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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船员发展

孤舟远航、远离大陆，与风浪和
孤独为伴，船员在广阔无垠的大海
上为海运强国贡献力量。近年来，为
了充实船员队伍，拓展船员来源，交
通运输部海事局从政策扶持、联合办
学、打造人才培养基地等多方面入手，
让船员生活更体面，船员职业吸引力不
断增加，船员权益得到全面保障，构建了
一支规模结构合理、数量稳中有升的船员
队伍。

促进船员队伍科学发展，政策保障先
行。为了给船员事业发展提供指引，服务保
障国家战略和航运业发展，早在 2008年，交通
运输部就印发了《关于实施加快船员队伍发展
十大措施的通知》，有力促进了船员队伍加速
发展。

2014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海运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进一步完善海运业人才
培养的体制机制，加强海员特别是高级海员队伍
建设，大力培养专业化、国际化海运人才。随着《教
育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提高航海教育质量的
若干意见》和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落实实施加快船员
队伍发展的十大措施不断深入，航海类专业实践教学
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办学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船员
队伍得到快速发展。

交通运输部还推动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
门在船员教育培训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积
极争取减免船员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提升船员职业吸引
力。同时，认真研究并主动对接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职业教
育等方面的新政策，努力创造有利于海员发展的良好环境。

2016 年，交通运输部编制并发布我国第一个船员发展规
划——《中国船员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进一步明确由
船员大国迈向船员强国的目标。“船员作为走向海洋、建设海
洋、保护海洋的先行者，是建设海洋强国、推进‘一带一路’、服
务长江经济带、促进水上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力量。”交通运输
部海事局局长许如清表示，实现我国由船员大国向船员强国转
变，必须从战略高度全面谋划、统筹规划。

在出台利好政策的基础上，一系列有力举措纷纷落地。
福建海事局加强对船员培训机构、服务机构的指导监督，让船

员培训机构在设置差异化课程的同时，针对不同岗位进行再培训，
按照船东需求打造适任船员，同时，强调航运企业的主体责任、培训
机构的培训责任和海事机构的管理责任，督促用人单位给予船员适宜
的工作、生活保障，为其进一步“晋升”提供平台，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
船员教育培训体系和教育培训机构退出机制。

江苏海事局不断擦亮“幸福船员”、“船员自助服务终端系统”、“船员
云课堂”定制化服务体验、“远程考试平台”等金字招牌，不断带给船员惊
喜和便利。

山东海事局积极对接
产业用人需求，鼓励全方位的校企
合作办学，倡导“订单式”“三明治型”船员
培养模式；大力实施船员素质提升工程，辖区船员适
任考试通过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

在众多利好政策加持之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船员队伍快速发
展，基本满足了我国航运发展的需要。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国注册
船员 151万人，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海船船员 70.9万人。

多措并举
提升船员职业吸引力

2017 年 6 月，刚从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校毕业不
久的方晓铭，被厦门海隆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录
用，并派往台湾长荣公司货轮，担任一年实习生船
员。由此，他正式进入福建船员队伍。

据了解，海隆公司是福建省最大的船员外派服务
机构，约有 6000 名签约船员，主要向英国、法国、德国
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 35 家航运公司提供
服务。方晓铭说，选择来福建就业，是因为福建在船
员队伍、培训行业、服务行业等领域都位居全国前列，
外派船员能力强，可以给自己更好的职业发展平台。

目前，我国外派船员数量稳中有升，目前已达 14.5
万人次，在国际市场越来越抢手。2016 年，山东外派
海员 2.87万人次，创汇近 6亿美元。

中 国 外 派 船 员 的
品牌不断擦亮，离不开
交通海事部门、航运企

业和院校的不懈努力。
培养符合国际标准、满足国际航运市场需求的高

素质航运人才，是航海院校的努力方向。位于浙江的
浙海职院共建有校内外实训室和实训基地 200 多个，
实践课课时占总课时比例超过 50%，其中最高的达到
65%。在师资配备上，浙海职院从企业一线引进高素
质的船员担任专业课老师，并且学校的每位老师都要
不定期去香港董氏集团、新加坡万邦集团、中远集团、
扬帆集团等海内外知名企业锻炼。通过这些培养方
式，该校培养出来的航海类人才理论水平和实操水平
实现巨大提升，满足了国际海员劳务市场对人才的最
新要求。

外派船员受青睐的同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还不
断深化对船员的权益保障，助力中国船员走向国际。
2007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船员条例》，让船员职业
保障有法可依。为全面实施《船员条例》，配套出台了
《船员注册管理办法》《海员外派管理规定》等系列部
门规章，并会同国家相关部门共同推进《2006 年海事
劳工公约》批约履约工作。

2016 年 11 月 12 日，《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对我
国正式生效，这意味着我国国际航行船舶和国内航
行海船船员的船上工作和生活条件，包括起居舱室、
娱乐设施、食品和膳食服务、健康保护、医疗、福利和
社会保障等与国际全面接轨，船员权益将得到进一
步保护。

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中国船东协会
建立全国海上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就促进海上劳
动关系的和谐，保障船员权益进行协商。在全国海上
劳动三方协调机制框架下，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和中国
船东协会签订了《中国船员集体协议》，制定了《船员
在船伤病亡处理行业标准》，出台了中国船员最低工
资标准，为保障船员权益，促进海上劳动关系和谐发
挥了积极作用。

交通运输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推动履
约工作，发布了关于履行《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公
告，制定发布了《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办法》，编制了海
事劳工条件检查实施程序和相关文件，发布了《海事
劳工符合声明-第 I 部分（国家声明部分）》，交通运输
部海事局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制订公布了《船员职业
健康和安全保护及事故预防标准》，修订完成《船舶与
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举办履约培训班，指导航运
公司有效履约。

●当刚毕业的王晓磊作为外派船员第一次登上油轮的那
一刻，他知道，自己的所学没有白费，他将努力成为一名
船长，去探索神秘未知的海洋。

●历经十六年的磨砺，杨嘉亮实现了从甲板实习
生成长为马士基航运首位中国船长的华丽转身。

他们是中国船员的缩影，作为走向海洋的
先行者，船员是交通强国、海运强国、海洋强
国战略的重要基石，是服务国家三大战略的
重要资源。近年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不
断拓展船员来源渠道，努力营造尊重、关心
和关爱船员的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船
员的存在感、使命感和幸福感，并积极加
强船员实操技能、全力提升船员综合素
质，使我国船员队伍更加强健，结构更
加合理，船员管理和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加，进一步夯
实了交通强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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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走向国际 中国船员受青睐

2017 年第四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上，青岛远洋
船员职业学院代表队以 6 分 45 秒 69 的破纪录成绩成
功斩获海上操艇第一名，并同时获得撇缆第一名、铁
人三项第四名。作为奖励，他们除收获奖牌和荣誉证
书外，还同时获得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对航海院校组团
体前三等奖的所有选手免除三副（或二副）和三管轮
（或二管轮）以及值班水手（机工）职务适任评估考试
的奖励。

记者发现，在 2011 年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中，操
艇项目最好成绩是 8 分 45 秒，2015 年该项目用时 7 分
33 秒，而去年该项目用时仅 6 分 45 秒，记录不断被打
破的背后是中国海员实操技能水平的不断提升。

近年来，交通运输部始终高度重视船员发展，科
学谋划船员发展思路和政策措施，促进船员队伍规
模、质量、结构与海洋强国战略相适应、相协调，中国
船员的整体素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交
通运输部海事局以应用为导向，全面系统地构建了我
国海船船员的培训标准，编制完成覆盖驾驶和通讯、
轮机和电子电气、基本安全和专业技能、特殊培训等
四类 45 个项目的《海船船员培训大纲》，并开展“航海
教育对接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政策，培养高端船员”课
题研究，针对高端船员紧缺的趋势，提出了培养高端
船员的政策建议。

同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还精准施策，创新船员
培养模式，加快发展船员现代职业教育，建立健全船
员教育培养体系，切实增强船员业务素质和专业技
能。持续完善船员培训管理质量体系，转化运用国际
海事组织（IMO）示范课程，建设船员实操评估示范中
心，完善船员考试大纲和题库，加强考官和评估员队
伍建设，我国船员培训质量和考试管理能力进一步提
高。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副局长杨新宅告诉记者，交通
运输部目前正从几个方面入手，全力打造高素质的船
员队伍：建立健全船员教育培训规范标准；加快发展

船员现代职业教育，建立多元化的船员教育培训体
系；改革和创新船员教育培训方式，重点推进国际海
事组织示范课程在我国船员教育培训中的应用；明确
航运企业、船员培训机构和相关部门在船员培养方面
的主体责任等。如今，通过航运企业、政府部门、高等
院校共建等多种形式，一股提升船员综合素质的合力
正在形成。

2017 年 5 月，在长江海事局的统筹推进下，武汉
理工大学、民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等长江海事辖区的
16 家航运院校与 24 家航运企业和船员服务机构，在
武汉签署了《关于建立面向航运企业的船员队伍培养
校企合作战略框架协议》，正式开展校企合作，致力提
升船员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航运市场的健康发
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船员的高素质是航运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中国长航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船员管理中
心副总经理何小华坦言。他们通过江苏海事局船员
电子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市场、考场、现场的三位
一体和协调一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船员，让船员更
加感知现场、贴近市场。

发出第一本个人申办的海员证。

船员考试现场。 马艳玲 摄

海上操艇技能比武。 华志波 摄

船员技能比武。 华志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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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船员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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