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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连线

清晰的视频信号从辖区水域传回
指挥中心，轻点移动鼠标，随着镜头
慢慢靠近，水域情况及船况尽收眼底
……9 月 10 日，南京市地方海事局再
一次利用无人机巡航探索立体监管，
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有力尝试，也是其
提升科技兴安推进平安海事建设的
积极探索。

目标既定 势在必行

南京市地方海事局辖区有芜申运
河、滁河、马汊河、秦淮河、驷马山干
渠、石臼湖、固城湖等内河，通航里程
645 公里，水上游览活动经营场所 8
处，年船舶进出港约 1万余艘次。

传统的巡航方式，需要耗费大量
的人力及物力。以艇巡为例，一次出
艇至少需要配备三人以上，如何在人
员既定的情况下加大巡航的密度和
效率，这对海事人来说无疑是很大的
挑战。

结合南京地处丘陵地带，恶劣极
端天气相对较少的特点，南京市区地
方海事局从便于服务、利于监管的角
度出发，探索巡航方式多样化，率先
开展无人机和电子巡航在海事领域
研究实践，制定实施无人机巡航和电
子巡航工作细则和标准，让严在日
常、防在日常成为一种常态。

2017 年底以来，南京市地方海事
局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无人机
辅助巡航。经过近半年的飞行实践
和经验总结，正式出台《南京市地方
海事局无人机辅助巡航实施方案》，
从巡航目标、巡航任务、巡航计划、报
告总结和巡航保障五个方面予以飞
行规范，在全省地方海事系统交流推
广。

据南京市地方海事局航行监督科
科长黄健介绍，每月第四周为飞行
周，通过对芜申运河、秦淮新河和滁
河三条干线航道通航环境进行巡航
检查，航道情况将通过 4G网络信号和
网络地址“真实”同步传输到各海事
处以及市局指挥中心，飞行巡航结束
后，形成的《飞行报告》将飞行参数、
可疑情况视频截图及完整视频录像
存档，数据在实践中系统保存，方便
随时调看。

工作中，创新驱动确保安全监管，
“让航行更安全，让水域更清洁”的海

事使命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南京市地方海事局变被动为主动，水
上交通安全“四项指标”连续多年为
零。

防患未然 安全有“数”

一般来说，车艇巡航、电子巡航及
定点巡航由于监管水域点多线长、盲
点较多，无法在第一时间应对干线航
道和湖区、水上游览活动经营场所等
可能出现的情况。

通过开展无人机辅助巡航，对重
点水域实施定期巡视，无人机就像

“快速侦察兵”，在最短的时间内破除
“盲区”，执法者能全面地掌握辖区通
航环境，及时发现船舶显性违章行
为，并通过实时图像传输，将船舶可
能出现的违法行为存入录像，有效预
防水上交通事故，提升海事安全监管
能力。

位于秦淮河畔的夫子庙是南京著
名的旅游景区，夫子庙秦淮河风光带
水域狭窄，游船 46 艘，航线总长约为
1.5 公里。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监管效
能，南京市地方海事局在月末巡航时
有针对性地进行时长 10 分钟的空中
巡视，快速掌握各船舶的航行状态，
及时侦测有无违章行为。用现代化
科技手段结合巡航方式的多样化“解
决看不到的问题”。

“我们一旦发现辖区有违章情况，
当即便会对相关图像资料存档，与此
同时，通知相关人员禁止其行为，遇
到紧急情况，艇巡或车巡及时到现场
给予纠正。”黄建介绍说，海事执法人
员可通过视频查看到辖区船舶不按
固定航道行驶、随意抛锚、堆放固体
垃圾等行为并及时抓拍违法取证。
并借助巡航方式的多样化在防汛防
旱防台、重大活动水上交通安保、搜
救演习和水上突发事件处置等重点
时段，用数据“说话”，严守安全红线。

如今，扫一扫平台生成的二维码，
每月的无人机巡航过程便能实时在
手机上观看，无人机作为主要的巡航
辅助手段真正做到了用“事实”说话，
安全有“数”。而这看得清、想得到、
做得到的一套闭环，离不开南京市地
方海事局执法队伍沐风栉雨的信念，
技术团队埋头专研、破解难题的坚
持，以及全体海事人默默耕耘坚持不

懈的汗水。

智慧支撑 锦上添花

脚下的风景无限，时代呼唤勇于
担当的魄力。南京市地方海事局持
续推进“平安海事”专项行动，落实

“平安交通”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抓好
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结合 CCTV 监控平台、VITS 监测
系统、船舶动态监控与海事在线服务
系统和应急指挥平台使用，南京市地
方海事局实现日常监管工作考核规
范化、重点工作任务考核目标化，确
保各项安全监管工作落到实处。无
人机巡航作为辅助巡航手段，能突破
空间限制，一定程度上弥补车艇和电
子巡航的不足。将来，技术成熟了，
无人机上的信息化装备将协助执法
人员与辖区船主实现部分安检功能，
通过电子扫描的方式，检查该船舶的
持证情况，货种情况。

第一时间多角度传输情况是无人
机巡航区别于其它方式的最大特点，
而其应用于海事的用途，分别是海事
巡航服务、应急救助服务、专项活动
服务。为了保证巡航的规范性，南京
市地方海事局制定了若干规定和举
措，规范无人机的使用。

目前，无人机巡航运营范围主要
是图像传输。针对南京重点交界水

域监管困难的情况，南京市地方海事
局将探索实现无人机实现高音喊话
功能。一旦发生违章行为，通过盘旋
的方式实现无人机高频喊话，及时纠
正船舶的显性违章。同时，积极协调
滁州、马鞍山和宣城等相邻海事部
门，建立界河水域环宁海事联防联控
机制，共保界河水域平安。

作为“智慧海事”的重要一环，无
人机将在应急救援中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一旦发生险情，无人机可以
及时赶到现场抛投救生衣救生圈以
及必要的医药，并在空中对船民进行
心理疏导稳定情绪，通过使用无人
机，可以降低巡航成本，将海事人员
从高强度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效提升
海事部门对人命搜寻救助等突发事
件的处置能力。利用科技手段“锦上
添花”，让立体监管成为提升海事监
管能力的不竭动力。

南京市地方海事局局长钟旗介绍
说，“下一步我们想建立自己的无人
机飞行队，提升队伍综合能力。”通过
培养一支具有现场救助能力的“海事
尖兵”，降低投入成本，配合无人机搜
救队，第一时间了解现场情况。

以吐故纳新的方式创新监管，以
厚积薄发的姿态面对工作中的每次
挑战，南京市地方海事局以锐意进取
的决心在新时代实现海事监管新作
为。

立体监管 让安全隐患无处遁形
——南京市地方海事局探索无人机巡航监管侧记

□ 全媒记者 王慧 通讯员 徐训春 文/图

2017年 9月 19日凌晨，山东威海 T轮自舟山
空载赶往黄骅途中，与渔船 L 轮发生碰撞，事故
造成渔船翻扣，船上 10 人中 6 人死亡、4 人失
踪，教训惨重。

避让不及 埋下祸端

2017 年 9 月 18 日，一弯斜月远挂在天盼，撒
一条光路连接海天，海面翻腾的浪涌搅得人阵
阵心烦。不多时，海面渐起浓雾，藏起了光路和
往来其上的航船。浓雾中，T 轮正日夜兼程自
舟山空载赶往黄骅，航速并未因不良的视线而
有所减缓。

凌晨 3 时许，T 轮二副在驾驶台焦急地等待
着大副接班。此时，海面的能见度不足 1 海里，
也许是为了抵御清晨冷湿的空气，T 轮驾驶台
两侧的门紧闭着，理应鸣放的雾号也不合时宜
的保持着沉没。大约 5 海里外，一对儿准备出
海捕鱼的渔船正在雾中向 T轮缓缓接近。

大约 1 分钟后，T 轮大副登上了驾驶台，发
现自己的值班水手还没有接班，便从正在手操
舵的上一班值班水手手中接过舵，并安排其去
叫应该接班的水手上来接班。操舵的同时，二
副和大副进行了简短的交接，但仅仅是告知大
副附近渔船较多，能见度不好，并未对附近渔船
的具体位置和航行态势进行说明，整个交接过
程不足 3分钟。

3 时 50 分，T 轮备车航行，值班水手手操舵，
雾号依旧没有开启。大副在观测雷达时发现该
轮左前方 2 海里处有渔船正在向 T 轮方向航行，但并未对其物
标进行标绘。就这样，T 轮依旧保持着高速，在雾中沉默地航
行。

4 时许，碰撞发生。T 轮仅是在事故发生前一瞬才匆忙左转
对渔船进行避让，但实际碰撞已难以避免。本起事故造成渔船
翻扣，船上 10人中 6人死亡、4人失踪。

雾航应减速慢行 加强瞭望

事故发生前，在通航密集水域能见度不良的条件下航行，未
综合采用雷达和电子海图等有效手段保持正规的瞭望，也未按
照要求叫船长上驾驶台和增加瞭望人员。

经调查，T 轮海上正常压载航速为 12.5 节，而事故发生时该
轮实际主机转数为 113-115RPM、航速为 14节左右。该轮在能见
度不良的水域航行，未按要求采用适合能见度不良的环境和情
况的安全航速行驶；未按照雾航规定，在能见度不良水域减速并
按章鸣笛。

事实上，3时 45分，T 轮与 L 船已存在碰撞危险，但自此时起
T 轮一直保向保速行驶至陷入紧迫局面，十分钟后，在与 L 船相
距不足 0.5海里、两船实际已处于紧迫危险时才采取左转避让措
施。同时，在能见度不良的天气条件下，值班人员未对 L船进行
雷达标绘或与其相当的系统观察进行碰撞危险的判断，也未及
早采取有效的避让行动。

L 船作为一艘在航机动船，未能尽可能避免穿越通航分道，
而且在实际穿越时，未能尽可能与分道内船舶总流向成直角的
船艏向穿越，导致与 T 轮等形成危险会遇的局面。而在事故发
生前，该轮一直以 8节左右的速度行驶，未充分考虑当时能见度
不良的情况而采用安全航速行驶。在两轮存在碰撞隐患时起至
发生碰撞后，L 船一直保向保速行驶而未采取有效的避碰措施，
碰撞发生前采取大幅度右转向的措施，但碰撞已不可避免。

吴船长点评

本案例是两艘在航机动船（商船与渔船）在能见度不良的开
阔海域发生碰撞，造成渔船倾覆人员死亡、失踪的重大水上交通
事故。

经海事调查、分析发现，商船船东、船舶管理公司、船长和值
班驾驶员，渔船船东及船员均存在过失，安全操作不符合规范。
因此，加强安全管理，提高船员综合能力刻不容缓。

一是渔业主管机关应加强渔船监管，依法打击涉渔“三无”
船舶；同时加大对渔船船员持证检查，提高船员技能，确保渔船
适航，船员适任。

二是船员安全意识淡薄，海上特殊条件下航行综合能力有
待加强。商船船长应切实执行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规定要求（如
交接班管理规定，海上雾航管理规定），严格要求值班驾驶员按
章操作。本案船长雾航时不在驾驶台，未按照雾航规定操作船
舶（如加强瞭望，采取安全航速，按章鸣笛等），二副和大副交接
班不充分（应交清接明）。

三 是 商 船 管 理 公 司 应 严
格落实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对
船舶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对
船舶动态进行有效跟踪管理，
畅通与船舶之间的沟通渠道，
严格落实与船东签订的安全
管理协议，确保安全管理体系
在船上得到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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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事周密部署确保台风期海上交通安全
本报讯 （全媒记者 王有哲）9 月 12 日，福建

海事局召开专题会商会，部署防御“山竹”“百里
嘉”“双台风”工作。

福建海事局副局长宋剑华对下一步防台工
作进行了针对性部署，他表示，要坚决克服麻痹
思想，毫不松懈，充分融入地方防台体系，扎实
做好防范台风“山竹”及“百里嘉”工作，全力维
护辖区海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针对此次台风特点，会议要求，要精准预警，
通过 VTS 系统、短信平台等多种手段播发安全信
息，提醒辖区内船舶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尽
快选择避风区域，提醒过往船舶远离此次双台风

影响严重的闽南地区台风，提醒江河湖口船舶注
意河流涨水及泄洪的影响；要精准指挥，在确切
掌握辖区船舶动态的基础上，根据每艘船舶的种
类、大小、配员情况以及辖区的实际情况合理安
排船舶锚泊，对闽南地区的中小型船舶动员其尽
早北上避台，对客渡船、长期抛锚船、危险品船、
无动力、施工船等重点船舶进行重点关注。

此外，还应精准应急，科学部署应急救助力
量，协调东海救在漳州辖区部署专业救助船，保
证重点水域有效覆盖，备好内部应急物资，在建
项目、船艇、车辆和办公处所做好防风防雨措
施，信息部门提前做好网络安全工作。

“百里嘉”登陆“山竹”紧随其后

湛江海事全力防抗“双台风”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龙巍 通讯员 张超）今

年第 23 号台风“百里嘉”已于 9 月 13 日 8 时 30 分
在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市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 10 级，海上船舶未发生人员伤
亡事件。超强台风“山竹”随后将至，湛江海事
局迅速对此次海上防台工作进行评估，各海事处
抢抓“双台风”之间的窗口期开展海上巡查，督
促各船舶立即检查锚泊、动力、通讯、救生等关
键设备，抓紧时间补给防台物资，做好再次防抗
台风的准备。

湛江海事局指挥中心迅速调整海上船舶防
台部署：协调港口方面组织船舶卸货，争取在

“山竹”来临前所有船舶卸载完毕离泊防台。要
求所有无动力施工船船员全部撤离，台风“山
竹”来临前各海事处将加强巡查，仔细检查确保
所有无动力施工船船员全部撤离。湛江海事局
船舶交管中心还通过无线电话台每隔 15 分钟发
布台风“山竹”预警信息，动员有条件的船舶及
早离开湛江港，远离台风影响核心区域，尽可能
减少港内船舶密度，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据悉，目前已有 9 艘专业救助船和大马力拖
轮布置在湛江港、琼州海峡、雷州半岛东西两岸，
还将协调南海油增派大马力拖轮至港口与外海连
接海域应急待命，及时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水手突发疾病
舟山海事紧急救助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陈俊杰 通讯员 李文 方祥光）9 月 11
日上午 9 时，舟山海事局指挥中心接报：在虾峙门北锚地东 2 海
里左右水域锚泊的“金诚 19”轮上，一水手突发疾病，腹痛难忍，
情况十分危急，请求紧急救助。

接报后，舟山海事局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
与“金诚 19”轮联系，询问船员身体状况、船舶动态和现场水文
情况，指导做好救助准备，指派海事救助人员乘“海巡 0731”艇
前往现场，同时协调救护车于沈家门墩头客运站待命。在了解
到虾峙门北锚地当时风大浪急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后，指令“金
诚 19轮”驶往马峙锚地方向，以便快速转移急病船员。

10 时 30 分，“海巡 0731”艇上救助人员通过高频与“金诚
19”轮取得联系，随后得知急病船员腹痛加剧，且伴有腰部背部
严重刺痛感，同时受大潮汛和风浪影响，“金诚 19”轮船速较
慢。海事救助人员当机立断将转移地点改至虾峙门航道，“海
巡 0731”艇全速驶往该地。

11 时，“海巡 0731”艇与“金诚 19”轮在虾峙门航道中部汇
合，同时宁波舟山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提醒航道过往船舶加强瞭
望，注意避让。海事救助人员迅速完成急病船员转移。11时 50
分，“海巡 0731”艇抵达墩头客运
站，救助人员将急病船员转移至
救护车上。

据了解，“金诚 19”轮为上海
籍散货船。目前该船员病情稳
定，正在医院作进一步治疗。

本报讯 （全媒记者 甘琛 通讯员
陈超）为推动水上交通安全知识教育，9
月 11 日，海河海事局联合塘沽九中师
生，走进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开展第三
季度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

本次活动，海河海事局组织学生
来到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实地观摩该
学院航海模拟实训室、航海天象馆、轮
机模拟器实训室。上述观摩内容也是
年初海河海事局打造的两个社会实践
点品牌之一，具体包括航海模拟器体

验教室以及渡口渡船民生体验室。活
动中，天津海运职业学院的教师采取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将专业性
与趣味性紧密结合，为学生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航海知识课。

“通过本次活动，有力地普及了水
上交通安全知识，提高了中学生水上
交通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并通
过实操教学，提升了学生对航海事业
的兴趣，为未来职业规划做好铺垫。”

海河海事局负责人表示，该局将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好两个社会实践
点，深耕辖区文化土壤，将水上交通安
全知识进校园活动做出亮点，做成品
牌。

无人机在搜救演习现场。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龙巍 通讯员 康
乐 彭赞） 9 月 12 日，受强热带风暴“百里
嘉”影响，200 多艘渔船在湛江龙王湾避
风，大量渔民身处险境，需要救助。应湛
江市政府方面请求，南海救助局紧急派出
3 艘救助船艇参与救助行动，截至 13 日凌
晨 2时，共成功撤离涉险渔民 33人。

9 月 12 日，受今年第 23 号强热带风暴
“百里嘉”影响，琼州海峡已于当日中午起
全线停航。19时 30分，南海救助局湛江救
助基地接到湛江市政府“三防办”信息，称
在湛江市坡头区龙王湾水域避风的 200多
艘渔船上还有大量渔民未撤离上岸，身处
险境，请求派遣救助力量帮助撤离。

收到求助信息后，南海救助局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迅速派出双体快速救助船

“南海救 201”轮及湛江救助基地近海救
助船“华英 397”艇、高速救助橡皮艇“南
海救 510”艇出动救助。20 时 20 分，救助
船艇都抵达现场后，因涉险渔民安全意识
薄弱不愿离开，救助人员只能协同坡头区
政府工作人员对该区域渔船逐一进行清
查排除，力求尽可能全部撤离船上人员。
在此过程中，港内避风船只多杂，救援航
道堵塞，船艇行进困难，加上部分渔民因
顾虑财产受损，不配合撤离工作，给救援
工作增加了难度。

随着“百里嘉”登陆时间临近，且直奔
湛江而来，该海区风浪逐渐增大。撤离工
作在 13日凌晨 1时出现转机：救助人员在
政府工作人员统一协调下，开始有条不紊
实施人员转运撤离救助作业，在不到 1 小
时时间里，成功撤离了 33 名涉险渔民至
附近码头，并安全送交给当地政府部门的
安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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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海事局组织师生走进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传播水上安全知识 放飞航运职业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