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第四季度厦门海事局 
通航环境分析报告 

 
为全面掌握辖区通航环境要素及其变化情况，对各类航运活动、

水上水下活动与通航环境的影响、作用进行评估分析，总结经验教训，

查找管理上的问题与薄弱环节，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和

措施，进一步提升通航安全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维护水上交

通安全形势稳定，现根据《福建海事局关于加强通航环境信息管理的

通知》（闽海事〔2016〕19 号）的有关要求，对厦门海事局辖区水域

第四季度通航环境评估如下： 

一、辖区通航环境变化情况 

（一）通航环境数据变化情况 

1、自然环境类 

无变化。 

2、港口设施类 

无变化。 

3、水工建筑类 

无变化。 

4、水上功能区类 

无变化。 

5、活动作业类 

本季度新增以下作业区： 

（1）前埔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排海管）前期地质勘探。该工

程位于厦门岛东侧，刘五店航道 212#灯浮和 214#灯浮连线西侧水域，

预计完工时间 2020 年 4 月 10 日，施工单位厦门地质工程勘察院，共



有作业船舶 1 艘。  

（2）厦门第二东通道工程地质勘察作业。该工程位于厦门本岛

侧枋钟路至翔安侧刘五店村之间水域，预计完工时间 2020 年 4 月 16

日，施工单位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共有作业船舶

3 艘。 

（3）前埔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建）——改造段排海管施工。

该工程位于厦门岛东侧、土屿东南侧水域，预计完工时间 2020 年 4

月 30日，施工单位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有作业船舶 10艘。 

（4）厦门新机场保护带施工便道（飞行区段）工程。该工程位

于角屿岛西南方向水域，预计完工时间 2020 年 2 月 1 日，施工单位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共有作业船舶 5 艘。 

6、安全保障类 

本季度厦门港助导航设施变化如下： 

（1）撤除集美海堤 1 号灯桩（航标编号：3143.1，位置：

24°33′14.4″N，118°06′01.0″E）。 

（2）撤除集美海堤 2 号灯桩，航标编号：3143.2，位置：24°

33′14.8″N，118°06′01.6″E。 

（3）撤除集美海堤 3 号灯桩（航标编号：3143.3，位置：24°

33′14.7″N，118°06′00.5″E）。 

（4）撤除集美海堤 4 号灯桩（航标编号：3143.4，位置：

24°33′15.2″N，118°06′01.2″E）。 

（5）将军礁灯桩（编号：3162.2，位置：24°27′15.7″N，118°03′14.6″E）

改建完成，灯高 6.5 米，绿白横带六面锥形石砌，高 8.3 米，其它不

变。 

（6）旗仔尾灯桩（编号：3169.1，位置：24°26′27.6″N，118°03′34.6″E）



改建完成，灯高 8.0 米，绿白横带六面锥形石砌，高 8.3 米，其它不

变。 

7、应急要素类 

无变化。 

8、涉渔要素类 

无变化。 

9、碍航要素类 

无变化。 

（二）航路交通流情况 

1、进出港船舶数量及分类情况 

2019 年第四季度，厦门海事局辖区进出港船舶 91189 艘次，进

港船舶数量 45467 艘次、出港船舶数量 45722 艘次；国际航行船舶数

量 3699 艘次、国内航行船舶数量 87490 艘次。厦门海事局辖区交通

流情况整体稳定。 

2、对重要航路、航段的交通流观测情况 

厦门海事局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厦门港主航道、东渡航道、海

沧航道、厦金航线、厦鼓航线、厦漳航线等水域进行重点交通流观测，

通过设置 AIS 断面观测，获取交通流信息。 

3、交通流密集区的标识情况 

厦门海事局通过日常监控、交通流分析、动态管控等方法，识别

出交通流密集区有：九折礁附近水域、厦门港 29 号浮航道交汇区。 

（三）通航环境相关的事故、险情概况 

1、事故情况 

按照《交通运输部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4

年第 15 号）的统计办法，2019 年第四季度厦门海事局辖区共发生水



上交通事故 0 起（其中特大事故 0 起，重大事故 0 起，较大事故 0 起，

一般等级事故 0 起），直接经济损失约 0 万元，死亡失踪人数 0，沉

船艘数 0 艘。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2、险情情况 

2019 年第四季度，厦门海事局辖区发生各类海上险情 2 件次,其

中一般等级 1 件，较大等级 1 件，遇险船舶 1 艘；组织实施海上搜救

行动 2 起，协调海事船艇 1 艘次，专业救助船舶 2 艘次、救助直升机

0 架次，商船及其他社会船舶 1 艘次，救助遇险船舶 1 艘,救助遇险人

员 9 人，人命救助成功率 100%。 

（四）有关通航环境不良状态的报告 

1、航道碍航情况 

厦门辖区航道情况整体较为清爽，有时会有渔船侵占主航道捕捞

的情况发生。 

2、导助航设施情况 

（ 1）厦门港 Y10 号灯浮，航标编号： 3197.13，位置：

24°17′50.7″N,118°10′52.6″E，2019 年 10 月 12 日因故移位，10 月 22

日恢复正常。 

（2）嵩 2 号活节式灯桩，航标编：3176.31，位置：24°26′37.4″

N,118°01′11.9″E，2019 年 10 月 26 日被撞倒塌灯光熄灭，12 月

25 日恢复正常。 

（ 3 ） 22A 号 灯 浮 （ 航 标 编 号 ： 3194.351 ， 位 置 ：

24°24′51.0″N,118°04′44.4″E），2019 年 12 月 7 日因故漂移，12 月 8

日恢复正常。 

（五）船舶遵守定线制、报告制等相关规定情况 

1、本单位及下属机构相关规定的发布情况。 



无。 

2、受理船舶报告数量。 

2019 年第四季度，共接收船舶报告 179330 艘次，跟踪船舶 82177

艘次，重点船舶监控 60089 艘次，为船舶提供信息服务 65375 次，实

施交通组织 22330 艘次， 

3、船舶违反定线制、报告制相关规定及处理情况。 

2019 年第四季度发现并纠正处置船舶违章 2 起。 

（六）辖区相关涉海规划变化情况 

未收到相关变化情况的通报。 

二、通航环境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一）沉船沉物管理工作情况 

1、新增沉船处置情况。 

新增沉船 1 艘，为“湘岳阳货 1528”轮，该轮沉没位置在大担、

二担附近海域，已责令船舶所属公司尽快开展打捞清除工作。 

2、已有沉船处置情况。 

辖区共有历史沉船 1 艘“闽光 188”。“闽光 188”沉没位置在东

海海区，船舶所有人及相关利益方与打捞施工单位正在协商作业事项。 

完成辖区 2 艘历史沉船的打捞工作，分别为“漳州货 9039”、“永

超轮”。其中，“永超轮”轮沉没位置在主航道口 4 号灯浮附近水域，

已于 2019 年 10 月完成打捞工作；“漳州货 9039”沉没位置在厦门港

18#灯浮附近水域，已于 2019 年 11 月完成打捞工作。 

（二）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情况 

1、新增的水上水下活动情况。 

2019 年第四季度厦门海事局辖区新增水上水下活动有： 

前埔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排海管）前期地质勘探、厦门第二东



通道工程地质勘察作业、前埔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建）——改造

段排海管施工、厦门新机场保护带施工便道（飞行区段）工程。 

2、重点项目监管与服务情况。 

2019 年第四季度，厦门海事局共办理水上水下活动许可 16 份、

航行通告 16 份。目前，厦门辖区共有水上水下活动工程 16 项，分别

是马銮湾片区生态修复（一期）工程一标段清淤吹填施工、厦门浏五

店岸壁整治工程（一期）、翔安南部莲河片区（东园地块）造地二期

工程、翔安南部莲河片区（莲河地块）造地二期工程、翔安南部大嶝

南缘吹淤造地二期工程机场储砂坑取砂作业、厦门港海沧航道扩建四

期工程、海峡论坛会址吹填造地及配套工程（A 区）、厦门港海沧航

道扩建四期工程炸清礁作业、溪东路（翔安南路—机场快速路段）（原

翔安滨海东路）工程跨海大桥、厦门浏五店岸壁整治工程（二期）、

厦门大桥下部结构耐久性加固维修工程、厦门电力进岛第三通道迁改

缆化土建工程地质勘察、前埔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排海管）前期地

质勘探、厦门第二东通道工程地质勘察作业、前埔污水处理厂三期工

程（扩建）——改造段排海管施工、厦门新机场保护带施工便道（飞

行区段）工程。 

3、非法违法水上水上活动查处情况 

第四季度，厦门海事局共查处非法违法水上水上活动 8 起。 

（三）引航安全工作情况 

1、引航生产总体情况。 

2019 年第四季度厦门港引航站共引领各类船舶共计 2988 艘次，

国内航行船舶 311 艘次，国际航行船舶 2677 艘次，总长大于 250 米

的船舶 1143 艘次，引领 10 万吨级及以上的集装箱船 635 艘次。 

2019 年第四季度未发生引航员违章、事故等情况。 



2、引航员违章及处理情况。 

无 

3、引航事故及调查处理情况。 

无 

4、引航督查情况。 

2019 年 12 月厦门海事局赴厦门港引航站开展元旦春节节前督查

工作。 

（四）航海保障部门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1、2019 年 10 月份，厦门航标处对下列灯浮标进行作业：厦门

港 41 号灯浮、43 号灯浮、45 号灯浮、701 号灯浮、703 号灯浮、509

号灯浮、厦门港 DK1 号灯浮。 

2、2019 年 12 月，厦门航标处对下列灯浮标进行锚链检查作业：

厦门港 7 号灯浮、8 号灯浮、Y8 号灯浮、Y10 号灯浮。 

（五）相关部门的通航环境维护工作开展情况 

厦门海事局严格按照《厦门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的相关要求，

督促航道管理机构、码头经营者等有关责任单位及时开展水深扫测工

作，确保船舶进出港安全。 

三、通航环境管理工作部署及落实 

为维护辖区良好的通航环境和通航秩序，更好地保障进出港船舶

航行安全，第四季度我局多措并举，充分利用现场查验、登轮检查、

日常巡航、信息发布和 VTS 跟踪监控等有效手段加强监管，提供服

务，保驾护航。 

（一）落实重点时段监管任务。第四季度为年度收官之时，又是

“四季三节”的关键时期，十一黄金周、元旦假日等节假日，带动两

岸直航旅客、海上旅游人数和渡运客流量的激增，给海上客运交通安



全带来很大压力。厦门海事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

提前周密安排，严格落实节假日期间应急值班、紧急待命和领导带班

制度；实时掌握本辖区、本单位安全管理动态，及时做好上传下达和

险情、信息上报工作；强化预防预控、船舶安全检查、现场监管、动

态巡航、安全教育培训、应急保障等措施，督促各航运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有效维护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形势。 

（二）组织开展 2019 年“两船”专项整治第三阶段及第四阶段

工作。2019 年第四季度，厦门海事局接连开展两次砂船专项整治工

作共 66 天。一是高度重视，多方部署。认真领会上级领导工作部署，

组织召开辖区砂船专项整治会，制定下发了工作实施方案。二是认真

开展辖区涉砂船舶、船公司摸底工作。逐一排查辖区登记砂船的运营

情况，梳理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管理公司、AIS 是否开启等相

关情况。三是强化码头卸砂点涉砂检查力度。厦门东部、西部海域辖

区海事处对正规码头到港卸砂船舶进行严格细致的检查，关注砂的来

源及手续是否齐全、合法。四是夜间驻点整治，强化执法威慑。设置

夜间专岗，由机关业务处室领导带队，派驻执法人员开展夜间专项整

治，提升执法力度。五是充分发挥“海事-海警”联动机制开展协同

执法。逐步理顺海事-海警联合执法机制，联合海警在午夜共同查处

正在违法作业的砂船，进一步强化执法威慑力。 

（三）厦门海事局成功推动历史沉船“永超轮”、“漳州货 9039”

的打捞工作。一是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出资打捞。厦门海事局在港口发

展委员会召开的成员会议上，多次反映主航道历史沉船带来的安全和

污染隐患以及历史沉船打捞工作遇到的困难及破解思路，得到了厦门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同意予以资金支持。依据厦门港发展协调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优化改善通航环境”的指示精神，厦门港沉船清障



工作领导小组于 2017 年 11 月正式成立，为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

有力组织保障。二是消除物权纠纷。派员专访厦门海事法院，就沉船

打捞物权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派出精干的海事调查官进行实地

调查，明确要求沉船船东书面声明放弃沉船所有权。对社会发出公告，

自船舶沉没之日起一年内没有打捞的，视为无主沉船。三是主动作为，

保障打捞作业安全。积极支持配合代位打捞业主（厦门港航道保障中

心）开展工作，在打捞历史沉船清障打捞作业各环节提供业务咨询。

积极主动督促业主和施工单位，召开多次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邀请

多名专家对该沉船清障工作的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和防油污安全方案

认真评审并加以完善。建立打捞工作联系制度、施工船舶进场报告等

制度。积极主动服务，尽快办理施工作业许可和发布航行通警告，

VTS 中心严格监管，发布航行警告，主动提供气象和附近水域通航安

全信息。2019 年 11 月，两艘历史沉船安全顺利完成海上打捞工作。 

（四）厦门海事助力福建首次大型半潜船成功装载获赠锦旗。11

月 17 日，厦门海事局保障两艘高端起重平台船舶“QMS Nouf”轮和

“QMS Omar”轮在厦门港 4#锚地北侧顺利完成装载，获得相对人赠

送题为“科学指挥排忧难 勇于担当助发展”的锦旗。厦门海事局勇

于担当，精心组织，多措并举，切实保障。一是指导作业施工单位对

作业水域进行多波束扫测，确保半潜船在下潜过程中的安全以及避免

对海域附近电缆造成损坏；二是召开施工作业通航安全保障方案技术

评审专家咨询会，针对装载过程可能出现的风险以及对海上交通可能

造成的影响制定各项保障措施；三是参加作业前的装载方案桌面推演，

敲定各个时间节点，商定各协助船舶间的配合事项；四是交管中心设

置专席现场协调指导，发布航行警告，为自升式起重平台船拖带进港

实施临时交通管控；五是调派两艘海巡艇到现场指挥、警戒，对进入



作业水域其他无关船舶进行驱离；六是派遣资深海事工作人员到现场

进行协调指导。此次成功装载不仅为货主节省了数百万美元拖带到他

港装载的费用，也标志着厦门港已具备承接这类高端海工装备的能力，

成为全国继大连、青岛、上海、广州之后，具备高端海工装备能力的

另一个重要港口，开启了厦门海洋经济发展的新业态。 

（五）全力保障辖区水工作业安全。我局主动作为，大力支持厦

门地方涉水工程建设，发挥海事水工专业优势，解决施工企业的实际

困难，保障前埔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排海管）前期地质勘探、厦门

第二东通道工程地质勘察作业、前埔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建）—

—改造段排海管施工、厦门新机场保护带施工便道（飞行区段）工程

等新增项目顺利进入施工阶段。 

（六）加强 VTS 安全监管服务。第四季度，厦门 VTS 中心共

接收船舶报告179330艘次，跟踪船舶82177艘次，重点船舶监控60089

艘次，为船舶提供信息服务 65375 次，实施交通组织 22330 艘次，提

供助航服务 11 次，避免险情 4 起，发现并纠正处置船舶违章 2 起。 

（七）发布航行通（警）告信息。第四季度，我局共发布航行通

告 16 份、航行警告 14 份、VHF 航行警告 579 条，主要是恶劣天气

预警和安全提醒、工程施工及超大型船舶进出港而实施的交通管制等

方面信息。航行警告均按规定通过 VHF 或 NEVETAX 播发，航行通

告均通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网站、厦门海事局外网、张贴、函寄等渠

道规范发布。 

四、通航环境风险分析 

（一）第一季度需同时开展“春运”、“两会”两个重点时段的

安全保障和服务工作，对海上安全监管工作会带来一定挑战，监管压

力与工作任务将会在较长时段内形成连续重压。 



（二）即将进入的第一季度处于冬季寒潮大风影响时段，强冷空

气南下时，季风强劲，且突发性强，加之台湾海峡狭管效应明显，对

海上船舶航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同时，第一季度处于雾季，大风大

雾往往交替影响厦门辖区，季节性防范工作任务艰巨。 

（三）第一季度是海上运输的“黄金时段”，随着“春运”的到

来，将带动两岸直航旅客人数、海上交通客流量的大幅增加，给水上

客运安全带来较大的安全压力。 

（四）第一季度是海上捕鱼和捕鳗苗的高峰期，海沧航道、厦金

（金通）航线、海上看金门航线和厦门港 4 号、5 号锚地等水域是捕

鳗集结地，将影响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台湾海峡特别是北碇岛东南

海域附近是商渔船碰撞事故高发区域，防范商渔船碰撞仍是安全监管

工作重点。 

五、做好通航环境管理工作的对策措施 

第一季度，严格要求各相关航运公司、船舶应高度重视，制定科

学、合理的工作预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

细化工作措施，真正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

全面全力防范寒潮大风。各施工单位及作业船舶应严格遵守相关的规

定和要求，特别是无动力作业船舶应加强值守，留足值班船员，科学

防御东北季风。各监管单位、部门要主动作为，积极推进部署及计划，

督促港航企业和船舶、船员认真开展各项防御工作及措施。 

（一）船舶航行中，驾引人员应守听工作频道，服从交管人员的

指挥和引导，使用良好船艺对船舶所处的局面以及周围环境做出正确

的判断，谨慎驾驶，切忌盲目操作、麻痹大意导致船舶发生事故。 

（二）船公司、船员、码头场站等相关单位应进一步落实企业安

全管理主体责任，船舶和船员以及相关海上从业人员得到安全教育以



及对寒潮大风安全工作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排

查、整改和治理。 

（三）辖区施工单位、航运企业应加大宣传，加强内部安全教育

培训工作，进一步增强企业安全管理责任意识，使公司、船舶人员熟

悉辖区寒潮大风的预报、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理程序须知，增强广大

船员航行安全、法律意识，提高船员、海上从业人员的技术及能力。 

（四）水上水下作业项目的业主及施工单位，要建立健全“冬防”

工作预案，严格落实“冬防”措施和有关安全制度，合理调度，科学

安排，确保水上水下活动安全顺利开展。 

（五）辖区各单位尤其是辖区新增加的企业、船舶及施工单位，

要确实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以提高应对能力和协同配合水平，落实防抗

寒潮大风有关机制，合理安排港口作业，确保船舶和港口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