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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法治
航运高峰论坛在南京举行，来自政府
机构、航运企业、航海院校的近 100
名代表齐聚一堂，就如何为发展现代
航运提供法治保障、为建设航运强国
提供法治支撑建言献策。本次论坛
聚焦“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
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下亟待解
决的法治问题，深入探讨航运法治发
展的新趋势。

期待探索船员维权
法律援助新模式

船员是航运业持续健康发展不
可或缺的力量，也是建设航运强国、
海洋强国，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支
撑。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共有注
册船员 157.5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同
比增长 6.2%；外派海员达 14.6 万人
次，同比增长 5.1%。

论坛上，原大连海事大学校长吴
兆麟作了《“无效果无报酬”船员维
权法律救助新模式初探》的主题演
讲，他指出建设和发展数量充足、质
量优良、结构合理的船员队伍是我国
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和“航运强国”
战略的重要保障。但当前船员队伍
并不稳定，船员职业缺乏吸引力，船
员合法权益时常受到侵犯，而船员维
权存在很多困难，应该引起高度重
视。由于国家现行法律援助制度不
能完全解决船员维权难的问题，因此
需要研究探讨收费法律诉讼和免费
法律援助之外的，其他切实可行的船
员维权法律援助模式。他认为，将

“无效果无报酬”的海上财产救助原
则引用到船员维权法律援助中是一
种值得探讨的新模式，他建议并期待
新成立的江苏泰有律师事务所成为
船员维权法律援助新模式的探索者
和先驱者。

据介绍，泰有律师事务所集聚一
批优秀律师，擅长海事海商领域案
件，致力于为船员维权提供援助，专
注于普及和提高航运人的法治意识，
他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推动法治航运、法治长江建设。

呼吁完善水上交通事故
刑事追责法律制度

大连海事大学教授陈鹏在论坛
上表示，当前我国《刑法》有关交通
肇事的法律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目
前针对陆地和铁路运输有明确的肇
事追责法律条款，而大部分水上交通
（航海）肇事案件依照陆上交通的相
关法律条款来执行，没有“水上交通
肇事罪”的独立罪名，但水上交通和
道路交通在特点上存在诸多差异
性。因此他呼吁，应按照水上交通
（航海）的客观规律，通过科学系统
的比较和研究，就水上交通肇事专题
对我国《刑法》做出相应的修改，形
成专门的水上交通肇事刑事法律制
度。同时，他还呼吁在高校设立刑
法（海事）本科专业和刑法学科海洋
海事研究方向，开设海事司法和法务
人员专业培训课程等。

此外，目前我国沿海和内河水路

货物运输相关的法律只能依据《合同
法》，但《合同法》中并没有针对水路
运输行业的具体体现，因而业内相关
人士热切期待《海商法》修改并扩大
适用范围。

对此，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蒋跃川提出，现行《海商法》不适
用于包括内河货物运输在内的水路
货物运输合同，也不适用于内河旅客
运输合同，同时其各章的规定基本不
适用于内河船舶。他建议，鉴于将
《海商法》的全部制度均扩大适用于
内河航运和内河船舶存在一定难度，
可将其扩大适用于内河货物运输（以
及 沿 海 货 物 运 输）、内河船舶优先
权、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有迫切需求
的领域，其他领域则可维持不变。

强化法治建设
筑梦航运强国

党的十九大就“深化依法治国实
践”问题作出了部署，强调：“全面依法
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

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原长江海事局党委书记韦之杰
认为，在建设航运强国和现代化长江
航运的进程中，法治航运、法治长江
建设不可或缺。他建议，建设法治长
江应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构建航运法
律体系，包括《长江法》《海商法》等
扩大适用内河水上运输，完善法律、
规章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二是严格
综合行政执法，海事机构应承担水上
综合执法，包括《水上交通安全法》
《港口法》《航道法》《航运法》等；三
是推动航运公正司法，包括海事法
院、海事海商仲裁、海事海商律师及
航运法务服务等机构；四是航运人员
忠实守法，包括普法宣法、崇尚法
治。

“中国由航运大国走向航运强
国，应在国际航运公约和规则制定中
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韦之杰认
为，我国今后的方针应由基本履约转
变为履约为主、立约为辅，再转为履
约和立约并重。

日前，上海海事法院对一起海上货运代理合
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托运公司的
全部诉请，案件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据悉，案件发生时，正临近印度尼西亚一年一
度的斋月，货代公司不慎丢失正本提单并耗费 8
天时间办理电放手续。托运公司认为货代公司丢
失提单导致放货临近斋月期，造成迟延提货，应
对超期损害负全部责任，遂将货代公司诉至上海
海事法院，要求赔偿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和码头超
期堆存费等损失 2813美元。

提单丢失
延迟放单引纠纷

据上海海事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当时，一批
货 物 从 上 海 港 运 至 目 的 港 印 度 尼 西 亚 SEMA⁃
RANG，托运公司与货代公司签订《海运货物委托
代理协议书》，由货代公司代为办理海运货物出
口订舱等货运代理服务。 2017 年 5 月 8 日，货物
到达目的港，托运公司通知货代公司电放提单。
孰料，货代公司不慎丢失正本提单，无法交由船
公司办理电放提单手续。

因印度尼西亚斋月（5 月 27 日至 6 月 26 日）即
将来临，届时清关效率将大大降低，为此托运公
司非常着急。经协商，货代公司立即登报挂失提
单，后于 5 月 16 日取得重新签发的提单，并于当
日交由船公司办理了电放提单手续。6月 5日，印
尼目的港的收货人提取了货物并于 6 月 8 日返还
集装箱，为此产生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和码头超
期堆存费。

随后，托运公司要求货代公司向船公司申请减免费用，船公司回复
称集装箱免费堆存期至 5 月 22 日，因斋月期间可以正常提货，收货人的
提货时间不在合理范围内，为此拒绝了申请。

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因协商不成，托运公司将货代公司诉至上海海事法院，要求赔偿集
装箱超期使用费和码头超期堆存费等损失 2813美元。

原告托运公司诉称，因被告货代公司丢失提单，导致货物不可避免
进入印度尼西亚的斋月期，造成货物滞留港口、提货延误，因被告的责
任导致原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被告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货代公司辩称，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损失及实际损失金
额；原告所称损失与被告无关，是收货人提货延迟所致，提货延迟的损
失与被告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当由被告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主张印度尼西亚斋月导致目的港清关提货
放缓，但当年的 5 月 27 日进入斋月，提货人应当可在此之前完成提货；
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临近斋月时港口提货会陷入停滞，或者客观
上无法在集装箱免费堆存期之前完成提货；目的港额外费用的产生不排
除收货人自身原因或其他原因所致，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丢
失提单所导致的延期与损失的发生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据此，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为现代航运构筑法治保障
□ 全媒记者 黄玲

近日，长江航运公安局苏州分局
（简称“长航苏州警方”）经过近 3 个
月的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个冒充军
警抢劫成品油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 35名，涉案金额 1500多万元。

据介绍，该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长江水域抢劫成品油数量最大、涉案
金额最多的案件。

风起江面魅影现
假扮军警抢油船

今年年初，盐城的陈师傅驾驶运
油船从长江口溯江而上，行驶到长江
太仓段时，一艘快艇靠了上来。随
后，五六名身穿迷彩服的人登船，声
称要例行检查。

据陈师傅回忆：“这伙人上船后
声称自己是警察，要检查货运单，随
后以询问为由，强行给运油船上的 3
名船员戴上手铐，并带到小艇上。”

当 3 名运油船船员被控制到小
艇上以后，小艇在长江里一直绕圈。
大约 3 个小时后，小艇再次停靠运油
船，陈师傅几人被送回船上，“警察”
则迅速驾艇驶离。再次回到船上，陈
师傅惊魂未定，却发现运油船的吃水
深度浅了不少。经检查，船上运载的
400余吨成品油不翼而飞。

陈师傅这才明白，检查是假，打
劫是真。

多方侦查遇阻力
捕风未果捉影难

陈师傅的案件并非个例。今年
以来，长航苏州警方接到数次“长江
上有人冒充警察抢劫油品”的举报。

通过受害人的描述，民警认为
嫌疑人作案手法干练老道，初步判
断打劫的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
团伙。

那么，消失的油去了哪里？民警
分析，运油船上的成品油显然不可能
凭空消失，3 个小时内让运油船靠岸
卸油再回到江中时间不够，最大的可
能是成品油在江中通过船与船进行
直接转运。

据长航苏州警方刑侦支队民警
杨相军介绍说：“在受害者被带离的

2—3 个小时之间，嫌疑人应该是通
过 2 艘油船靠在一起进行过驳。我
们通过雷达系统搜索，发现了靠泊过
程中的另一艘油船，这就是我们要找
的嫌疑船舶。”

最终，长航苏州警方决定从作案
油船、快艇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利用
雷达系统寻找作案油船，另一方面通
过受害船员对快艇的特征描述排查
出重要作案工具。

然而，近两周的侦查结果却令人
大失所望。

民警解释，由于雷达工作的特殊
性，水面的浪花同样能反射雷达信
号，在显示屏上表现为若干个大小不
一的光斑，无法筛选出有效信息。虽
然调查组在长江苏锡段水域开展了
撒网式的大范围排查，但在数千米的
水域和数百个汊港、码头内，皆不曾
寻找到符合相同特征的快艇。

侦查工作再次陷入僵局。

警务科技显神威
多方协助破疑案

侦查方案被一一否定，侦查工作
似乎陷入了死胡同。就在一筹莫展
之时，长航苏州警方通过江苏省交通
厅最新研发的大数据分析系统为该
案寻找到新的突破口。

经过大数据对 3 艘受害船舶的
路径分析，准确描画出被害船舶的
航行轨迹。最终，长航苏州警方锁
定了一艘嫌疑船舶，随后便顺藤摸
瓜，成功锁定该案各嫌疑人的基本
信息。

5 月 22 日凌晨，长航苏州警方联
合无锡警方、张家港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组织出动警力 120 余人，分别在
江苏无锡、苏州、湖州、盐城、常州等
5 地合力收网，成功抓获涉嫌抢劫犯
罪集团成员 26 人，缴获大批迷彩服、
金属手铐、催泪喷雾器、器械等作案
工具。

最终，王某仁等犯罪嫌疑人如实
交代了作案经过。经查证，该团伙分
工明确，作案 10 余起，涉案金额达到
1500 余万元。目前，长江航运公安
局苏州分局已抓获 35人，逮捕 18人，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冒充军警江上抢劫
长江悍匪终被一网打尽

□ 通讯员 李健新 沈顺霆

（上接第 1 版）
深入开展便民工作，是提升服务

的“关键一环”。
桂林海事局全州办事处副处长

李雄文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多年来为
渡工们的默默付出：“我在桂林海事
局已经工作 7年了，7年来，我局为渡
工主动办理材料 200 多人次，并且做
到了‘送证上门’。他们的工作属公
益性质，补贴微薄，确实不易。”人性
化的便民服务，换来了渡工们憨厚淳
朴的笑脸。“那些笑容，让我们心里
暖暖的。”李雄文说。

郑婧向记者介绍，桂林海事局目
前正逐步理顺行政审批“一站式”工
作，优化人员配置和业务流程，以确
保审批事项“最多跑一次”或“一次
不用跑”得以大范围实现。“我局为
方便业务办理，建立了多个 QQ 群和
微信群，可以说已将通信工具运用得

‘淋漓尽致’了”。

抗洪冲在前
只为保一方百姓平安

进入暑期，广西地区暴雨频频，6
月 6 日至 10 日、7 月 7 日至 9 日、7 月
12 至 13 日，桂林分别迎来了三轮强

降雨过程，桂林海事局辖区内的桂
江、湘江、资江、洛清江等主要河流
均反复出现超警戒洪水的情况。

面对滔滔洪水一次又一次的威
胁，桂林海事坚持外部船舶、排筏安
全监管与内部安全监管两手抓，守护
一方百姓平安。

多次参与抗洪抢险的李雄文说：
“像今年这般复杂的情况，不仅是
我，连单位已经 51 岁的老同志也是
头一回见！但是一个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永远要
放在心中第一位。”

6 月 9 日 9 时 20 分，桂林海事局
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 :全州县部
分村庄受洪水影响，村民被围困在
家 ，无法转移，情况危急，请求救
援。接报后，桂林海事局立即指派全
州办事处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
展救援。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
有群众家一楼被淹，群众在二楼被
困，无法自行登艇，于是他们一边用
登山绳辅助，一边搭成人梯，成功将
被困人员救出。

6 月 10 日，在全州县文桥镇白毛
村，由于连续强降雨，导致该村在 3公
里的道路出现十几处塌方，断电、断
网，与外部失去联系，接到求助信息

后，海事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运送救
灾物资。在此次抗洪抢险过程中，桂林
海事局成功组织实施营救行动 3次，安
全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 21名，运送救
灾物资方便面 50箱、大米 2吨。

7 月 9 日 9 时 50 分，受洪水影响，
桂林灵川大圩毛洲岛船舶封航，进出
岛唯一交通方式中断，岛上有两名儿
童高烧不退需紧急送医，另有一名怀
孕 8 个月的孕妇急需转移。面对紧
急救援，桂林漓江海事处立即采取行
动，派出骨干党员联合漓江风景名胜
区管理委员会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
员共 10人，驾驶 3艘执法船艇前往现
场开展救援。可是救援困难重重
——原本尝试靠泊毛洲岛码头，但因
持续暴雨，上流来水湍急，毛洲岛码
头已经全部被洪水淹没，且水中不时
有障碍物影响，救援人员多次尝试但
仍无法成功靠泊。救援人员立即采
取措施，利用在码头锚泊的毛洲岛渡
船作为中转船，成功将两名儿童、一
名孕妇及三名陪同家属共 6 人转移
至执法艇上，并将受困群众送至竹江
码头，通过车辆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汛情就是命令，汛情就是集结
号 !

面对洪流，桂林海事局干部职工
众志成城，勇往直前，用毅力和果敢
担起守护人民群众安全的重任，其救
人事迹先后得到中央及地方媒体宣
传报道。

以创新引领
打造智慧监管新模式

4 月 19 日 9 时 06 分，在漓江磨盘
山码头水域，“宏发 06”船船员黄某
在船舶航行期临水作业时未穿救生
衣，被漓江沿线的高清监控摄像头拍
个正着。未遵守水上安全交通法则
的黄某将面临桂林海事局漓江海事
处工作人员的上门调查询问以及一
份《海事处罚行政决定书》。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漓江全线已
有 52 个高清监控摄像头，实现了漓
江航线各客运码头、主要浅滩、通航
密集区及事故易发区监控的全覆盖；
并且，漓江及“两江四湖”航线上全
部 220艘旅游客船的船载 GPS和 VHF

安装工作也已完成，实现了船舶通讯
设备的全覆盖；与此同时，桂林海事
局还与漓江管理委员会加强安全监
管合作，成功接入漓江精华游航线
103 艘旅游客船的 1663 个视频监控
画面，实现了漓江精华游旅游客船全
方位远程监管全覆盖。

“这是桂林海事局以打造‘漓眼’
现场‘无人’监管品牌为目标，全力
推进智慧海事建设的硕果。”唐明华
向记者表示。

桂林海事局漓江海事处副处长、
直属海事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罗新贵
带领记者走进了桂林海事局指挥中
心——目之所及，多块液晶显示屏清
晰地传送着漓江各区域实时监控画
面。“2019 年上半年，桂林海事局认
真落实上级文件精神，并结合《桂林
海事局电子巡航工作制度》要求，推
动指挥中心与各分中心相融合、现有
资源与引入调整相融合、电子巡航与
现场巡航相融合、学习研讨与破解难
题相融合、常规监管与重点盯防相融
合的‘五融合’来创新电子巡航模
式，仅 2019 年上半年，我局指挥中心
及各分中心就开展了电子巡航共
12885 次。在 多 方 协 调 努 力 下 ，桂
林海事局实现了上半年辖区‘零事

故’。”罗新贵向记者介绍。
除智慧海事建设颇有成效之外，

桂林海事局在污染“零排放”方面的
成绩单也格外亮眼。

罗新贵自豪地介绍道：“自 2017年
5月 10日，《桂林漓江旅游客船污染物
监督管理规定》颁布实施以来，各类船
舶的油污水就必须到岸上指定的油污
水接收点排放，经过执法人员几番防
污染专项检查，至今，漓江‘零排放’的
监管水平仍走在全国内河水域防治船
舶污染管理的前列。”

记者还了解到，2017 年底，漓江
上的旅游客船开始启动 30 年来的规
模最大的“大换血”——新能源船舶
代替了传统的油船，漓江之旅成了名
副其实的“绿色之旅”。“目前桂林两
江四湖及临桂新区湖塘水系有 3 艘
纯电动力船舶投入使用，漓江精华游
电油混合动力船舶也在加紧筹建
中。”罗新贵说。

不忘初心本色，抓住科技机遇，
奋进拼搏发展。唐明华表示，“下一
步，桂林海事局将从‘心’出发，继续
发扬无惧艰险、万事为民的无私奉献
精神，勇攀科技高峰，以智慧海事为
武装，推动广西海事迈上高质量发展

‘快车道’。”

守一方初心 护一江碧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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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承办法官张健介绍，作为国民大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印
度尼西亚，斋月期会对该国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产生较大影响，这
也是多数向印度尼西亚出口货物的卖家选择避开斋月的原因。
斋月期内港口提货效率会相对较低，但并不会陷入停滞。

张健分析，被告丢失提单确实使得放货期延后，但其办妥放
货手续之时距离进入斋月尚余十天左右，应当足够收货人在集
装箱免费堆存期前完成提货；原告主张被告丢失提单行为导致
提货临近斋月，造成迟延提货而产生大额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和
码头超期堆存费，其提供证据和理由均较为牵强，合议庭难以支
持；目的港国家特殊因素（如斋月）是国际货物运输、货运代理
案件审判中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但主张因此受损的当事人应
就这一因素与其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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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

上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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