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1日上午 9时，2019 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在上海港国
际客运中心举行启动仪式，作为“中国航海日”“招牌”活动的船舰公众开
放日也拉开了帷幕。 尹宇龙 摄

7月 11 日，天津海事局联合天津市地方海事局在天津大悲院游
船码头开展“航海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互动演示方式向广
大市民和游客倡导水上安全理念。上图为蓝天救援队通过水上救
生艇操作演练普及水上交通知识。 杨柳 马艳玲 王曦 摄

7月 10 日，泉州海事局联合泉州海丝小记者团举办航海主题研学
活动，共计 32名小记者和 20余名市民代表参加。当天，小记者们参观
了船舶驾驶台、机舱、船员生活区等场所，了解了海巡船内部构造，并
在泉州海事学校学习并掌握了正确穿戴救生衣、抛救生圈、心肺复苏
急救术等水上安全知识。

上图为在泉州海事学校，小记者们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练习心
肺复苏急救术。 王有哲 王黎 摄

7月 10日上午，八所海事局组织职工及家属开展海事开放日活动，职
工家属在海事青年志愿者与西线航标管理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第一次登
上鱼鳞洲灯塔顶部，认真学习海洋、航标、航海的相关知识，了解了鱼鳞洲
灯塔的历史发展进程。 龙巍 陈振凯 陈思研 摄

鼓帆破浪 弘扬丝路精神 传承航海文化

本报讯 （全媒记者 杨柳 记者
马桂山）7 月 11 日，在山东海事局、
山东省海员工会等单位的组织下，
青岛航海展览馆揭牌仪式正式举
行，来自北京东城区的中小学生和
八大峡辖区居民 100 余人参观了青
岛航海展览馆，围绕着“再扬丝路风
帆·共筑蓝色梦想”航海日主题，参
观人员在具有百年历史的原青岛海
岸电台、现青岛航海展览馆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据了解，青岛航海展览馆向社会
开放，以“航海”为主线、“博物”为基

础，深挖航海文化的深厚内涵，将成
为全民普及航海知识的重要精神文
化平台。当天，现场参观人员聆听
了水上安全和海洋强国知识讲座，
海事专家详细讲解了水上安全知
识，并就大家关心的中国海上丝绸
之路历史、青岛航海文化历史和海
洋强国战略等知识进行了互动交
流。后期，青岛航海展览馆开放后，
将与青岛著名的百年灯塔——团岛
灯塔联合成为学生们的航海研学教
育实践基地，成为海事和社区海洋
文化建设的桥梁纽带。

“青岛航海展览馆”正式揭牌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龙巍 通讯
员 段武修）7 月 11 日，“广西海事局
航海文化教育基地”在合浦汉代文
化博物馆揭牌，该局局长黄军根和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长廉世明共
同签订了弘扬航海文化共建合作协
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合浦“海上丝绸
之路”始发港历史优势，共同弘扬航
海文化。

当天上午，广西海事局还与北海
市人民政府联合在北海侨港国际客
运码头举行了庆祝航海日活动启动
仪式。 9 时整，海上、港口所有船舶
统一鸣笛 1 分钟、挂满旗。接着，参

加启动仪式的嘉宾乘坐“海巡 1005”
轮调研北海向海经济发展情况。

下午，侨港海事处举办了航海文
化论坛，北海市民间博物馆、港航企
业、海事部门专家代表围绕传承“丝
路”文化、发展航海事业、建设海洋
强国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当晚，在北海市人民剧场还举行
了庆祝航海日文艺汇演，来自北海
市口岸单位、涉海部门、港航企业、
学校等单位代表通过歌舞、情景剧、
小品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为全场观
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航海文化视听
盛宴。

广西海事局
航海文化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龙 巍 通
讯员 王思）7 月 9 日，惠州海事局
联合惠州市委宣传部、惠州市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惠州报业
集团、惠州文明网等多家单位共同
举办“中国航海日主题活动暨海事
开放日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海
洋和海权意识。

当天，惠州市文明办、广东海事
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督导组、惠州海事局与广大市民共
同开展保护海洋环境的倡议行动及

“碧海银沙”海洋环保志愿倡议行
动。“一份环保意识，也是我们积极
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份见
证。”市民朋友张先生对记者说。

同时，惠州海事局工作人员还
向参与活动的市民和志愿者普及

“世界海员日”、水上救生消防安

全设备、全市水上交通安全基本情
况等相关知识，解读惠州海事局服
务航运经济发展十项举措。

志愿者们在海事工作人员“一
对一”的耐心讲解下体验如何正确
穿戴救生衣、使用救生圈等救生设
备以及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随后，志愿者和市民陆续登上
海巡“0938”船、海巡“09271”船参
加船艇开放和体验巡航活动。在
马鞭洲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四艘
超大型原油船同时靠泊，趁此机
会，海事人员及时向大家宣讲大亚
湾世界级石化基地建设、惠州港

“亿吨大港”建设和惠州一流城市
建设等情况，并鼓励大家在助推粤
港澳游艇自由行、香港—深圳—惠
州—汕尾海上旅游航线开通等方
面献计献策。

投身“碧海银沙”守护蓝色家园

惠州海事联合多部门
发出保护海洋倡议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周 佳 玲
通讯员 彭南祥 孙谷）7 月 11 日，
长江重庆段各港口船舶彩旗飘
飘。上午 9 时，随着“呜——”一声
船舶长鸣，重庆海事局开展的以

“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的中国航海日集中宣传活动也正
式开启。

当天，重庆海事人员纷纷走上
船头、码头，向广大船员、旅客宣传
我国航海历史文化，普及航海知识，
弘扬航海精神。同时，海事执法人

员通过船员流动课堂、座谈会、综合
演练等形式与广大港航企业、船员
共同学习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思
想，共话长江航运发展未来，共同践
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共同
促进长江航运安全发展。

重庆海事局船员处与丰都海
事处执法人员走上“长江黄金 6
号”邮轮，组织船员参加了航海日
知识学习，观看了《我要去航海》
MV。同时借助这个契机组织船员
开展了应急疏散演习。

重庆海事与航企共话长江航运发展

本报讯 （全媒记者 尹宇龙）7
月 11日，长三角航运一体化发展论
坛在沪举办。中外专家在论坛上
共同，探索长三角港航协同发展新
路径。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巡视员蔡军
在论坛上表示，区域发展一体化的
显著标志就是交通一体化。长三角
港航业正在从要素合作向制度合作
转向，探索更高层次的深度合作。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张林介
绍，目前上海正在大力推进三方面
工作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一是
加强小洋山北侧开发合作，与浙江
省共同推进小洋山北侧集装箱江海
联运码头开发，力争早日开工建

设。二是大力发展海铁联运，加快
沪通铁路建设，推动铁路进外高桥
港区，提升上海港服务范围。三是
积极推进江海、河海联运，构建“互
联互通、畅达高效”的长三角高等级
内河航道网，大力推进杭平申、苏申
内港线等航道项目规划建设，促进
区域水运系统升级。

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司副
司长 Christopher Trelawny 表示，航
运业是最国际化的行业，需要开放
合作精神。国际海事组织将协助
成员国制定战略，包括支持港口和
航运部门发展、促进航海成为青年
可行就业选择、促进区域内海上贸
易、促进制造业产品出口等。

长三角航运一体化发展论坛在沪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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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杨 瑾 张
弛）7 月 11 日下午，2019 年中国国
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暨第十届
油运安全论坛在宁波召开，本届论
坛主题为“绿色·安全·发展——迎
接挑战、携手共赢”，嘉宾代表们围
绕低硫油、智能航运、船舶风险评
估、LNG船舶管理经验等船舶业热
点话题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和研讨。

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亚
南表示，目前航运业正在向绿色
可持续发展转型，如何统筹兼顾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全球船
舶业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作为

世界第二大船东国，在专业技术、
人才供应、管理经验等方面仍存
在短板，希望借此论坛平台充分
交流、互惠互通，推动船舶技术与
安全更好发展。

“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以及层
出不穷的标准新规，对油运产业
链上各相关方的现有运营模式产
生深远影响。因此，深化合作、
携手应对、在国际海事舞台上，发
出中国的声音和诉求，也是油运
安全论坛的出发点和重要使命。”
中国船级社总裁莫鉴辉认为，合
作才能共赢，创新才能又好又快
的发展。

2019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
聚焦绿色航运发展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吴 竹 韵
杨瑾）7 月 10 日，2019 中国国际海
员论坛在宁波召开，来自国内外
港航界超过 300 位嘉宾代表围绕

“新趋势 迎挑战 促融合 谋发展”
的主题，深入探讨当前海员发展
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海员行业
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
论坛上还举行了陶行知教育基金
会——“航海教育公益基金”开启
仪式。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船员处副
处长陆立明提出，海员是国家重
要战略资源，建设和保持一支稳
定、高素质的国家海员队伍，是海
洋强国、交通强国建设和维护国
家海权的现实基础，是推进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重要保
障。同时，海员是全球化的职业

群体，让我国海员在全球化竞争
和海上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处于公
平地位，能够体面工作，也是势在
必行。

海员的职业发展和保障海员
合法权是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副主
席曹宏伟一直关注的问题。她表
示，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将积极代表
广大海员发声，反映海员意见和要
求，维护海员利益，提高海员队伍
素质，保障海员职业发展权利。

近年来，我国海员资源出现
了质量下降，数量短缺的严峻局
面。香港 Fleet 船舶管理公司中国
区董事总经理顾剑文对此提出建
议：更加重视对海员的培训。国家
应多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海事主
管部门要创新，重视航运企业即用
人单位的需求。

2019中国国际海员论坛
关注船员可持续发展

7 月 11日，连云港海事局举办海事开放日活动，在海巡艇上开讲
“暑期水上安全课堂”，连云港少年海事学校师生代表和结对社区中
小学生共 80 余人走进海事局，近距离了解海事工作，体验航海乐
趣。 刘传雷 摄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陈 俊 杰
通讯员 陈帅）7 月 10 日，“行舟致
远”航海文化论坛于浙江宁海十
里红妆文化园举行。

“行舟致远”作为中国航海日
论坛文化方向的唯一分论坛，致
力于传承弘扬中国航海文化，增
强全民航海和海洋意识，搭建海
洋历史文化学术交流平台。今年
论坛围绕“行舟丝路文化，致远海
洋未来”的主题，聚焦“中国航海
贸易历史”等议题进行学术交流
和探讨。

据悉，本届“行舟致远”航海
文化论坛参与人数达 150 人，其
中发言嘉宾 30 人。在主旨演讲
环节，国际海事组织前秘书长关
水康司、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
究院院长费维军、英国“大不列
颠”基金会主席马修·特耐（Mat⁃
thew Tanner）等 5 位 中 外 嘉 宾 发
言。在当天下午的论坛环节中，
20 多位海事相关机构的专家学
者分四大分会场交流最新的学
术成果，共同探讨航海事业发展
的未来。

行舟丝路文化 致远海洋未来

本报讯（全媒记者 吴竹韵 程
璐）7 月 11 日，以“绿色新动能 转
型新机遇”为主题的民营港航企业
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宁波召开，来自
港航企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科
研机构约 200位嘉宾参会。

目前，我国经营远洋运输企业
约 300 家，经营沿海运输企业约
2000 多家，经营内河运输企业有
4000余家。其中经营沿海和内河运
输的绝大多数是民营航运企业。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表示，下一

步将健全水运发展政策法规标准
体系，健全内河标准船型指标体
系和验证方法，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开展政策研究，提出减轻民营
港航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建议。

中国船东协会建议，通过企业
联盟等形式建立稳定的组织形式
和共同遵循的章程，走合作联营、
集团化经营道路。针对日益严苛
的环保要求，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建议，各航运企业应抓紧选择合
格燃油供应商。

民营港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探索转型新机遇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陈俊杰 樊雪菲）7 月 11 日，作
为中国航海日论坛平行论坛的第五届海丝港口国际合
作论坛（以下简称“海丝论坛”）在宁波召开。

本届海丝论坛由外交部、交通运输部、浙江省人民
政府指导，中国航海日论坛组委会主办，浙江省海港集
团、宁波舟山港集团等 15 家单位共同承办，主题为

“容·通——丝路传承，伙伴精神”。
11 日下午海丝论坛召开当天，除主论坛外，还举办

了高层圆桌会议、创新投资专题会议；12 日，本届海丝
论坛将举办以“容”“通”为主题的 2 场主题论坛和湾区
经济学术研讨会议、航运金融衍生品专题研讨会议、海
铁联运高质量发展会议、国际航运服务业创新发展会
议等 4场专题会议，并举行论坛成果发布仪式。

海丝论坛是“一带一路”重要港航合作交流平台，
自 201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四届。本届海丝论坛规模达
388 人，其中中国大陆 256 家单位、296 人，海外国家和
地区 43 个、86 家单位、92 人，涵盖亚、欧、非、北美、南
美、大洋六大洲。

当日，“一带一路”国家港口管理专题研修班开班，
标志着宁波舟山港与“一带一路”国家港口管理合作进
一步深入。据悉，港口运营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将借
研修班得以推广。

同时，在主论坛举行的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
与中国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的签约，普洛斯投
资（上海）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海港集团的签约，浙江省
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与小米集团的签约，使得合
作方在此之前对接洽谈的诸多事项有了落地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