行 车 /21 公 里 跑
步）。3 月 24 日，吉尔伯特
在他的年龄组 432 个选手中
获得第 28 名。之后，他于
2019 年 6 月在苏比克湾完成
了另一次半程铁人三项，在
604 名参与者中排名第 177。
吉尔伯特最近在德国完成了
挑战罗斯（Challenge Roth）
比赛（3.8 公里游泳/180.2 公
里自行车/42.2 公里跑步）。
吉尔伯特超越 2018 赛季的表
现让他在同年龄组中排名前
5% ， 赢 得 了 2019 年 All
World Athlete 铁人三项银牌
运动员的荣誉。

吉尔伯特船长越过终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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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队 经 理 格 雷 戈 里
（Gregory）

营销经理尼古拉斯（Nicolas
Papados）

CSM 塞浦路斯分公司的船队
经理 Gregory Spourdalakis 于
4 月 14 日 在 希 腊 Costa
Navarino 以 06:04:39 的成绩
完成了半程铁人三项 70.3。

CSM 塞浦路斯分公司营销经
理 Nicolas Papados 于 2019
年 7 月 7 日在奥地利-拉根福
完成了一场全程铁人三项
赛，完成时间为 13 小时 15
分钟。

格雷戈里已经完成了 8 场马
拉松比赛，2019 年 11 月份
还将在希腊参加一场马拉
松，而希腊正是“经典马拉
松比赛诞生的地方”。
他还在 2017 年在巴塞罗那完
成了 4 次半程铁人三项赛和
一次全程铁人三项赛。
格雷戈里也期待着充满挑战
的 2020 年——他已经在奥地
利登记参加一场全程铁人三
项赛。

船队经理格雷戈里接受观众
的加油鼓劲

全程铁人三项赛包括 3.8 公
里游泳/180 公里自行车/42.2
公里跑步。
尼古拉斯将他的训练安排表
描述为“在泳池无休止地训
练，当其他人还在熟睡时，
我已经花费了数小时的时间
练习一公里又一公里，不断
拓展极限。越过终点线就足
以让你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
是值得的。”

营销经理尼古拉斯专注于比
赛

哥仑比亚“关爱猫咪”项目
哥仑比亚海滩度假村于 2002
年在塞浦路斯的皮苏里湾开
业。除了热情地为客人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外，度假村团
队还积极参与环保活动并为
当地的癌症慈善机构提供支
持。此外，他们也努力照顾
当地的流浪猫。
哥仑比亚关爱猫咪项目
（CCCP）始于 2009 年，由
哥仑比亚海滩度假村老板
Heinrich Schoeller 先 生 发
起 ，他认为度假村有责任发
挥自己的作用并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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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猫健康状况不佳，无人
照顾，不受欢迎——许多猫
咪都在受苦。度假村团队受
到启发，共同支持 Schoeller
先生的目标，即让度假村周
围，甚至整个皮苏里海湾的
野猫受到控制，最重要的是
保持健康。
Schoeller 先 生 评 论 他 参 与
CCCP 时说道：“塞浦路斯
的野猫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
题。野猫的数量越来越无法
控制，并且对整个岛上的猫
都不利。皮苏里湾地区也不
例外，我的目标是以某种方
式确保这些猫得到妥善照
顾。

“野猫繁殖很快，它们会变
得令人讨厌，而且这个标签
对于猫和那些与它们共同生
活在一起的人来说都是一个
问题。我很快就明白事情不
一定要这样发展。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企业，哥仑比亚酒
店 度 假村公司 可以树立榜
样，确保猫咪健康繁衍，把
它们变成当地一个受欢迎的
景象。“我对 CCCP 感到非
常自豪，其中的工作是无可
估量的，所涉人员都是动物
保护和环境保护的优秀大
使。”

CCCP 项 目 由 度 假 村 与
“ZYPERNPFOTEN
IN
NOT” 机 构 的 Barbara
Bahlburg 联 合 启 动 ，
Barbara Bahlburg 是 一 名
热心的动物活动家，当时
正在德国帮助重新安置塞
浦路斯流浪狗。
他们的目标很简单：让本
地流浪猫恢复健康，控制
其繁衍并将其融入当地社
会。在最初几个月，项目
参与者采取了一些重要步
骤，对所有猫都进行了健
康检查，并根据疾病和伤
情进行治疗。然后他们对
野猫进行绝育，植入芯片
并接种疫苗，目前，所有
流浪猫都在接受定期的健
康检查。哥仑比亚海滩度
假村为野猫提供食物和住
所，慢慢地，猫咪成为度
假村家庭的一员。

度假村团队欢迎猫咪的前
来，其中有些“人物”很
快成为常客。客人可以和
猫互动，并且这样做是非
常安全的。但同时，该项
目并不没有做过火，度假
村已经找到了一个非常好
的平衡，不会让那些不想
接触猫咪的客户受到干
扰。
CCCP 项目由热心的客人
提供捐款。

2019 年奖项
企业旅游奖——2019 年度海滩度假酒店奖
英国航空公司——客户卓越奖
Booking.com——客户评论奖
七星奖：
2019 年七星级豪华酒店及生活方式奖
Trip Advisor2019 年旅行者选择奖
绿色标签奖
酒店及度假村行业“Signum Virtutis”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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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收到的所有捐赠都直接存入
专用 CCCP 账户，用于确保 猫咪
保持健康快乐。我们的猫咪可以由
客人赞助，每年只需 25 欧元；这
笔金额用于兽医费、食品，以及确
保猫护理设施保持最佳状态。
我们的一些猫咪甚至已被德国和英
国的一些家庭收养。
Anthea Vikis
营销经理
关爱猫咪项目经理
哥仑比亚海滩度假村

这个夏天有何美食？
哥仑比亚
餐厅

夏季即将到来，哥仑比亚餐厅正在优化菜单，改造厨房，
培训新团队，准备迎接在塞浦路斯无疑最受欢迎的季节。
20 多年来，集团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用餐体验，
贴心的服务以及新鲜、独特风味的创新菜品搭配，全力打造
让客户的每一个需求都得到精心照顾的环境。那么今年，哥
仑比亚餐厅会为大家带来什么？对于刚刚起步的餐厅来说，
更多的是成长！
第二家分店
如果你已经去过哥仑比亚糖果屋，那么得知今年夏天开设了
第二家零售店的消息应该不会让你感到意外。备受喜爱的糖
果屋于去年首次在哥仑比亚广场向公众开放，提供各种自制
甜点、糕点、零食和优质意大利咖啡，顾客可以在店内享
用，也可以带包带走。今天，糖果屋已经成为那些寻找创意
烘焙食品、精美定制蛋糕、新鲜面包和片状糕点的人们的最
爱。顾客还可以享用精致的蛋白杏仁饼干、奶油冰淇淋和各
种巧克力，也可以将这些制成完美礼品盒。访问 columbiaconfectionery.com，了解更多信息并随时了解即将开业的第
二家店铺的消息。新店同样位于 Spyros Kyprianou 街道上主
要生产单位附近。
岛上第一家自助式意大利餐厅也很快得以扩展。La Boca 餐
厅计划在今年夏天推出第二家新店，La Boca 餐厅每天都会
吸引所有年龄段的顾客，大家在这里享用美味的意大利菜
肴、披萨以及亚洲美食。餐厅位于哥仑比亚广场，独特的站
点下单系统、开放式厨房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鲜意大利面
食，毫不费力地吸引了那些寻求全新用餐体验的人。有关
La Boca 新店的更多信息，将在下一期《哥仑比亚指南针》
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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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哥仑比亚牛排馆将在夏季的大部分时间
里休业，但绝对不会休息！
6 月至 9 月是这家广受喜爱的餐厅的装修时
间，同时餐厅也在准备为即将到来的 秋季
提供更优质的客户体验，包括概念升级和全
新的酒吧区。

今年夏天，利马索尔的哥仑比亚海滩也将迎来另一个梦幻般的季节。塞浦路斯这家备受赞
誉的热点餐厅正准备迎接夏季的一系列 DJ 嘉宾和全天活动，而其全面更新的菜单为纯素食
者、健康饮食爱好者和美食爱好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美味选择。哥仑比亚海滩提供全新的夏
季鸡尾酒菜单，酒吧全天候开业，超棒的游泳池、休闲草地和独特的餐厅，完美满足顾客
在室内、室外和公共海滩的需求。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olumbia-beach.com 或关注品牌 Facebook 页面以获取更多新
闻和活动更新。最后，哥仑比亚餐厅的最新成员也将在夏季继续留下深刻印象，其全新概
念已在全岛范围内备受关注。夏威夷风格的 Pokeloha 寿司餐厅受到健康爱好者、素食主义
者，纯素食者和那些寻求新鲜便餐的人们的热烈欢迎，这些新鲜的轻饮食甚至可以满足最
挑剔的味蕾。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哥仑比亚广场，请尽快发掘这个新的美味趋势，并在
www.poke-loha.com 上了解更多信息。
哥仑比亚餐厅所有员工祝您夏季快乐，胃口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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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雾号”的历史
在特殊场景中，雾可以营造
出怪异的风景或沉默感，或
者让照片看起来具有空灵
感，从而带来美妙的氛围。
因此，雾气缭绕的照片像幻
觉一样，让人们可以想象被
吞噬的巨大结构，如有着 82
年历史的旧金山金门大桥，
仿佛漂浮在空中的远洋船
只，以及被天空灰云吞没的
大都市。然而，当雾中水粒
子的密度达到最密集的形态
时，雾会严重限制人的视力
并导致低于 1km 至 0 的能见
度，这在海上航行时是极其
困难和危险的情况。
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在没
有任何信号可以传输的时
候，发生碰撞和搁浅的威胁
是真正存在的。在使用导航
系统之前，船员和灯塔管理
员都必须在这种情况下手动
发出警报。通过警报告知自
己的位置，以避免在公海发
生碰撞。同样，海岸 喇叭和
灯塔会警告接近船只的航行
危险，如危险的海岸线、桥
梁、岩石和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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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装置已经存在了数百
年，最初它们是锣或钟的形
式，然后在 18 世纪的一小段
时间类似火箭和加农炮。
1853 年，苏格兰移民 Robert
Foulis （ 1796-1866 ） 在 加 拿
大发明了第一个蒸汽动力雾
号。Foulis 是一名工程师、
土地测量师、艺术家和发明
家。据称，Foulis 在一个大
雾天回家，听到他的女儿在
远处弹钢琴。他观察到较低
的音符更容易被听到，因此
比高音符传递更远。他认为
这可能非常有用，可以解决
在有雾的条件下船只碰撞的
常见问题。在 6 年的时间
里，他设计出一种可以产生
低频声音的装置，发出的声
音可以远距离穿过水雾，让
远处的船只听到。

这个装置 背后的原理是声音
频率；较低的音符具有较长
的波长，这意味着它们更容
易克服并绕过障碍物。此
外，水粒子更容易扩散高
音，因此高音无法长距离传
播。
第一台蒸汽动力自动雾号安
装于 1859 年左右，位于加拿
大新不伦瑞克的帕特里奇
岛。然而，由于未知原因，
另一名美国工程师注册了该
设备，设备安装后被命名为
“Ver-non-Smith 号角”；因
此，虽然 Foulis 被认为是该
装置的发明人，但他从未获
得专利，也没有因此获得任
何收益。第一只雾号在 1859
年至 1998 年 5 月 4 日下午 3
点一直保持工作状态，共服
役 139 年。美国海岸警卫队
在某个晴天关闭了它。

大雾中的旧金山金门大桥
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一
位名叫罗伯特·霍普·琼斯
（ Robert Hope-Jones ） 的 英
国管风琴设计师即兴设计了
他的管风琴，制作出一种
“折音”音调。他的低音雾
号 由 加 拿 大 人 John Pell
Northey 进一步开发，增加了
二次压缩空气供应，创造了
我们今天所知的双音雾号。
自那以后，雾号经历了机械
演化，并且现在几乎已经消
失。从煤加热、手动操作、
蒸汽驱动到全自动电动压缩
空气，现在的雾号设备向开
放海域“射出”激光束，如
果光束反射一定量的光线
（即从船身上反射回来），
传感器将自动激活雾号。另
一种可用的系统具有检测和
测量空气中颗粒的传感器，
因此当达到阈值时，警报自
动激活。

当然，有些系统仍然需要操
作员按下开/关按钮。虽然技
术的进步以及 GPS、声纳和
雷达等现代导航设备已经将
雾号淘汰掉，但在世界各地
的许多地方，雾号仍在使用
中。
1977 年实施的《国际海上避
碰规则》根据船舶尺寸确定
了声音信号设备的要求。自
1850 年以来，对船舶就有安
装雾号的要求，这一要求仅
被现代 导航设备所取代。

一个现代雾号的关闭
此外，考虑到许多较大的现
代船舶已经封闭了上层结
构 ，并且 引擎工 作声音较
大，因此让船员只依靠“听
觉”捕获雾信号并不实用也
不安全。然而，有一些较小
的船只没有船上的相关技
术，确实需要依靠雾号声来
导航，这总是谨慎和安全
的。
也许岸上雾号会在未来几年
内彻底消失，所以如果你足
够幸运地发现自己听到一个
遥 远的 轰 鸣声， 品味那一
刻，聆听它深沉的优雅和暴
风雨般的呐喊，感受包裹在
声音中的风景，告诉你自
己，你用耳朵看到了你用眼
睛看不到的东西——安全的
声音。
我 们 感 谢 Foulis 先 生 的 发
明，同样感谢他的女儿带来
的灵感。
Maria Theodosiou
商务经理
GEN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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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成为国际领先的船舶管理和海运服务提供商。

我们的使命
在完全遵守国际和国家法律、其他行业标准和准则的前提下，依据客户的需求和期望，
管理和操作船舶，使得船舶在质量、环保、节能和经济方面达到最高水平，从而让客
户完全满意；全面致力于零事故、零损失、不伤害环境和减少许可排放；以及充分认
识到我们所有岸上或船上员工的至关重要性，从而实现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价值观
● 尊重 ● 忠诚 ● 适任 ● 负责 ● 热情

我们的政策
本公司承诺：

总体政策
● 提供符合最佳行业标准的有效、安全、环保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服务；
● 完全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家、地区和国际规则和法规；
● 创建和实施行业最佳实践；
● 努力在所有活动领域不断改进。

质量
● 提供卓越的船舶管理，包括量身定制的创新服务；
● 满足并超越客户要求；
● 专注于提高客户满意度。

安全与健康
● 为所有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 旨在实现无事故运营；
● 防止人员伤害、丧生和避免财产损失；
● 评估其船舶、人员和环境的所有风险并制定适当的保障措施；
● 不断推进安全文化；
● 准备应对任何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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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能源
● 维持和保护自然资源；
● 防止任何污染；
● 减少其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 控制和改进能源消耗和效率。

安保
● 确保人员、船舶和办公地点的安全；
● 尽最大努力保护网络安全。

信息技术
● 通过选择、使用和控制适当的信息技术来支持业务流程。

数据保护
● 正确合法地处理有关其员工、客户、供应商和其他第三方的所有个人数据。

员工
● 聘用合格、经验丰富和身体健康的员工；
● 培养和提升员工资质和技能；
● 提供足够的资源以确保员工的福利；
● 对于违反公司政策和/或程序，以及适用规则和法规，或者未能报告任何其违规行为
的任何员工，施以纪律处分和/或辞退。

药物和酒精
● 严禁员工在因酒精或任何非法药物或非处方药而受伤的情况下履行职责。

反贿赂
● 预防、侦查和报告行贿者；
● 对任何形式的贿赂保持“零容忍”立场。

反骚扰
● 确保员工在工作场所不受所有其他员工的骚扰；
● 对与任何员工、承包商、乘客或其他第三方的种族、民族或国籍、肤色、性别、性
取向、宗教、年龄、残疾或其他个人属性相关的任何骚扰实行“零容忍”；
● 敦促立即报告任何骚扰案件；
● 对任何上报的案件进行及时、彻底和灵敏的调查。

开放式报告
● 确保并促进所有员工免费和匿名报告关于不遵守规则和法规或公司政策的任何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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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题；
● 调查并跟进通过开放式报告提交的任何问题；
● 禁止对报告不合规情况的员工进行任何报复。

道德准则
● 确保商业实践中的道德行为；
● 促进业务中的诚实、正直和公平；
● 保护所有员工和公司免受个人的、有意或无意的非法或破坏性行为的影响。
最高管理层
2018 年 10 月 1 日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本政策声明经公司最高管理层批准，适用于公司所有岸上或船上的员工。本公司承诺
向所有员工、合作中的承包商、本公司代表或公众传达本政策声明。本公司进一步承
诺为本政策声明的实施提供所有必要资源，以实现公司管理体系的合规性。本政策声
明每天都须经最高管理层审核，以确保可持续发展。

灯塔角

咖啡、休息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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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指南

智力游戏

设计灵感

投稿指南
《哥仑比亚指南针》创立于 1994 年，每年
出版两次，即冬天和夏天各出版一次。
我们与全球读者和哥仑比亚大家庭分享公司
新闻。我们现征集常规部分（船队新闻、船
上生活和运动事件）以及公司新闻有关的稿
件。由于咨询人数增多，我们在此附上我们
的投稿指南。欢迎广大同事将稿件发送至
compass@csmcy.com。
如果您已经为即将出版的期刊设计了类似的
主题，请发送您的文章提案。我们将为作者
提供全文校对支持。
如有要求，我们将向您发送写作提示表和截
止日期信息。
我们期待您的回音。

九宫格游戏

谜语
1.不管你使用我是多是少，你每个月都会改
变我。我是什么？
2.无论谁制作了它，都不告诉它。无论谁有
了它，都不知道它。无论谁知道它，都不想
要它。
3.我跑，它也跑，我停，它还跑。它是什
么？
4.什么东西有四条腿和一个身体，但不能走
路？
5.什么东西像大象一样大，但重量为 0 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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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游戏
设计灵感

答案

书的世界
大海激发了无数作家在海上分享勇气和
冒险的故事。在下一页，我们将展示适
合所有年龄段的书籍封面，以为你的夏
季阅读提供一些灵感。故事是永恒的，
像大海一样！

1.日历
2.假币
3.我的手表
CSM 忠实的朋友

4.一张桌子
5.大象的影子
考眼力
找出蘑菇在哪里

Lola 2,5 years old
Old English Bulldog
owned
by
Miles
Gerdes,
Director
Operations of HANSE
Bereederung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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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半的
英国斗牛犬，它的主人
是 HANSE Bereederung
GmbH 运 营 总 监 Miles
Gerdes 信条： “打个小盹
总比不睡好。”“吃是一天
中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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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公告
我们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我们全球哥仑比亚大
家庭的最新成员。这些特殊的宝宝是在我们
出版了上一期冬季期刊后出生的。恭喜并感
谢我们自豪的爸爸妈妈们。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Niklaus Ng Rui Nan
出生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
母亲姓名：
Low Chiew Peng
采购主管
父亲姓名：
Ng Kim Seng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新加坡分公司
Nur Batrisyia Bte Emy
出生日期：2019 年 2 月 4 日
母亲姓名：Noorhayati Abdul Rahman
（会计账目行政/会计部门）
父亲姓名：
Emy Mohd Hasim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新加坡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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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etra Kyriakou
出生日期：2019 年 5 月 23 日
母亲姓名：
Effie Nicolaou
采购员（技术部门）
父亲姓名：
Marios Kyriakou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塞浦路斯代表处
Aleksey Mussienko
出生日期：2019 年 5 月 24 日
母亲姓名：
Ksenia Mussienko
父亲姓名：
Nikolay Mussienko
（行政助理）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德国分公司
Ha Jun Lee
出生日期：2019 年 5 月 24 日
母亲姓名：
Ji Hye Lee
父亲姓名：
Mr. Dong Hoon Lee
商务经理
AAL 韩国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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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and to sea, we wish our seafarers safe 从陆地到海洋，我们希望我们的船员永远航
sailing always!
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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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各地代表处
CSM 塞浦路斯公司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塞浦路斯)公司
Columbia House, 21 SPYROU KYPRIANOU
AVENUE YERMASOYIA 4042 利马索尔 邮
政信箱 51624，
3507 利马索尔 – 塞浦路斯

CSM 新加坡公司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
新加坡淡马锡大道 9 号 新达城 2 座 20 楼 03
室，038989

电话：+357 25843100
传真：+357 25320325
电子邮箱：shipmanagement@csmcy.com
网址：www.columbia-shipmanagement.com

电话：+65 6732 4144
传真：+65 6732 3769
电子邮箱：shipmanagement@csmsg.com
网址：www.csmsg.com

CSM 德国公司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德国）有限公司

CSM 上海公司
上海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

GROßE ELBSTRAßE 275
22767 HAMBURG
P.O. BOX 500460
D-22704 HAMBURG
GERMANY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600 号 4 号楼，
邮编 200135

电话：+49-40 361304-0
传真：+49-40 361304550
电子邮箱：csm@csm-d.com
网址：www.csm-d.com

电话：+86 21 6891 1830
传真：+86 21 6891 1520
电子邮箱：shipmanagement@csm-cn.com
网址：www.csm-cn.com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
司（德国）公司

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
司（新加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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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

尊重

Loyalty

忠诚

Competence

适任

Accountability

负责

Passion

热情
我们遵循“我关心(I CARE)”的座右铭，它代表：

C——对我们的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核心文件的承诺，特别是对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承
诺，以及对依靠这些文件存续和工作的承诺。
A——对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核心文件为何重要，以及我们为什么选择在 CSM 工作的理
由。
R——为了遵守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核心文件，以及鼓励同事也遵守该文件而对自己、
同事和客户应尽的责任。
E——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所做出的每项决定都符合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核心文件的证
据，以及依据哥仑比亚船舶管理公司开放式报告（“说出来！”）政策来揭露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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