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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受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的影响，寒潮大
风、风暴潮、台风、海冰等极端天气事件越
来越频繁，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给山
东海上安全监管、海上搜救应急带来了新
压力，给海上预警预防工作带来了新课题。

山东沿海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受地理
环境和大气环流影响，沿海气候具有明显
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差异，“渤海北风多，海
峡风力强；鲁北冬有冰，鲁东雾季长”。
风、雾、海冰等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较
大。据统计，过去五年，山东海事局辖区
共发生险情 475 起，险情主要发生一条明
显的特点是，9-12月为山东海事局辖区的
险情多发期，共发生险情 190起，占总数的
40%，险情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季度。

山东海事在系统分析险情、事故数据

和辖区发生的重要性灾害天气影响的基
础上，制定了恶劣气象海况“七严七防”
长效机制。恶劣气象海况是指大风、大
雾、台风、风暴潮、突风和强对流天气等
影响海上交通和船舶安全的气象海况。

“七严”是指严格落实责任，强化联防联
动；严格精准预警，强化信息监测；严格
禁限航标准，强化事前调度；严格动态监
控，强化事中研判；严格值班值守，强化
应急响应；严格交通组织，强化事后恢
复；严格总结评估，强化完善提升。“七
防”是指防客船冒险航行；防大雾天船舶
碰撞；防大风天小船自沉；防大风天船舶
走锚；防强对流、突风灾害；防台风、风暴
潮灾害；防渤海湾冰冻灾害。

山东海事坚持“防胜于救”理念，织好
恶劣气象海况“防护网”，每年成功抵御防

抗寒潮大风数十场，成功迎战了“梅花”
“温比亚”等过境强台风。各分支局也积
极探索，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做
法，如烟台海事局建立了大风天气锚泊船
舶管理八环工作法，威海海事局建立了

“5+1”大风防抗机制，潍坊海事局制定了
大风防抗“三到位”工作举措 , 滨州海事局
建立大风防抗“十步走”路径等。

“‘四五六七’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的形
成，是几代山东海事人接力奋斗的结晶，
是指导山东海事科学监管的‘方法论’。”
袁宗祥表示，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山东海事人将始终牢记“三个不能过
高估计”，始终以归零的心态，抓好海上
安全监管工作，建设山东“平安海区”，奋
力推进海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续写交通强国建设的山东海事新篇章。

海运危险货物在流通领域具有数量
大、种类多的特点，由此产生的风险也
居高不下。山东沿海危险货物的数量
和种类一直呈现“双增长”态势。“十二
五”期间，山东省沿海海运危险货物累
计 10.3 亿吨，约占沿海港口货物运输量
的四分之一，2018 年危险货物运输量预
计将达到 3.9 亿吨，是 2000 年的 13 倍，
年均增长率达到 15.4%。

伴随着危险货物总量的快速增长，
危险货物运输船舶的大型化趋势也日
益明显。从 2010 年到 2018 年的 9 年间，
危险货物总量增长 290%，而危险货物
运输船舶艘次仅增长 10%，自 2016 年起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船 舶 艘 次 更 是 持 续 下
降。而作为船舶大型化的代表，VLCC
（超 大 型 油 轮）艘次数 2010 年至 2018 年
增长了 310%。

面对辖区危险货物种类、数量双增长

的新态势，如何高效、等效、时效的判别
海运危险货物的风险？如何使危险货物
安全监管措施对重点风险的管控更具针
对性？如何使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机制由
警戒式管控向风险式防控转变？如何使
危险货物现场监管效能由分散化向程序
化转变？如何使污染应急防备由被动性
向主动性转变？山东海事人基于风险管
控理论，探索总结出船载危险货物“六问
六控”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据介绍，“六问”是指一问危险货物是
否适运，二问危险货物船舶进出港通航
环境是否适行，三问危险货物码头是否
适靠，四问危险货物从业人员是否适任，
五问危险货物船舶是否适航，六问应急
防备是否适合。“六控”是指推行危险货
物分级管控、危险货物船舶航行过程动
态监控、船舶装卸重点隐患联防联控、从
业人员主体责任管控、船舶-货物现场检

查管控、事故风险动态预警预控。
“六问六控”长效机制的实施，规范和

统一了危险货物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和
风险管控工作。建立并完善了安全监管
基础数据库，规范了安全监管执法行为；
突出了高温季节、超大型油轮和汽油船
等安全监管工作重点，编制了超大型油
轮监管和汽油船泄漏应急处置等系列工
作指南；推广复制了选船机制和“2+4”瞒
报查处工作机制等先进管理经验；完善
了事故预警预防体系，保障了辖区船载
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

“六问六控”长效机制的实施，牢牢
把握了辖区安全监管规律，镇住了危险
品运输“火山口”，有效服务了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和国家原油储备战略，保障了
年均约 3 亿吨危险货物海上运输安全，
成为山东海事局水上安全监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海上客运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出行便
捷和生命安全，是海上安全工作的重中
之重，也是“海洋强省”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山东沿海客运安全基层基
础工作还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维护海
上客运安全的压力极大。

据介绍，山东沿海客运船舶数量居全
国前列，但目前部分中韩客货班轮船舶
老旧，最高船龄达 29 年，9 艘船平均船龄
12.9 年，5 艘为老龄船。其次，山东滨海
旅游“小散乱”问题较为突出，从事滨海
海上旅游的公司多，船舶总量大，但部分
地区和部分企业规模小，经营管理分
散。此外，渤海海峡及山东半岛东端大
风天气多，每年 6 级以上大风天平均在
100 天以上，成山角至青岛一带年平均雾
日在 30 天以上，大风、大雾、海浪等对客
运船舶通航安全影响较大。

“客运船舶是山东沿海发生重大群死
群伤事故的最大风险源，尤其是要重点
关注客运船舶恶劣气象海况翻沉、碰撞
和火灾这三大风险，抓好抓牢客运安全，
可以说就是牵住了海上安全工作的‘牛鼻
子’。”袁宗祥表示。

为了牵牢海上客运“牛鼻子”，山东海
事局借鉴系统论、风险理论等现代公共管
理理念方法，通过对“公司、船舶、船员、客
货、环境”五个系统单元点和“责任网链、综
合管理、动态管理、差异管理、信息预警”五
个过程流的矩阵模型进行全面深入分析，
构建起客运船舶安全监管“五横五纵”五阶
矩阵模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了客运船
舶安全监管“五制五关”长效机制。

据介绍，“五制五关”是指建立安全管
理责任网链机制，把好责任落实关；建立
客运船舶综合管理机制，把好船舶适航

关；建立船员动态管理机制，把好船员适
任关；建立差异化管理机制，把好现场监
督关；建立安全信息预警机制，把好动态
监控关。

“十二五”以来，山东海事局按照“五
制五关”长效机制的总体要求，强化客运
公司源头管理，筑牢安全监管责任网链
防线，全面实施动态监控，严格加强客运
船员管理，加大现场监督力度，完善船舶
禁限航机制，推动地方政府逐步改善

“小、散、乱”滨海旅游现状，有力保障了
2.2 亿人次旅客安全便捷出行，切实维护
了山东沿海客运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

“十二五”以来，山东客运船舶已更新
527 艘，占总数 59.3%，威海市海大客运有
限公司、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中铁渤
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等 3家客船公司
连续多年荣获全国“安全诚信公司”称号。

山东半岛依海而兴，向海图强。
今年 3 月 8 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
审议时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
要地 ,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
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
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 ,为海洋强国
建设作出贡献。

“习总书记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对
山东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山东
海事局党组书记、局长袁宗祥告诉记
者：“这一方面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但
另一方面让我们涉海部门感到肩上担
子更重了。”

说完，袁宗祥打开一幅山东半岛
水域图介绍道，这里东临朝鲜半岛，近
望日本列岛，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
繁荣的航运，也带来了“三高”风险
——

山东海事局辖区有 36 条主要航
路，年商船流量达 70 万艘次，碰撞风
险高；国际国内主要客运航线 17 条，
载客 10 人以上客船约 500 艘，最大单
船载客 2160 人，日均客运量近 10 万人
次，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
辖区船载危险货物运输持续快速增
长，每天有 80余艘危险品船、约 100万
吨危险货物进出港，发生重大船舶污
染事故风险高。

安全是最大的民生。面对“三高”
风险，山东海事人敢担当、愿担当、善
担当，通过扎实的调研，对一个个事故
进行分析，对一个个案例进行解剖，探
索出了“四重一关键”（即重点监管对
象、重点时段、重点气象海况、重点区
域部位和关键环节）的安全监管规律。

据介绍，重点监管对象是四类重
点船舶（客船、危险品船、砂石船、易
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运输船舶及其他
高风险船舶）、船员和船公司；重点时
段是“四季五期”（冬季、雾季、旅游旺
季、渔汛季节，春运期间、重要会议期
间、节日期间、重大水上活动期间、高
温 期 间）；重点气象海况是“两大两
低”（大风、大潮，低能见度、低温）；重
点区域（部位）是“七区八线”（青岛、
烟台、日照、威海、潍坊、东营、滨州辖
区主要港口及其附近水域，省际客滚
航线、国际客运航线、陆岛客运航线、
滨海旅游航线 、成山头水道 、长山水
道 、青岛至石岛习惯航路 、成山头至
老铁山水道习惯航路）。

“四重一关键”实施以来，大大提
升了山东海事科学监管水平，对牵牢
海上安全“牛鼻子”，维护辖区安全形
势稳定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近年来，
山东海事每年保障 10余亿吨货物安全
进出港和 3000万人民群众水上安全便
捷出行，山东沿海运输船舶等级以上
事故件数持续下降，险情总量成逐年
稳步下降的趋势，重大事故持续减少，
辖区未发生重特大群死群伤性事故。

“抓住‘四重一关键’，就是抓住了
海上安全监管的主要矛盾和重中之
重。”袁宗祥告诉记者，在此基础上，山
东海事进一步探索建立了客船“五制
五关”、危险品船“六问六控”、恶劣气
象海况预警预防“七严七防”长效机
制，确保了客船和危险品运输安全。

四重一关键
把握规律聚焦“靶向标”

五制五关
牵牢海上客运“牛鼻子”

六问六控
镇住危险品运输“火山口”

七严七防
织好恶劣气象海况“防护网”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着。。山东海事山东海事

局在改革开放中诞生局在改革开放中诞生、、在改革开放中壮大在改革开放中壮大，，并不断服务改革并不断服务改革

开放开放、、促进事业发展促进事业发展。。短短四十年短短四十年，，山东航运业日月换新天山东航运业日月换新天

————

山东沿海港口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山东沿海港口由改革开放之初的 99处增加到处增加到 2424 处处，，增长增长

166166%%；；19781978 年年，，山东沿海港口货物进出港量仅山东沿海港口货物进出港量仅 24602460 万吨万吨，，

20172017 年达到年达到 1111..33 亿吨亿吨，，增长增长 4646 倍倍；；20172017 年山东省海洋生产年山东省海洋生产

总值达总值达 11..4848 万亿元万亿元，，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二位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二位，，较改革开放之较改革开放之

初增长了近千倍初增长了近千倍。。

时代是思想之母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是理论之源。。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在波澜壮阔的改革

开放大潮中开放大潮中，，一代代山东海事人不忘初心一代代山东海事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坚持率坚持率

先科学监管先科学监管、、率先优质服务率先优质服务，，探索形成了探索形成了““四五六七四五六七””（（四重一四重一

关键关键、、五制五关五制五关、、六问六控六问六控、、七严七防七严七防））科学监管长效机制科学监管长效机制，，有有

效履行了水上交通运输安全效履行了水上交通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职能监督管理职能，，谱写了海事治理谱写了海事治理

现代化的现代化的““山东篇章山东篇章””。。

恶劣气象条件下，海事人员强化现场监管，确
保客船及往来旅客安全。

海事执法人员对装载危险货物船舶进行现场
检查。

中、韩海事机构联合对中国—韩国客班轮进行
PSC检查。

“2015 年大型客船遇险联合搜救演习”在烟台
北部海域成功举行。

海巡船护航豪华邮轮安全驶入青岛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