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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更新和续保安排
本期协会新闻，我们将关
注自7月协会上期新闻起至
今伦敦保赔协会所取得的发
展和参与的事件。其中包括
协会董事会及会员委员会针
对2019/20续保方向的秋季
会议。
参我们近期的通告-详情请点击此
处——我们并未对年度会费进行普
涨，且续保将集中考量每个会员的记
录及风险承担能力。作为流程的一部
分，我们会对每个会员的免赔额水平
给予更多关注。

协会承保团队近期将会就续保安排事
宜联系会员和保险经纪人。同时，
我们最近发布了协会最新的立场&
表 现 回 顾（Position & Performance
R e v i e w ）， 回 顾 了 本 年 度 的 进 度 和
其他发展，详情请点击此处。我们也
发布了一段协会介绍视频，视频展示
了协会的一些关键特质，详情请点击
此处。

协会的 Rodney Cook 和 Harry Wathen
及 查 科 斯 集 团（Tsakos Group）的
Andrea Bisbas 和 Tysers 的 Simon Smart
共同参与了一个从伦敦骑行至巴黎的
慈善活动。另外，我们的管理团队
汇入了新鲜血液，参见本期协会新
闻“协会人物”部分对理赔经理Guy
Ingham的介绍。

除此之外，本期协会新闻，承保董事
Reto Toggwiler将对协会战争险的新指
导予以重点介绍。该指导既介绍了此
保险产品，也总结了其优势，包括其
宽度及范围。本期协会新闻也有关于
协会开展研讨会及在雅典、河内和首
尔举行其他活动的报导。
Sea Consortium Pte. Ltd. 旗下的“Nordic Stani”轮
由伦敦保赔协会承保，该轮系拥有1,036标准箱的全格
舱式集装箱货船（fully cellular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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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协会战争险

骑行—伦敦至
纽约

承保董事，Reto Toggwiler

协会近期发布了其战争险的核心优势
概要，详情请点击此处。
承保董事 Reto Toggwiler 评述道：“协
会提供的战争险是综合性保险，且服
务一流、费率具有竞争力。该保险产
品与市场上的其他产品相比，在某些
方面的承保范围更广。我们的战争险
新手册对这些方面进行了突出介绍且
阐释了这些变化和协会优势措施将如
何对会员起到切实而重要的作用。”
“关于协会较广承保范围，举个例
子，协会针对船壳战争险和保赔战
争险的限额进行了区分。这与市场
上用船壳险承保金额作为保赔险部
分的限额上限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
比。再举个例子，协会的战争险产品
的承保范围涵盖了船舶在延滞或绕
航情况下的日常营运成本，市场上
其他保险人均难以提供与之相当的
保险。”

这些情境展示了协会在此类情况下采
取的措施是如何为会员提供重大利好
的，如在处理不同索赔时确保采取措
施的一致性。
“各方对于协会战争险的兴趣愈加浓
厚，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相关的咨询。
他们期望我们就该保险产品对会员及
保险经纪人的优势进行清晰且有帮助
的介绍。

想了解这所学校的更多信息，请查
看该学校的网站，网址为：
http://stnicholasprepcharity.
temagha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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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don P&I Club’s War Risks cover provides its Members with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first-class service and competitive rates.
Our cover is also broader than other market products in a number
of important respects. These – and the other advantages of our
approach to War Risks insurance – are summarised in this brochure.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us at: underwriting@londonpandi.com
or via your usual London P&I Club underwriting contact.
The five key sections of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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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o 补充道：“除了阐释承保范围方
面的区别，我们的战争险手册也罗列
了多个涉及保赔及战争风险的情境。

为了帮助加纳特马的圣尼古拉
斯学校（St Nicholas School in
Tema，Ghana）筹集善款，协
会的 Harry Wathen 和 Rodney
Cook 与 Tsakos Shipping 伦敦
办公室的 Andreas Bisbas 和
Tysers 的 Simon Smart 组成
一队，从伦敦骑行200英里至巴
黎。这个学校由 Tsakos Group
建造，为了帮助特马港外贫困地
区的孩子。骑行队伍本次9月以
巴黎为目的地的骑行耗时2日。

DISCRETIONARY CLAIMS

Additionally, limited cover for
Nuclear and Bio-chem and Computer
Virus / Cyber Risks is available.

Benefits of our cover – in
short:
• Breadth and scope
Our insurance includes separate
limits for H&M and P&I; and
provides cover for detention or
diversion expenses.
• Service and security
Members work with The London
P&I Club’s claims and underwriting
teams.
• Seamless and coordinated
Our War Risks and P&I insurances
dovetail with one another, avoiding
the risk of gaps in cover and
ensuring a consistent approach
to claims.
• Mutual
As a mutual, we focus on our
Members. Our Committee has
scope to agree claims that otherwise
do not fall within our Rules
where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shipowner and mutual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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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队伍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恩莱伊
城堡：
（从左到右）Rodney Cook,
Andreas Bisbas, Simon Smart
和 Harry Wathen

协会作为主办方
邀请会员及伙伴
雅典
John Kehagias 及 Alexis Kondylis 与海
军中将 HCG Athanasios Dounis

为增进友谊和为一系列时下颇受关注
的业内问题提供信息，协会已携手会
员及合作伙伴在世界各地举办了不同
的活动。近几个月来，协会主要在希
腊、韩国和越南举办了活动。
10月，协会的年度接待在雅典的
斯塔弗洛斯•尼阿科斯基金文化
中心（Stavros Niarchos Foundation
Cultural Centre）举行。本次晚会举
办的十分成功，非常感谢众多希腊航
运圈内人物的出席。为了欢迎各位来
宾，协会比雷埃夫斯办公室的总经理
Joanna Pavlidis 致辞：
“本此活动是为
了对给予我们支持的会员及合作伙伴
献上诚挚的感谢。”
在韩国首尔，有超过90位来宾出席了
协会在英国大使馆举办的活动。参上
期协会新闻，协会与首尔J-Ship团队通
力合作拓展协会在当地的市场。本次
活动是由J-Ship与位于大使馆的国际贸
易运营部门联合举办的。活动中，协
会的Ian Barr和Simon Leslie做了关于
制裁与船长责任相关问题的演讲。

雅典

雅典

John Dragnis 夫妇与
Paris Dragnis 船长及其夫人

Ian Gooch, 协会首席执行官（左）
与 Vangelis Liadis 及
George Gaitanos

首尔

首尔

首尔的来宾聆听 Ian Barr
的演讲

超过90为来宾出席了在首尔英国大使
馆举办的接待活动。

河内

越南航运业和保险业的来宾参加协会
在希尔顿河内歌剧酒店的活动。

上个月，协会在希尔顿河内歌剧酒店
为越南航运业及保险业的来宾举办了
一场成功的接待。非常感谢与会来宾
的支持，协会在他们的帮助下已服务
越南会员超过20年。

协会人物
Guy Ingham
理赔经理，伦敦
Guy Ingham国际背景突出，他的加入
将为协会增添可贵的见解。
Guy早年在远东生活，生于泰国，
长于曼谷。有一次，Guy随家人定期
周末旅行，旅行选在了在泰国海岸
体验帆船旅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
大海。
随后，还是青少年的Guy随家人移居
英国南部，继续在大海上度过他大
部分的时间，这次是风帆冲浪和航
海。“我相信所有的这些潜意识都在
我的脑海里种下了一颗我将来的事业
会与大海结缘的种子，”他说道。
Guy在完成学业后游历各国，2010年
加入协会理赔团队。在主攻土耳其市
场前，他曾服务希腊和北美会员长达
7年之久。
“我十分乐于与我工作的众多市场
中的保险经纪和会员结交，”他说
道。“了解不同的文化和与我之前不
熟知的国家的人打交道是一件有趣的
事情。”Guy也是协会内最先获得国
际保赔协会全部资质的人之一。

管理

Guy表示，当帮助会员处理碰撞
案时，需要迅速做决定，他非常擅长
务实及高效的应对。对此，他引以
为豪。“每天都存在各种不一样的
可能，这让我非常享受，”他补充
道。“理赔变数很多。有时我安排
好的每天每小时的计划会因为会员
的一通电话或一封邮件发生极大地
改变。”
这种类型的工作需要许多特质和能
力，Guy相信他拥有这些特质和能
力—好的沟通、问题解决和时间管理
能力。
对于Guy来说，协会也有很多吸引他
的特质。“虽然伦敦保赔协会是一家
全球杰出的保险公司，但其依旧拥有
融洽友好的工作氛围及人情味，”他
解释道。“有目共睹的团队精神使工
作更有价值，我认为这个精神也在其
为会员提供的服务中得到了传递。”
在工作之余，Guy定期会打网球，夏
季时会打高尔夫球。他是切尔西足球
俱乐部的忠实支持者，该球队的比
赛，他常常去看。

资讯
近日，协会迎来了许多新伙伴的加入，
包括理赔团队的4位新同事。他们分别是
加入伦敦办公室的高级理赔顾问Steven
Kirk、理赔经理Isabella Merlin和Julia
Kotsoni、加入希腊办公室的理赔经理
Ben Tyler。
James Giles 作为承保助理加入了承保团
队，Alfie Waters将是新的船舶检验协调
专员。Elaine Close被任命为信贷部控制
员，Stella Mae则是新的接待员。

上个月，希腊办公室举办了关于制裁和
IMO 2020最新发展的演讲，主讲人为协
会的Claire Boddy和Paul Amos。9月，
由Thomas Cooper的Ioanna Vitta牵头
进行了一次关于保函的探讨。
11月香港海运周，协会首席执行官Ian
Gooch参与了关于共享伦敦及香港海运硕
果的挑战、机遇和未来的专题讨论会。
10 月，Paul Bixley和Nigel Martin在印
度果阿为租家被保险人Vedanta Ltd开展
了一场关于租家责任和提单的研讨会。

恭喜Queenie Choi和她的丈夫Wong
Ping的男婴于9月26日出生。
最近几个月Alysia Waugh和Jill Watts
在协会的服务时间已达40年，Anthony
Jones已达25年。
Marcus Bucknall 已于今年11月底退
休。他在协会服务时间已超过38年，随
后他将作为顾问继续服务协会。让我们
向他献上诚挚的感谢。

节日捐赠
协会十分乐意以捐助而非寄送卡片的形式再次为伦敦大奥蒙
德街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的孩提供帮助。
我们协会的全体人员在此向我们的伙伴献上最诚挚的节日祝
福，祝各位佳节愉快。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前员工Doris Jones
和John Holland在今年8月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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