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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记者 王有
哲 通讯员 陈书龙 卢艺远）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为维护
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5
月 19 日，福建海事局召开专
题会议，部署辖区水上交通
安全监管工作。

据介绍，该局结合辖区
工作实际和疫情防控特点，
狠抓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对排查出的问题隐患做
到“一抓到底、见底清零”，
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
险情事故的发生；按照现场
执法需求，合理增加一线执
法人员数量，加强现场检查
和水上巡查，及时查处违法
违章行为；提早做好防汛防
台准备工作，重点关注抛牢
锚船、疫情停航船、海关 /海
警扣押船、遗弃船等，督促
相关单位或船东做好应急
准备，做到早动手、早排查、
早处理；深入开展非法采运
砂船整治行动，强化行政强
制和案件移送，形成执法威
慑；加强客渡船安全监管，
督促船方严格执行恶劣天
气条件下禁限航规定，严厉
查处船舶超载、超员、超速
航行；督促相关企业深入开
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风
险防控，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完善各项工作应急预
案，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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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杨 柳 通 讯
员 周洪洋）5月 21日，烟台海事局执
法人员对油船“吉顺 88”轮实施现场
监督，要求船舶全面强化开航前安
全自查、规范船舶相关文书记录、跟
踪气象预报做好安全防抗，切实做
好两会期间安全监管工作。

为确保全国两会期间辖区水上
安全形势持续稳定，烟台龙口海事处
强化辖区安全监管，将危险品船舶作
为船舶现场监管的重点，提前分析评
估危险品船舶安全状况，推行非接触
式安全监管新模式，重点检查船舶载
运货物情况、消防救生、防污染等设
备设施以及船员对相关设备设施熟
悉情况，及时纠正船舶缺陷，并提升
服务保障线，督促船舶做好安全自
查，指导提前做好安全防抗工作。

5 月 21 日上午，烟台蓬莱海事处
组织当地交通局、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海警工作站对蓬长客港集团有限
公司和蓬长航线客运船舶“长通 3”轮
开展联合检查，重点检查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情况，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建立和执行情况，防汛防台应急预
案、责任制落实、值班及应急物资准
备，企业和船舶疫情防控措施及落实
等情况，为全国两会顺利召开保驾护
航。

落实责任
自查与重点检查

相结合

本报讯（全媒记者 周佳玲 通讯员 李玉）
5月 21日，为确保全国两会期间辖区水上交通
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泸州海事局根据辖区通
航环境和风险隐患，制定完善安全保障措施，
加强对四类重点船舶的安全监管。

该局加强客渡船舶安全监管，督促渡口渡
船落实开航前安全自查、签单发航、六不发航
和救生衣行动等制度，做好恶劣气况、水位陡
涨落等安全信息提醒服务，严格落实恶劣气
况客渡船禁限航管控措施；加强危化品船舶
到港检查，通过电子巡航、CCTV 等系统掌握
辖区危险品船舶航行动态，加大对危险品船
舶的安全提示力度，重点打击未按规定申报、
超吃水航行、值班人员不在岗等违法行为，对
到港 C级危化品船舶实施到港必查；加强涉砂
船舶监管，开展砂石运输船舶“四联单”检查，
严厉打击砂石船舶超载、超吃水、配员不足等
突出违法行为，督促船舶集中停靠点做好安
全隐患整改，督促船舶业主落实安全与防污
染主体责任，做好汛前安全防范工作；加强小
型船舶安全监管，联合地方相关部门严厉打
击私渡和小交通艇、自用船、农用船等非法载
客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非法碍航采砂行为。

本报讯（全媒记者 杨柳 通讯
员 李兵）5 月 20 日，天津大沽口海
事局对大沽口辖区应急物资和应
急船艇开展集中检查。

在溢油设备库，大沽口海事局
检查人员一行按照设备清单核对
了应急物资的数量和存放位置，并
重点对设备的维护保养记录进行
了核查，并对靠泊的“海巡 0203”
轮、“大沽轮 6”轮等应辖区急船艇

安全状况进行了集中检查，确保救
援队伍、装备和应急物资常备有
效，遇有险情及时高效处置。

记者了解到，为切实加强 2020
年两会期间水上安全监管工作，大
沽口海事局在加强对进出本辖区
水域和码头泊位船舶的监控同时，
对春节以来采取的疫情防控举措
进行科学评估，合力调配执法力
量，实现“五加二、白加黑”全时段

海事监管，确保监管时段全覆盖，
减少安全隐患。

5月 13日，大沽口海事局与天津
港保税区管委会、公安沿海安全保
卫局、天津临港产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等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对高沙
岭港区的“三无”船舶进行了深入清
理，进一步巩固提升前一阶段“春雷
2020”行动成果，为全国两会的召开
提供良好水上交通安全环境。

照单核查 应急装备“不缺位”

漳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开展易流
态化固体散装货物运输安全监管。

卢艺远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陈惠娟）为维
护两会期间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
定，5月 20日，深圳大亚湾海事局联
合南海保障中心汕头航标处开展航
标年度保养维护工作（见上图）。

本次养护对象是大亚湾核电
站 5 座进出港航标，采用吊检方
式，出动专业航标养护船及警戒船
艇，针对航标位置、灯质、外观、涂

色、锚链进行了重点检查，将灯器
更换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一体
化航标灯，将标身重新油漆上色，
将受损锚链进行切割更换。期间，
双方就航标日常监督检查、航标异
常应急处置机制、航标信息数据共
享、联合巡检巡查机制深化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双方表示
将进一步加强融合意识，共同研究

探讨海事监管和航海保障融合发
展中存在的难点重点问题，共同携
手做好航标管理工作。

下一步，大亚湾海事局将进一
步深化与相关航标管理部门的联
动联管机制，定期开展航标联合巡
检工作，不断提升航标管理效能，
共同维护辖区航标处于良好状态，
保障优质通航环境和秩序。

部门联动 养护航标保通航

编者按：5 月 21 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延期的 2020 年全国两会拉开大幕，为确保两会期
间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交通水运部门根据各地辖区实际状况，制定完善的安全保障措
施，开启“严上加严”的水上安全隐患排查。

【福建】

严防死守严防死守 筑牢两会安全屏障筑牢两会安全屏障

【烟台】

【深圳大亚湾】

【天津大沽口】

为确保全国两会期间航道安
全畅通，重庆万州航道处在优化航
标配布的同时，开展设备保养、数
字监控、清洁三标等维护工作。

毛宏均 姜凯 摄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龙 巍 通
讯员 潘彤彤）5 月 20 日，海南省
交通运输厅在三亚组织召开海南
游艇产业发展政企对接会，来自
三亚市政府、交通运输部水运
院、游艇产业的业界专家和企业
共聚一堂，共商海南游艇产业发
展大计。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将在
此基础上尽快组织完成《海南省
游艇产业发展规划》《海南省游
艇码头布局规划》编制工作，构
建和完善游艇产业政策制度体
系，推动游艇旅游全产业链要素
集聚发展。

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李志强介绍，2020 年第一季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虽然游艇
旅游受到一定冲击，但复工复产
后游艇出海人数和艘次逐日提
高，今年 1 至 5 月中旬，全省游艇
出海人次达 16.8 万，出海艘次达
2.4 万艘，已逐步恢复到正常水
平，游艇旅游消费发展呈现积极
向好态势。

下一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将进一步提升海南游艇旅游的国
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努力把海南
打造成中国最佳游艇消费目的
地、中国游艇产业发展改革创新
试验区，为国内其他自贸区和世
界游艇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的海南方案。

海南发力游艇旅游
全产业链要素集聚发展

本报讯（全媒记者 樊雪菲）5
月 21日，记者从江西省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港口资源整合
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获悉，江西省将确保在今年 5
月底前全面完成国有码头划转工
作及拟建在建码头的整合合作任
务，6月底前基本完成整合工作。

《意见》明确，江西省港口集
团有限公司要根据国有公用货运
码头、其他公用码头、国有企业
自用货运码头的不同情况，精准
施策、分类推进。对于拟建在建
码头，要按照“边建设、边整合”
的方式，提前介入、全程参与，在

不改变建设主体、投资主体的情
况下，手续齐全的要加快建设；
要调动多方积极性，引导和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多管齐下、多措
并举、协同推进。要依法依规实
施整合工作，对非国有码头的整
合应遵循平等自愿原则。

《意见》提出，支持鼓励江西
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通过靠大联
强，依法依规与社会资本、省内
外国有资本合作建设港口码头项
目，集约、高效利用岸线资源，高
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营、高水平
管理项目，提升港口治理水平，
推进港口转型升级。

江西加快推进港口资源整合
确保6月底前基本完成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王 登 峰
通讯员 刘如君）5月 21日，“十三
五”期间全国重点水运工程长江
口南槽航道治理一期工程 4 公里
半圆体混合堤顺利合龙，标志着
南槽航道建设打通了又一施工控
制性关键节点。

据现场施工负责人姜立志介
绍，为实现精准施工，项目团队积
极开展科研创新，优化施工工
艺。采用了基于侧扫声纳成像检
测技术自主研发的 MS-1000 软体
排铺设实时扫测系统，可以为水
下十几米的软体排铺设实施精准
的“B 超”级别检测，极大地提高
了铺排精度和质量。此外，自主

研发改造的新型深水抛石、振平
一体船“砂桩 1 号”，有效地解决
了传统网包散抛石施工工艺，块
石漂移距大、流失严重，抛填质量
低、断面成型难等一系列技术难
题。

工程建成后，长江口在现有
12.5 米深水主航道的基础上，新
增一条长 86 公里、水深 6.0 米、宽
度 600-1000 米的优质辅助航道。
该航道可满足 5000 吨级船舶满
载乘潮双向通航，1万吨至 2万吨
级船舶减载乘潮通航和大型空载
船舶下行乘潮通航。届时，长江
口航道将形成北主南辅、相得益
彰的良好态势。

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一期工程
半圆体混合堤合龙

本报讯（全媒记者 程璐）5 月 20 日，长江航务管理
局（以下简称“长航局”）2020 年规划建设工作会传来消
息，“十三五”期，该局以服务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等国家战略为主线，围绕“一条主线四个长江”发展
战略，全面加快长江干线航道治理、支持保障系统和信
息化建设步伐，共落实固定资产投资 160 亿元，投资规
模再创历史新高。

长航局局长唐冠军指出，“十三五”期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长航局系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
力推进规划建设工作。通过五年建设，长江航运基础设
施装备得到明显改善，安全监管和救助能力不断增强，
干线航道通过能力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和公共服务水
平明显提高，为推进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和交通强国建
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出表现为规划引领作用、安全保
障能力、航道通过能力、绿色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水平、
建设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他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准确把握当前
形势，坚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一方面，准确把握国家
战略的导向作用，做好自身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交通
强国建设的深度融合，适度超前规划并适时推动具有长
江航运特色的新基建项目实施，锲而不舍打造世界一流
的现代长江航运。另一方面，准确把握新冠肺炎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抓住促进经济全面复苏带来的投
资增长机遇，谋划和推进长江航运重大项目建设。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复工复产全面加快
推进。唐冠军要求，系统各单位要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做
好当前重点工作。一是着力推进复工复产，探索新常态
下工程建设管理新思路，做到疫情防控和提升产能两不
误。二是统筹谋划，做好两个五年规划衔接，全力推进

“双跨”项目前期工作。三是突出重点，着力推进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北斗应用推广、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方面的专
项工作。四是规范管理，着力提升规划基建管理水平。
五是精心组织，着力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

据悉，“十三五”期，AIS、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实现长
江干线全覆盖，VTS、CCTV 覆盖港区、桥区等重点水域，
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全面建成，荆江一期工程投入
运行，武汉至安庆 6 米水深、长江口南槽一期等长江经
济带水运重点项目加快实施，长航局系统公务船舶污水
排放全面达标，江苏段基本实现“一零两全四免费”船舶
污染治理模式全覆盖，长江干线船舶水污染物联合监管
与服务信息系统开工建设，三峡通航综合服务区投入运
行，开创了长江航运安全绿色便民服务新模式。

今年以来，长航局克服疫情影响，53 个在建项目已
全面复工，今年还将新开 9 个项目，将完成年度建设投
资 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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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点
四类船舶“多关照”

本报讯（全媒记者 甘琛 通讯
员 王 巍 陈 飞 韩 帅 朱 忠 瑞）5 月
20 日上午，洋山港海事局联合舟山
海事局、东海海巡执法总队开展了
立体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沪浙交
界水域水上通航环境和内河船涉
海运输进行集中整治。

上午 11 时许，两地海事部门巡
逻艇和海事固定翼飞机在洋山港
附近徐公岛西侧水域完成编队，对
洋山港主航道、金山航道、白节山
水道等重要水域开展海空立体巡
航。此次立体巡航充分依托船舶

交通管理中心远程监控、空巡飞机
快速机动、现场海巡艇机动灵活的
特性，三方协调配合优势互补，重
点查处船舶不按规定守听高频、不
正常开启与使用 AIS、不按规定显
示船名等违法行为；重点核查锚泊
国际航行船舶有无利用渔船、交通
船和货船进行私渡、偷渡等违法行
为；重点驱离航道、“沈家湾至嵊
泗”客船航线的碍航渔船。

在编队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
人员对过往船舶持续宣贯通航安
全的相关规定，要求船员守听高

频、开启 AIS 设备。累计核查国际
航行锚泊船舶 20余艘次，开展台风
安全防范宣传 80余艘次，驱离碍航
渔船 20余艘次。

巡航中，编队相继查获“建兴
**”“余勤**”“华正**”等船舶舱盖
板不关闭、AIS 未开启、超载等违法
行为。对违法船舶，编队按照疫情
期间“非接触式”执法模式进行了
调查取证。此次行动检验了长三
角海事一体化区域协调联动能力，
为全国两会的顺利召开营造安全
有序的水上交通环境。

联联合巡航 区域联动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