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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船头，放眼望去，雪雾为过
往船舶蒙上一层面纱，好似身处仙境
中。

这里是长江江苏段，航行条件优
越，是长江干线运输最繁忙的水域。
1 月 9 日，春运启动之际，记者与长江
航务管理局江苏区域联席会议有关
单位负责人以及来自长江 13 家港航
企业的部分管理人员一道，乘“海巡
0603”艇参与了江苏海事局 2020 年第
一次全辖区巡航调研，亲眼见证了这
片“钻石”航道的繁荣，也感受到沿江
各方对共建长江发展命运共同体的
执着追求。

同乘一条船：
共商航运发展大前景

“我管船十几年了，今天是第一
次走全航道，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到
现场来感受这段航线的繁忙。”中远
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安监部总经
理黄少云坦言。

与黄少云有一样体会的，还有重
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苗浩野，

“原来我们都是听基层船员反映这一
段航线的情况，今天实地来看，确实
感受到这里通航密集，体会到海事安
全监管压力大。”

据了解，每年江苏海事局都会在
枯 水 期 和 春 运 前 组 织 全 辖 区 的 巡
航。而这一次不同，江苏海事局特别
邀请了长江沿线有关管理部门和长
江 13 家港航企业的部分管理人员一
同参与巡航，目的就是以船为媒，搭
建友好交流平台，加强沟通、增进理
解，共同谱写交通强国长江航运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雪停了，江面雾茫茫一片。寒意
渐浓，船内讨论氛围却持续热烈。

“这里是长江南京段，雪雾天能
见度低，不足 300米，所以咱们实施了
临时交通管制。”南京海事局政委邓
振钢介绍。话音未落，甚高频中就传
来了喊话声：“现在还在长江上行走
的船舶请注意，海巡艇提醒你们，现
在长江南京段正在实施临时交通管
制，请到安全区域抛锚！”“‘紫丁香’
已临近锚地，正准备抛锚。”

“可不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实行单向通道？”江苏远洋运输有限
公司董事长晁阳现场建议，“对于我

们航运企业来说，封航的时间越长，
咱们效益就会受损。像这种大雾天
气，我建议可以实行单向通道，通过
雷达来控制船距，确保安全。”

江苏海事局局长朱汝明当场将这
个建议记录下来。他表示，将认真论
证其可行性，同时解释道，长江江苏
段通航环境复杂，横越航道的渡船
多，出于安全考虑，封航是最佳选择，

“安全是最大的效益。”
船行水上，极目远眺，可谓“大船

顶天立地、小船铺天盖地”。分快慢
道，把黄金水道真正建设成为“水上
高速路”是参加巡航企业代表共同的
呼声，增设危险品运输船舶临时锚地
也是航运企业的迫切需要。此外，代
表们还围绕洪水期船舶航速达标困
难、进一步高质量释放 12.5 米深水航
道效能等方面内容，与海事部门进行
了深入交流。

“我到这船上领任务来了。”南京
航道局局长顾网林回应道。他表示，
这次来，除了来看看航道的维护尺度
情况，更重要的是听听企业的意见，
回去后，将组织研究企业反映的锚地
建设事宜。

“希望咱们企业也能把握航运
的规律，把进江船的船况维护好，保
证船舶不要失控。”长江引航中心党
委书记张铜宁对企业代表说。

同巡一段江：
共建航运命运共同体

顺江而下，江面越来越宽，两旁
过往的船舶越来越密，几乎连成片，
港口、船厂、渡口林立两岸，一座座桥
梁横跨南北。

航运是为江苏经济输血的发展动
脉。

据了解，以长江为轴的沿江八市
创造了江苏全省 80%以上 GDP、94%
的进出口总额。长江中上游地区所
需 70%以上的海进江煤炭、80%以上
的外贸铁矿石和 20%左右的集装箱通
过江苏港口进出。

数据显示，长江江苏段是江河海
一体的国际海港区。每年进江海轮 5
万吨级以上 1.8 万艘次，10 万吨级以
上 3200 艘次，15 万吨级以上 2100 艘
次。拥有开放口岸 17个，每年国际航
行船舶进出沿江口岸 3.6 万艘次。 8

个亿吨大港年货运量近 20亿吨，占长
江全线的 70%。

黄松洪是神华中海航运有限公司
安技部经理，他介绍，神华公司主营
国内沿海及沿江航运业务，兼营国际
远洋运输业务，每年至少有 800 多艘
次船舶进入长江。江苏省港口集团
有限公司王永安则透露，2019 年进出
港大型船舶艘次同比增长 22%，大宗
散货一二程海进江作业量超过 1.2 亿
吨，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3%，集
装箱吞吐量增幅 2%。而作为用电大
省，江苏七成以上为火力发电，电煤
水路运输需求旺盛。

据介绍，江苏也是全国第一造船
大省，造船量约占全国的 1/2、世界市
场份额的 1/5。记者不禁联想到，7
日，由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为中
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参与的“一
带一路”重大建设项目而批量建造的
系列工作船第 8 艘——“益拖 204”顺
利吊装下水的情形，此前 2019 年底，
该船厂两天迎来三个重要生产节点，
生产十分密集。

雪过不久，大桥上的车流缓慢，
耳边是代表们热烈的讨论，脚下的海
巡艇踏浪前行，走得快速且坚定。

同干一件事：
共享科学航管新红利

江苏辖区拥有 20 条营运渡线、
120 艘渡船，年均渡船横越航道近 100
万次，载客达 4500万人次。

张金宝是镇江海事局局长，他介
绍，镇扬汽渡 24 小时不停航，是长江
江苏段最大的汽渡线之一。据了解，
2019 年，685 万人次旅客和 394 万辆
次车辆通过镇扬汽渡平安渡江，未发
生一起事故险情，实现客汽渡船“零
死亡”“零事故”的“双零”目标。

经过江阴段时，江面更寥廓了，
码头变得更加密集，长江南北岸都有
码头布局，航道中分布着锚地。这里
穿越主航道的船极多。

江阴海事局局长韦庆才告诉大
家，江阴汽渡原来是三条线，现在合
并两条线，三五分钟发一趟，高峰时
八条船一起跑。此外，江阴段支流河
口多，新夏港河口高峰时有 600到 700
艘进江。

数字入景，川流不息的轮渡在眼

前浮现。“‘汽渡 05’号，我是海巡，我
正要经过，请你注意避让！”来自南京
海事局的海巡艇驾驶员袁维俊通过
甚高频喊话。“‘汽渡 05’号收到！我
已减速，请通过！”“谢谢配合！”

顺利经过一个又一个渡口后，记
者了解到，近年来，江苏海事局着力
推进海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探索以数字监管为手段，以信用
监管为基础，以重点监管为补充，辖
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保持稳定。2019
年，水上等级以上事故数、死亡失踪
人数、沉船艘次、直接经济损失四项
指标同比分别下降 5.3%、44%、31.2%
和 7.2%，水上交通安全形势创历史最
佳。

而在长江生态保护方面，江苏海
事局更是成绩斐然。长江江苏段以
铁腕手段把打好船舶污染防治攻坚
战作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思想的实际行动，全面推进实施“一
零两全四免费”船舶污染物治理机制
得到了参与巡航各方的称赞。南京
兴隆洲、南通如皋、镇江六圩水上绿
色综合服务区等民生工程相继投入
运营，长江江苏段船舶生产生活服务
及污染物接收配套设施得到极大改
善。

海巡艇缓缓靠岸，这段里程达
365 公里的巡航进入尾声。作为一名
新闻工作者，中国水运报总编辑张正
柱感慨道：“我们同乘一条合作之船、
同巡一段发展之江、同做一件利民之
事，海事监管与港航企业坦诚相见，
相互交流，通过海事监管提升航运生
产力水平，人心齐向，共同推进长江
航运高质量发展。”

记者也感受到，长江江苏段谱写
新时代钻石航区的安全绿色发展之
歌的步伐坚定且稳健。

“江苏海事局将切实解决突出问
题。”朱汝明表示，今后，江苏海事局
坚持管住江船、管好海船，推动水上
绿色综合服务区建设，推动“良币驱
逐劣币”，运用市场手段淘汰低标准
船舶。同时，用好“大船、码头、小船”
和“船舶、港口、货主”三位一体管理
链，加大违法失信行为惩戒力度。此
外，利用船舶自动报告系统、政务受
理无人值守站、“一零两全四免费”智
能平台等科技手段为行政相对人提
供更优质服务。

本报讯（全媒记者 周佳玲 通讯员 彭南祥）
1 月 13 日，记者从重庆海事局 2020 年工作会获
悉，2020 年，重庆海事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三化”建设为统领，
以安全和防污染监管为中心，当好“五个先行”，
力争率先实现“一流强局”第一步战略目标，不断
开创重庆海事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019 年，重庆海事局在安全监管、污染防治
等方面实绩突出，全局共保障 559.3 万人次、2.65
亿吨货物的水上运输安全，同比分别增长 46.4%、
10.9%，辖区连续 198个月未发生重大交通安全事
故；辖区防污染形势持续稳定，查处了长江首例
船舶停泊期间违规排放生活污水、首例客船违规
排放餐饮污水案件，安装了全国内河首套船舶尾
气遥测设备，连续 202 个月未发生重大船舶污染
事故；服务效能明显提升，社会满意度在长航局、
长江海事局测评中均列系统第一，职工满意度达
99.7；“云内控”系统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港口船舶作业信息报送平台在长江全线推广，率
先全面实施船员劳务外包，“三基”建设成效显
著。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目标的决胜之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实
现长江海事由大局向强局跨越的关键之年，重庆
海事表示将当好“五个先行”，即聚焦本质安全，
在守护平安长江上勇当“先行”；聚焦生态环保，
在捍卫美丽长江绿色发展中敢当“先行”；聚焦服
务发展，在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上善当“先
行”；聚焦基层基础，在打牢高质量发展基础上能
当“先行”；聚焦队伍建设，在锻造海事铁军上争
当“先行”。

2020 年，重庆海事局力争率先实现“一流强
局”第一步战略目标。完成“三基”攻坚“933”重
点任务；不发生有监管责任的一次死亡失踪 3 人
以上事故和重大船舶污染事故；人命救助成功率
≥98%。职工满意度≥96，社会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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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黄金水道建成“水上高速路”
□ 全媒记者 樊雪菲

深入一线察实情谋实招

福州航标处举办
第三届职工岗位技能竞赛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王 有 哲

通讯员 王怡）1 月 10 日，东海航
海保障中心福州航标处第三届
职工岗位技能竞赛在福州航标
处长安基地落下帷幕，来自福州
航标处各基层站点、办事机构的
一线航标员、船员共计 46 名参
赛选手参加竞赛。

据介绍，此次技能竞赛以日
常培训和岗位练兵为前提，聚焦
考核专业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
共设航标与船艇两大类比赛项
目，包括灯浮标配套安装、AIS航

标安装配置及后台维护、海水管
路滤器拆装实操、管路法兰垫片
加工实操等内容，立足岗位，贴
近实战。

据悉，福州航标处自 2016 年
举行第一届职工岗位技能竞赛
以来，该赛事为福州航标处输送
了大批优秀航标工和一线船员，
有力推动了航标服务持续健康
发展。

图为选手正在参加岗位技
能竞赛。

王有哲 王怡 摄

争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
（上接第 1 版）

争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要
始终保持昂扬的奋斗姿态。面
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
途、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的思
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要砥
砺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以顽强
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
克 服 前 进 道 路 上 的 艰 难 险 阻 。
要发扬敢于担当的奋斗精神，弘
扬“两路”精神和新时代交通精

神，将其内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
动力。要秉持久久为功的执着
精神，着力克服重眼前轻长远、
重显绩轻潜绩、重治标轻治本的
误区，树立积厚成势、聚沙成塔
的观念。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站
在新的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与时代、与国家
一 起 努 力 奔 跑 ，做 执 着 的 追 梦
人！

大连海事查处
海上“隐身”巨无霸
本报讯（通讯员 毕雨亭）日前，大连海

事局执法人员发现并查处一起 40 万吨级
超大型矿砂船关闭 AIS（船舶自动识别系
统）的违法行为。

大连海事局北良港海事处执法人员在
电子巡航时发现，位于“矿石大”泊位的 40
万吨级矿砂船“远真海”轮疑似未正常开
启 AIS 设备，企图通过“隐身”规避海事监
管。执法人员立刻登轮实施现场检查对
该情况予以确认，并依法进行查处。

据了解，40 万吨矿砂船“远真海”总长
360米，型宽 65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矿砂
船之一。由于尺寸超大，本身就存在惯性
大、回转性差、航向稳定性差、操纵能力受
限等特点，擅自关闭 AIS，更会导致监管部
门和过往船舶无法及时获取该船的船名、
船舶动态等信息，带来重大安全隐患。

深圳大铲海事开展
“启航冬令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林秋梅 陈
天宇 彭珂）1 月 13 日，深圳大铲
海事局举行“关注深海、走进航
运”社会实践志愿服务项目签约
暨“启航冬令营”开营仪式，旨在
通过码头现场参观、海上航海体
验、航海知识教学等方式向深圳
公众展示深圳海洋经济建设发
展，引导更多青年学生关注深
海、走进航运。红岭中学师生及
家长义工代表等 80 余人参加了
2020年首次“启航冬令营”活动。

在开营仪式上，大铲海事局
团总支、华南中远海运集装箱运
输有限公司团委、大铲湾现代港
口发展有限公司、红岭中学共同
签订“关注深海、走进航运”社会

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合作协议书，
成立海事“启航青年先锋队”。

活动中，红岭中学师生及家
长义工代表等 80 余人参观了大
铲湾码头展示中心及码头作业
区，并在海事志愿者的带领下感
受海上巡航执法工作，体验海事
指挥中心船舶交通通航保障。
海事志愿者们还为红岭中学的
同学们准备了一堂生动有趣、内
容丰富的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讲
座。同学们纷纷表示，希望能够
多参与这样的活动，不仅增加了
对海洋知识、航海知识的了解，
拓展了视野，更掌握了水上安全
救生技能，提高水上安全防护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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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威海海事局执法人员在核查一艘外籍船舶油类记录簿等文书资料时，发现该轮本航次自韩国仁川
航行至威海港过程中一直使用船舶重油日用柜中的燃油。随后执法人员对船舶所用燃油取样检测，结果显
示硫含量超过了0.5%m/m，威海海事对该外籍船舶进行了查处。

图为执法人员对船舶重油日用柜中燃油进行取样检测。 杨柳 毕宁宁 摄

新港海事滞留
低标准外轮

本报讯（全媒记者 杨柳 通讯员 李舒
俊）近日，为严格落实《关于印发水上交通
安全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新
港海事局船舶安全检查中心加强现场监
管，持续向低标准船亮出执法利剑，滞留
了 2020年辖区首艘低标准外轮。

当天新港海事局执法人员在对靠泊在
三突堤的塞拉利昂籍船舶开展 PSC 检查
时，发现该轮驾驶台设备存在明显缺陷，
随即对该轮展开详细检查。经检查，执法
人员共发现缺陷 15 项，其中严重缺陷两
项，新港海事局依法对该轮实施滞留措
施。

据了解，下一步，新港海事局将继续严
把安全关、环保关，进一步发挥“智慧安
检”劳模创新工作室团队作用，切实保障
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为春运
营造和谐稳定的水上交通安全氛围。

大连海事大学“育鲲”轮首访秦皇岛
与海事部门开展研学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曹建雄）1 月
9日至 11日，秦皇岛海事局与首次
到访秦皇岛港的大连海事大学

“育鲲”轮进行互访，通过实地教
学、座谈交流等方式，增进双方了
解，开拓发展思路。

1 月 9 日，秦皇岛海事局交管
中心 3 名工作人员随引航员登临

“育鲲”轮，就船舶进港靠泊操纵、
船舶引航业务、通航环境及导助

航设施进行现场交流学习。
1 月 10 日，秦皇岛海事局开展

“航海学术交流实践”教学活动。
活动中，秦皇岛海事局工作人员
登上“育鲲”轮，与大连海事大学
海洋环境保护、船舶污染防治等
领域的学者教授开展了前沿技术
发展及实践应用的学术交流与研
讨。秦皇岛海事局还邀请 50 余名
随船本科实习生走进海事，学习

现代化船舶交通组织、海事管理
等相关知识，树立船舶安全、防污
染的“红线”和“底线”意识，为航
运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据了解，大连海事大学远洋实
习船“育鲲”轮为我国首艘自行开
发设计、引进关键设备的专用航
海教学实习船，同时也是目前世
界上最先进的专用远洋实习船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