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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经花”又名鸢尾花，是海图
的罗经指向，象征着吉祥平安。在
厦门海事局，有这样一支以“罗经
花”命名的团队——“罗经花”客船
工作室。“护卫客运安全”是他们的
使命，“精准 坚韧 引领 超越”是精
神指引，“与鹭行 与海伴 卫客运
卫平安”是口号，这朵铿锵的“罗经
花”依托海港而生，服务航运、服务
民生。

“工作室建设注重激励年轻同
志‘敢闯、敢拼、敢赢’的工作主动
性和创造性，鼓励青年干部在‘重
点保障’工作面前敢负责，在‘急难
险重’任务面前敢担当，在‘疑难杂
症’面前敢碰硬，在‘新奇特异’面
前敢创新。”鹭江海事处处长张暐
告诉记者。凭借“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务实精神，工作室先后获
得全国海事系统劳模创新工作室、
交通运输部等五部委联合授予春
运“情满旅途”活动成绩突出集体
等系统内荣誉，以及福建省巾帼
文明岗、福建省青年文明号、厦门
市“三八”红旗先进集体、工人先
锋号等多项地方政府颁发的集体
荣誉。

立足本职
安全监管有作为

“罗经花”客船工作室的务实，
体现在直面安全监管难题的魄力。

鹭江海事处辖区地处厦门水上
客运的核心区域，年客运量达 3500
万人次。为了更好应对辖区客运监
管责任，展现海事一线文明执法形
象，2017 年 11 月，厦门鹭江海事处
立足基层执法一线，着力培育客运

监管业务骨干，一步一个脚印扎实
打造以女性执法人员为核心的“罗
经花”团队品牌。

鼓浪屿大队副大队长（主 持 工
作）胡婷婷告诉记者，厦鼓航线一天
398 班次，共有 26 艘客船。春运期
间，厦鼓航线承载平均每天约 8 万
人次的旅客载运量，监管任务大。

“以厦鼓航线为例，我们每天都要抽
查多艘客船，并建立了制度规范，把
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最细，保证万无
一失。”她语气坚定地说。

布局决定全局。风险防控和隐
患治理一直是海事安全管理工作的
重点，为此，工作室密切关注现场综
合执法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异常
点，凭借团队的力量“善发现、研对
策、定措施、治隐患”，对影响客运安
全的风险隐患根治清零。

在做好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的
同时，工作室强化与地方政府监管
协作，加强与厦门港航行政综合执
法支队、厦门水运处等其他涉海单
位的沟通合作，开展打击“非法海
上游”等形式多样的联合巡航执法
行动，强化海上隐患齐抓共管，共
同打击滨海旅游无证船舶违法营
运。

同时，与轮渡公司建立厦鼓轮
渡客船视频监控信息共享机制，签
署相关备忘录，为借用外力、构建厦
鼓水域巡航管理、违法证据采集新
模式、更好地维护客运水域通航环
境和航行秩序作好铺垫。

把安全监管工作做深做实，工
作室交出亮眼答卷。 2020 年，工作
室共保障客运船舶安全运营 18.79
万航次，安全载运旅客逾 1513 万人
次。其中，厦鼓航线安全运营 13.2

万航次，安全载运旅客超 1262 万人
次。在履职中添动力，在务实中出
成果。

创新固本
实务研究解难题

“罗经花”客船工作室的务实，
体现在敢于攻坚克难的担当。

2020 年 12 月 23 日，全国首艘采
用柴油发电机组和能量型超级电容
的混合动力推进海上客船“鹭江 66”
正式入列厦鼓航线。

“随着新旧动能转换，越来越多
的新能源客船参与运营，对海事监
管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鼓浪
屿大队副大队长刘晓菲告诉记者，
为此，工作室积极前沿技术研究，根
据船舶配备动力系统的不同开展差
异化检查，逐步完善新能源客船安
全检查制度，不断强化应对新型业
态的能力和水平，为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贡
献海事力量。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创
新发展的故事更加动人。工作室成
员加强学习研究，带头人李文丰，创
新性提出《关于下穿通道内固定式
气体灭火系统管路新增要求的建
议》，并作为中国提案提交国际海事
组织、主导起草的《关于对 SOLAS 公
约 regulation II-1/3-10 做出“不可预
见的交船延误”统一解释的建议》提
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形
势下船厂和船东避免因疫情影响产
生的履约风险获 IMO 采纳；胡婷婷
全程参与起草并推动《厦门市海上
交通安全条例》立法、释义工作；刘
晓菲撰写论文《国际邮轮防污染监

管机制研究》获评华东片区第二十
五次船舶监督管理研讨会优秀论文
……工作室团队通力协作，扛起了
专业领军的大旗。

创新激活力，监管再突破，服务
新举措，为工作室乘风破浪提供不
竭动力。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工作
室灵活运用“说、劝、引、帮”手法，用

“微笑”“耐心”执法，改变给人缺乏
亲和力的印象，增强现场执法处理
和应变能力，巧妙化解矛盾冲突，拉
近与群众的距离，提升管理效能，折
射出执法新理念，管理目标转向“做
优”“做细”“做精”，促进实现海事监
管转型升级。

勇毅前行
化解风险促发展

工作室的务实，体现在敢于化
解风险的雄心斗志。

2020 年，厦门鹭江海事处共保
障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换班 107 批次
433 人。“当前国际疫情形势严峻复
杂，给船员换班工作带来挑战。”刘
晓菲告诉记者，为保障两岸直航客
滚船“中远之星”轮有序复航，工作
室通过落实船员证书和船舶防疫管
理记录、船员上岗前体温检测和个
人防护措施、船舶舱室消毒、通风等
情况，积极推进“中远之星”轮船员
换班和分批下地活动。

“我们在总结‘钻石公主’号邮
轮突发聚集性疫情事件的基础上，
积极开展国际邮轮疫情防控应急保
障机制研究，形成研究报告，固化机
制，提升监管服务水平。”刘晓菲介
绍。

作为一年一度的重头戏，2021
年春运牵动全国目光。同时，鹭江
海事处辖区是厦门水上客运的核心
区域，对工作室来说压力不小。“所
以我们于 12 月 16 日起，全面启动
2021 年春运客运船舶集中安全检查
专项工作，辖区十余条客运航线计
划参与营运的近百艘客运船舶将全
部接受‘体检’。”刘晓菲介绍，按照

“两个 100%”的要求，工作室将于春
运前对辖区所有客运船舶实行全覆
盖、全方位检查，并对检查出的缺陷
实施跟踪检查及复查，全面消除缺
陷和问题，保障船舶适航、船员适
任，创造平安、和谐、文明的水上客
运环境。

“迈步新征程，永葆‘千磨万击
还坚劲’的勇毅，我们就没有迈步过
的坎，攀不上的高峰。”胡婷婷坚定
地说。

——厦门海事局“罗经花”客船工作室发展纪实
□ 全媒记者 王有哲 通讯员 蔡修权

务实作底色 发展有成色

“你好，我船的生活污水直接排
放阀是铅封的，只是阀门结构比较
特殊，但确实是关闭状态。”“船长，
你去卫生间往马桶内倒些水，我在
阀门口听声音核实下。”这是近日杨
浦海事执法人员与一艘内河船船长
的一段对话。

笔者了解到，船舶受限于水上环
境的特殊性，船员在船期间所产生的
生活污水（主要来自冲厕水），如果
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或是处理不当，会
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据统计，2020 年杨浦海事局辖
区全年到港内河船舶 44648 艘次，按
平均一艘船舶配员 3 人，靠泊半天，
每人每天产生 25L 生活污水（含 冲
厕水）估算，辖区全年产生约 1674.3
吨内河船舶生活污水。为更好地治
理黄浦江上此类“流动的污染”，杨
浦海事局分类施策，疏堵结合，促进
生活污水的规范储存、排放、接收、
转运和处置。

分类施策
“封”污水阀门

根据 2020 年交通运输部等四部
委联合下发的《长江经济带船舶和
港口污染突出问题整治方案》要求，
杨浦海事局认真排查辖区到港船
舶，分类施策，共梳理出辖区趸船、
长期停靠船舶 202艘，对其中存在污

染设施配备、性能或使用不达标等
突出问题的 48 艘船舶建立档案，实
行跟踪管理，目前这些船舶通过改
造污染设施、加装集污柜等方式已
全部整改完毕。

“针对辖区数量庞大的长期停
靠船舶，我们创新监管手段，对其生
活污水排放阀门实行铅封处理，从
技术上杜绝违法排污行为。”杨浦海
事局负责人介绍。

据该负责人介绍，目前，杨浦海
事局已督促辖区 50 余家航运企业、
84 艘上海港籍船舶开展污染突出问
题自查自纠，结合执法人员登轮核
查发现的船舶污染突出问题，全年
共发出污染突出问题整改通知书 17
份，通过加装、改造污染设备等，突
出问题已于 2020 年底全部整改到
位。

精准发力
“堵”违法排放

近日，杨浦海事局执法人员检
查一艘内河砂石运输船生活污水去
向时，在位于厕所下方的狭小空隔
舱处，发现生活污水排出管路通往
储存柜的阀门处于关闭状态，直接
排放舷外的阀门处于铅封状态，但
阀门是活动的，不像是紧闭后铅封
的。这引起了现场执法人员的疑
惑，“该阀门是否已关闭，厕所污水

又流向了哪里？”
为了在不破坏铅封的情况下找

出答案，执法人员让船长向厕所马
桶里倒水，待在空隔舱管道边迟迟
听不见水流声的执法人员来到厕
所，发现马桶内的水不见下漏，而船
员示意表明阀门都是关闭的，但执
法人员用钳子从浑浊的马桶下水孔
处夹出破布、手套等杂物后，泥水迅
速被排空。最终，船长对生活污水
直排黄浦江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我们通过上海海事局‘一网统
管’平台精准查询到频繁进出黄浦
江、仅设置了生活污水储存柜（自身
无处理能力）又无接收记录的内河
船舶实施登轮检查，对于装卸周转
快、靠泊时间短的内河砂石运输船
进行重点检查。仅 2020 年 12 月份，
我们对 95艘到港内河船舶开展了污
染突出问题专项检查，查处的 5 艘
违法排放生活污水船舶里有 4 艘为
内河砂石运输船，对于情节恶劣的
行为，我们按相关规定通报港口企
业停止对其进行装卸作业。”杨浦海
事局负责人表示。

畅通渠道
“疏”污染去向

近年来，海事与交通、港口等部
门联合，完善船舶污染物船岸交接
制度，畅通污染物接收渠道，督促辖

区码头经营单位为靠港船舶提供污
染物接收服务，对不能直接提供接收
服务的码头要求其与接收单位签订
协议，提供第三方流动接收。截至
2020年底，杨浦海事局已督促辖区 32
家码头与接收单位签约，疏通了靠港
船舶污染物接收的“最后一公里”。

2020 年 12 月，海事执法人员对
辖区一艘内河船开展现场检查时，船
上留存有多份在外地接收过生活污
水的凭证，但执法人员进一步检查船
上生活污水设备发现，船上唯一的污
水储存柜并未与厕所出口管路连接，
厕所出口管路上无任何阀门直接连
通船底，产生的生活污水只会直接入
水，无法在船留存，那么接收凭证显
然为应付检查所开具的。

为防止辖区发生此类实际不接
收却假开凭证的行为，杨浦海事局加
严对辖区污染物接收作业的监管，对
接收单位实行信誉管理模式，应用上
海港防污染作业报告系统，准确掌握
接收作业动态开展现场抽查，在接收
船上安装视频监控通过回放进行监
督，确保污染物被规范接收、转运。

□ 通讯员 刘登亮 王晏海

守护碧水东流

杨浦海事拧紧船舶排污“龙头”

绿色的脉动绿色的脉动——

交通强国新征程交通强国新征程

受寒潮天气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走低，为缓解电煤供应
紧张，山东省枣庄市航运部门和水上派出所为电煤船舶开辟绿色通
道，为电煤船舶做好信息服务和护航服务，台儿庄船闸和万年船闸
可 24 小时办理进出闸手续，缩短船舶过闸、待闸时间，确保电煤运
输水上大通道安全畅通。

图为近日满载电煤的船舶通过京杭运河山东台儿庄船闸。
高启民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岳冰 刘世
方）1 月 11 日，记者从大连海事
局获悉，自 10 月 27 日大连地区
供暖冷态试运行以来，大连海事
局已累计保障电煤安全运输 200
余万吨，有力保障了大连市民供
暖需求。

近日，大连气温骤降，最低
气温可达零下 13 摄氏度，并伴
随着大风降雪天气，“暖气热不
热”成了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大
事。为让广大市民过一个暖冬，
大连海事局扎实做好辖区电煤
运输船舶监管服务，确保电煤海
上运输安全快速畅通，保障城市

供暖不断档。
据了解，大连海事局加强对

到港电煤运输船舶的动态监管，
提前掌握船舶动态，做好船舶进
出港交通组织，确保船舶进出港

“零待时”。优先办理电煤运输
船舶进出港手续，提高船舶进出
港效率，为电煤运输船开辟“绿
色通道”。此外，受疫情影响，
大连海事局实行“不见面业务办
理”，并及时通过微信群、电话
等方式将最新防疫政策发送给
行政相对人，共同筑起疫情管控
防线，确保辖区企业生产稳定有
序。

大连海事累积保障

200余万吨电煤安全运输

“罗经花”客船工作室成员对“中远之星”轮航行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厦门海事局供图

本报讯（通讯员 王瑞）1 月
10 日晚上 8 时，经过 10 多小时
的全力疏航 , 杭申线新运桥航
段绵延十公里的堵航航段被成
功打通。

当日上午 9 时左右，嘉兴市
交通执法队水上直属队三塔中
队接到船员报警，杭申线新运桥
航段发生堵航。接到电话后，该
中队迅速组织人员赶赴事发水
域，到达现场后进行现场勘查，
发现一艘装载 1500 吨货物的重
载船在航道中间发生搁浅。

杭申线作为浙江省连接上
海的主干航道，近期船舶日均
流量达 800 余艘，且事发时正值
交通高峰期，航道通行突然受
阻，造成杭申线嘉兴、桐乡交界

航段堵航，据现场管控反馈和
监控数据显示，涉堵航段在不
断扩大，情况十分危急。水上
直属队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展开
救援，对事发航段采取临时管
控 措 施 ，及 时 疏 导 上 下 游 船
舶。同时联系工程船对搁浅船
舶进行过驳卸载。

在连续工作了 10 个多小时
后，搁浅船舶驶离遇险航段，航道
也恢复畅通。参与救援的三塔中
队队员小杜搓揉着僵红的手指说

“感觉脸被冻僵了，快没知觉了。”
近期，由于雨水偏少，航道

一直处于低水位状态。近半个
月以来，嘉兴市本级辖区内因
船舶搁浅而引发的堵航事件已
达 3起。

杭申线新运桥堵航航段恢复通畅

本报讯（通讯员 潘彤彤）1
月 10 日，笔者从洋浦港获悉，截
至 2020 年底，洋浦国际集装箱
码头已达 100万标箱。

过去两年，洋浦港不断加密
航线，吸引国内外集装箱货源聚
集洋浦，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
率分别达到 27.5%和 42.5%，初
步形成以洋浦港为区域集装箱
枢纽港的航线框架，陆续开通
33 条内外贸航线。其中外贸航
线 14 条，开通海南首条洲际航

线洋浦—澳洲线，实现越南、新
加坡、缅甸、马来西亚、泰国、孟
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全覆盖。
内贸航线 19 条，连通北部湾、珠
三角、长三角、华北、东北等国
内沿海港口。

此外，洋浦港还搭建了以洋
浦港为中转港的省内“水水中
转”航线网络，相继开通洋浦—
三亚、洋浦—八所驳船支线，促
进集装箱汇集，箱量提升成效明
显。

海南洋浦港集装箱吞吐量

破100万标箱

本报讯（通讯员 郑翔）1 月
11 日晚上 10 时，邵伯船闸机电
养护值班室的电话铃声响起，

“现在一号闸下水出闸，但下游
闸门开启异常，请速来察看！”

“收到！”当日值班人员窦立、周
桂华立即带上工具，冒着寒风赶
往运行现场检查抢修。

赶到现场的两人发现，闸门
已经无法正常开启到边，而仪表
上显示电流过大，拥有丰富维修
经验的他们第一时间就作出判
断，可能是电磁刹车出现故障，

未 正 常 松 开 导 致 闸 门 无 法 开
启。但这一问题短时间内没办
法解决，此时，闸室里还有四五
条下水船舶。

为 不 耽 误 船 舶 的 正 常 出
闸，窦立和周桂华决定临时采
用手动方法开启闸门。经过仔
细地检查，发现和起初判断一
样，确实是电磁刹车出现了故
障，需要立即进行更换。凌晨
1 时，电磁刹车更换完成，故障
顺利地排除，船闸终于恢复正
常运行。

邵伯船闸深夜抢修保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