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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英德货 XXXX’，请你船夜
航时加强值班，密切注意水文变化
情况。”5 月 10 日 21 时 42 分，佛山
（西 江）智慧海事监管中心灯火通
明，海事工作人员在监控视频前通
过 VHF甚高频“点对点”提醒辖区船
舶的呼叫声此起彼伏。

5 月 10 日以来，华南地区遭遇
持续大暴雨，气象部门预测，这次过
程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大、范围最广、
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发生
洪水风险极高。粤桂海事部门高度
重视防汛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汛
工作要求，多措并举提高安全监管
效能，及时防范安全风险，全力保障
汛期水上交通安全。

水位暴涨航线停航

5 月 10 日，受强降雨影响，漓江
水位迅速上涨，截至 7 时 50 分，漓江
草坪段水位达到 128.9 米，超该段排
筏封航水位 0.7 米，桂林海事局决定
对该段排筏实施封航管制。由于此
前强降雨已导致漓江其他航段陆续
封航，至此，桂林市区至阳朔漓江全
线 1200多艘排筏全部封航。

记者从桂林海事局了解到，针
对漓江水位暴涨的情况，该局一方
面派出执法船艇在辖区内重点水
域、重点码头开展现场巡航检查，严
禁排筏冒险开航；另一方面，派出执
法人员前往排筏、游船靠泊的码头
进行系固检查，防止排筏、船舶走锚
遇险情况的发生，维护漓江通航安
全。

在广东顺德小黄圃渡口，佛山
海事局党员先锋队队员张勤正在协
助渡工将大汕岛上人员转移出来，
并建议风力超过渡船核定抗风等级

或暴雨红色预警时停止航行。除渡
口外，水上水下施工项目也是建议
停工的重点。据悉，佛山辖区总计
有 18 个渡口在实际营运，25 个水上
水下施工项目，海事部门已全部发
出《停 航 \ 停 工 建 议 书》，已 实 现
100%全覆盖。 11 日 11 时 30 分，辖
区所有渡口全部停渡。海事部门已
对应急拖轮等应急力量进行点验，
确保应急力量部署到位、随时可用。

5月 11日，珠海市遭遇今年以来
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暴雨袭击，斗
门每小时降雨量最高达 95.7 毫米。
连续的强降雨造成内河水位暴涨，水
流湍急，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较大隐患。
目前，珠海至深圳和珠海市内各海岛
航线、旅游观光航线的高速客船以及
相关渡口的渡船已全部落实停航措
施。

强化重点水域监管

持续的强降雨再次让广西梧州
的各条江河水位继续上涨。根据水
雨情变化情况，11 日 22 时，梧州市
发布了暴雨防御第 5 号警报，持续
加大地质灾害等防御工作，同时继
续维持城市防洪三级应急响应。

“梧州汇集了广西 85%的水量，
西江梧州段水位也在持续上涨中，
受降雨影响，部分中小河流已出现
1—3 米明显涨水过程。”梧州海事
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随时应对
突发险情，梧州海事部门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合理部署应急力
量加强值守，坚持“全覆盖、全天候、
无死角、无遗漏”的原则，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月 11日，广东中山发布暴雨红

色预警信号。为落实中山港水域暴
雨防抗措施，中山港口海事处加强现
场监管工作。截至 5月 11日 8时，港
口海事处已投入船艇 5艘次，执法人
员 22 人次，发布预警信息 600 多条，
劝导 48 艘船舶转移到安全水域锚
泊。同时，加强深中通道等重点项目
水工作业区施工水域安全监管，在强
降雨强对流等危险天气情况下，暂缓
开展深中通道箱梁运架工作和船舶
施工作业，以策安全。

此外，港口海事处工作人员针
对辖区水域的闲置船、锚泊（报停）
船、施工船、趸船（排）、船坞以及无
动力船舶等，重点检查此类船舶的
锚泊、系缆情况，对存在安全隐患的
要及时记录并进行跟踪，督促船舶
进行整改。

在河源，海事执法人员通过“一
对一”点名等方式，加强对辖区客渡
船、旅游船、工程船、砂石船、无动力
船等类型的 220 艘船舶进行隐患排
查；对辖区 6 家航运公司、水工企业
进行电话通知，督促指导其密切关
注天气情况，落实防汛防风措施，切
实排除安全隐患。

“广州海事部门辖区桥梁众多，
汛期会增加船碰桥的安全风险。”广
州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管旭东介
绍，为维护桥梁水域良好通航秩序，
广州海事部门加强桥区水域的远程
动态巡查，严厉打击船舶在桥梁水
域锚泊、追越、掉头等违规行为。同
时，加强船舶交通组织和管制工作，
及时采取禁限航措施，严禁船舶在
恶劣天气下冒险航行。

部署应急力量加强值守

在清远，为防范强降雨对辖区

水上安全造成危害，清远海事局聚
焦辖区风险源和安全隐患点，积极
开展防汛工作，利用电话、短信、微
信工作群等方式发布安全预警信
息，每隔 2 小时发布各枢纽下泄流
量情况，确保船舶能够预判水位变
化，提前采取相应防控措施。此外，
充分发挥飞霞特别监管区专班监控
和调度作用，综合运用监管指挥系
统、远程视频等对船舶动态实施监
控，强化汛期精准监管。

在河源，海事部门加强与河源
市三防、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的
沟通协作，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
充分利用智慧海事平台、网络、短
信等方式和手段，及时将预防预警
信息发送到相关人员，提醒做好相
应的防范措施。截至 11 日上午，共
发送信息 11 条，5200 人次获取信
息。

在中山，海事部门充分发挥监
管指挥系统、防灾减灾视频监控、智
能卡口、海事之眼等信息化作用，密
切关注辖区船舶动态和通航环境变
化，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措施有
效处置，全力防范事故险情。同时
加强信息化监管力度，发挥智慧监
管系统、CCTV 综合作用，加强重点
时段对重点水域的远程监管，严把
船舶进出港申报关，严查不按规定
开启 AIS设备行为，实时掌握辖区在
港船舶清单和航行状态。

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粤桂
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船员要密切
关注天气水文动态，加强值班瞭望，
落实好防汛措施，确保船舶航行锚
泊安全。海事部门也将严格按照防
汛工作指引做好汛期工作，严格落
实防汛责任制，共同保障水上交通
安全形势稳定。

首轮洪峰过川江

海事部门全力保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王沁沁 毛菲菲 刘瑶）

受上游来水及强降雨影响，长江干线 2022 年
首轮洪水于 5 月 10 日凌晨开始过境长江干
线四川段，宜宾段合江门水位达 6.7 米，24 小
时内上涨 3.45米；泸州段峰值水位 5.93米，水
位较前一日陡涨约 3米。

宜宾、泸州海事局积极组织开展洪峰过
境分析研判，密切加强与防汛相关部门联
系，收集气象信息，跟踪水位天气变化，及时
通过短信平台、VHF 做好灾害性天气预警，
提醒辖区有关单位、船舶、船员落实好防汛
措施。

执法人员奔赴辖区码头和锚地，对其趸
船和停靠船舶开展防汛安全检查，现场向船
方通报水位情况，检查船舶值班值守情况，
重点查看船舶系泊设施，加强辖区水上交通
管制，积极应对水上各类突发事件。

并且，为迅速掌握辖区洪峰过境之后辖
区通航水域情况，一线执法人员第一时间通
过 CCTV 和现场观测，仔细对沿江水面情况
开展现场勘查，密切关注水位流量变化、江
面漂浮物以及助航标志流失调整等情况。

右图为宜宾海事局执法人员在清除趸船
周围漂浮物。 毛菲菲 摄

“船舶终于可以顺利靠泊泰州港了，为我们
公司解决了原材料供给的大问题，感谢海事部
门的帮助。”5 月 10 日，江苏泰州兴化某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顾总经理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
该公司原料运输船舶滞留在上海，无法正常靠
泊泰州港，作为市稳产保供保障专班进出口服
务组牵头部门之一，泰州海事局在了解情况
后，现场帮助该公司协调解决了困难。

这是泰州海事局落实《市级部门（单位）挂
钩镇街园区稳产保供助企帮困活动方案》要
求，协调解决企业在水路进出口方面问题的一
个生动实践。本轮疫情暴发以来，为切实保障
泰州市水路物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深入
贯彻交通运输业助企纾困扶持政策和“一断三
不断”要求，落实泰州市政府与江苏海事局战
略合作协议精神，确保泰州市水路运输有序、
安全、顺畅，泰州海事局专门制定出台了“助企
纾困+安全防疫”双十项举措，全力保通保畅，
护航民生发展，助力企业渡过困境。

十项举措助力企业纾困

疫情之下，保通保畅离不开泰州海事人默
默的奉献与坚守，更离不开泰州市委市政府统
筹协调、各部门通力合作。

5 月 11 日，装载 5.5 万吨黄大豆的散货船
“昆纳”轮从浙江舟山抵达泰州医药高新区（高
港区）永安码头，为粮油企业的正常生产提供
了充足的原材料。为确保该轮高效靠泊，在泰
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口岸相关部门开
辟“绿色通道”，泰州海事局安排船舶交通管理
中心专人盯屏，海巡艇在附近水域护航疏导船
流，通过电子巡航全程监控，及时关注该码头
上一船舶离泊信息，确保“昆纳”轮直进直靠，
最大程度减少船舶等待靠泊时间，提高码头生
产效率。

“只要能让船舶走快一点，我们就愿意付出
十分努力。”泰州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处长杨志
荣告诉记者，疫情期间，该局针对港航企业和
船舶面临的实际困难，专门制定出台了包括全
力保障水路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优质服务沿江
重点工程有序推进、全力保障船员换班“应换
尽换”、为船舶提供必要生产生活保障便利、优
化配置辖区锚泊资源、提供高效便捷的海事政
务服务、高效服务保障船舶产业发展、免费提
供船名标识服务、推出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远程
审核业务、强化柔性执法和违法行为远程处理
等“助企纾困十项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水路运
输通道安全畅通，助力港航企业和船舶尽快渡
过难关。

“好举措”需要“快落实”，为了让港航企业第一时间享受到服
务，泰州海事加速行动。“五一”期间，泰州海事局工作人员就来到
辖区宏锦物流码头和滨江通用码头等重点物资运输码头，协同相关
部门和码头优化作业计划，对运输化肥、粮食船舶开辟重点物资水
路运输绿色通道，保障农资运输畅通、春耕有序进行。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泰州海事局累计服务船舶进出港 6.5万余
艘次，其中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 703 艘次；保障 1759.7 万吨煤炭，
209.2万吨粮食等重点物资安全进出港。

十项措施筑牢战疫防线

为进一步强化沿江水路交通疫情防控，筑牢沿江水域防疫屏
障，5 月 10 日上午，泰州海事局在泰兴市沿江码头内贸船舶疫情防
控闭环管理会议上对水路疫情防控要点进行了重点提醒。

“在确保水路畅通的同时，水路安全生产、防疫安全仍然是当前
确保水路物流产业链稳定的重要环节，容不得丝毫懈怠和松劲。”
杨志荣介绍。该局在出台“助企纾困十项服务举措”的同时还发布
了“安全防疫十项硬核措施”。

泰州海事局结合近期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的安全生产强化年
和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要求，针对性提出包括迅速开展全辖区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压紧压实航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查重罚突
出违法行为、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新格局、实施重点领域信用监
管、实施突出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压实企业疫情防控责任、严控内
贸船舶航行及停泊期间相关行为、坚决执行水路口岸涉外疫情防控
熔断机制、联合抵制违反水路疫情防控规定的行为等十项硬核措
施，全力筑牢安全监管防线。

此外，该局还督促航运企业按照《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操作指南（V9.0）》等文件要求，切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督促船
舶严格执行船上人员“非必须不下船、非必须不上岸、非必要不搭
靠”要求，严厉打击违规搭靠行为；强化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疫情防
控，针对来自疫情较严重国家和地区的船舶、船员进行重点防控；
严格船舶靠港管理和船员换班，严格执行熔断机制，稳妥做好国际
航行船舶船员换班、伤病船员救助协调等疫情防控工作。

十指成拳守护生命安全

5 月 10 日，“皖阜南货 XXX”船员亲属利用抖音 APP 发布视频，
对泰州海事无私奉献、争分夺秒救助表示感谢。视频发布后，网友
们纷纷留言点赞。

疫情期间，水上救助任务更显艰巨。泰州海事局认真贯彻落实
上级工作部署，在慎终如始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巩固来之不易的疫
情防控成果的同时，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水上突发事件、
异常情况应急处置以及船舶高峰流管控、水上安保等工作，高效救
助了多名伤（病）船员。

5 月 1 日，泰州海事局成功救助“徐兴航推 XXX”船队中一名脑
出血船员，从接警到成功转移救助患病船员，全程仅用 20分钟。

5 月 3 日，及时将“华盛 XXX”轮上一名手臂被重物严重砸伤的
船员紧急送医治疗。

5 月 6 日，积极协调紧急救助“苏盐城货 XXX”轮上一名严重腹
痛船员。

……
记者了解到，在江苏海事局和泰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泰州海

事局依托全要素水上“大交管”、市水上搜救中心、市长江水上交通
安全专业委员会、水路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等平台载体，联合各政府
部门协同作战，积极维护船员权益，严守水上安全生命线，今年以
来已成功实施 13起船员伤（病）救助行动。

“战‘疫’终将胜利，我们将砥砺前行。”泰州海事局副局长顾华
庆表示，下一步该局将持续认真履行职责，全力做好安全监管、保
通保畅、助企纾困、服务船员等工作，进一步夯实泰州长江水域水
上应急救助的安全基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沿
江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战胜疫情贡献海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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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汛”而动护安澜
□ 全媒记者 龙巍 张植凡 徐碧苑 特约记者 周明耀

漳州开展“商渔共治”海上联合巡航执法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王 有

哲 ）5 月 11 日 ，随 着“ 海 巡
08705”“中国海监 8069”“中国
渔政 35408”船鸣笛驶向大海，
由漳州龙海海事处、漳州市龙
海区海洋与渔业局、厦门市海
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部门联
合开展的“商渔共治 2022”海上
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正式启动。

此次联合行动由厦漳两地

多家涉海部门抽调骨干执法力
量，发挥科技优势，运用现代信
息化手段，对九龙江、厦门湾内
的航道锚地、船舶定线制区域、
安全作业区、交通密集区、事故
多发区等重点水域进行巡查，
重点检查海上船员值班值守情
况、渔船船员配备和生产作业
情况、海上交通秩序和海上无
线电通信秩序等情况，并对影

响通航安全的随意布设定置网
予以清除治理。

通过此次行动，进一步强
化了涉海部门之间的执法联
动，维护了良好的海上通航秩
序。下一步，漳州海事部门将
继续强化多部门协作，深入推
进“商渔共治 2022”专项行动，
坚决遏制重特大险情事故发
生，营造安全稳定的海上环境。

董家口海事特别行动查纠多项船舶缺陷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杨 柳

通讯员 刘薇）近日，董家口海
事局以特别行动的方式，对辖
区船舶开展了为期三天的安
全检查，期间共通过网络后台
证书核验船舶 55艘次，登轮检
查船舶 5 艘次，滞留 3 艘次，立
案调查 1 艘次，查纠缺陷 43
项。

行动初期，董家口海事局
对长期在辖区内活动的 55 艘

船舶以网络后台核验的方式
检查了证书资料、开展了预评
估，并根据检查和评估结果，
从中选择了包括证书检查有
问题的 3 艘必检船和 13 艘应
检船。安检员进行检查时，发
现 3 艘船舶存在重大缺陷，便
依法予以滞留，并按程序进行
立案调查。

董家口海事局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本次特别行动结

束后，董家口海事局将对有
关效能进行充分评估，尤其
是对首次采用“数字化双随
机”平台进行任务指派的效
果进行综合评判，并将继续
结合上级对于海上交通安全
工作的部署要求，严格履行
海事监管职能，适时开展多
种形式的监督检查行动，保
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低标准
船舶。

丹东海事保障
生活物资顺利运达
有效缓解獐岛群众吃菜难题

本报讯（全媒记者 王寅娜 通讯员 蔡家惠
刘柏良）5 月 11 日，“獐岛长顺”轮载着一船的生
活和防疫物资顺利停靠獐岛码头泊位，缓解了居
民面临的物资紧缺情况。5 月 12 日，这批物资已
顺利投入到居民生活当中。

由于獐岛陆域面积狭小，物资储备能力有
限，交通运输受到潮汐、风浪等多种条件限制，在
经过半个月的消耗之后，岛内群众的生活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不易长期保存的蔬菜和
水果早在十天前就已经断货，居民家中储备的蔬
菜也基本消耗殆尽。

5 月 11 日，经属地政府批准，“獐岛长顺”轮
出岛运输一批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以解决群众
对蔬菜等生活物资的需求。海事部门积极协调
联系，提前通报海上天气情况、宣贯《船舶船员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V9.0）》，指导船员进
一步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并到现场实地了解货
物装载情况，提醒船舶驾驶员要注意瞭望，谨慎
驾驶，确保物资安全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