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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꼸ਿ䃨Ά骠

上半年海运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8.3%

中国远洋海运 e 刊：近日，ભ� 2021 年��年海ॆٝ�፟࠼��公�。

初步ں算，��年海ॆဈ��值 4 万亿元，ᗁā�ۤ 12�5�。市场需求逐步回

升，ؤ���㠲于ୁ��间，海ॆٝ��体呈ႏ稳ભ向好〭势。

其ભ，海ॆ��፟����稳ભަ固。沿海䁪�完��物吞吐�、集装箱

吞吐�分别ನ 50亿吨、1�2 亿��箱，ᗁā分别�ۤ 10���、14�0�，两年平

均分别�ۤ 5�1�、4�1�；海ॆ�፟�、客፟�分别ನ 20亿吨、4142 万�，ᗁ

ā分别�ۤ 10�8�、�8�2�，两年平均分别�ۤ 0���、‵降 1����。

海ॆҏ�ϗ�ަ�复苏。���፟市场需求�ҏ回升，�承�海ҏ订单�

ᗁā�ۤ 24����，� 10 年来ᗁ期�砀�平，占��채超 50�；海ҏ完ϗ�

ᗁā�ۤ 24���，两年平均�ۤ 0���；截至 � 月末，手持海ҏ订单ᗁā�ۤ

2����，两年平均�ۤ ����。

海ॆ对外贸易稳ભ有升。�是海፟����채ᗁā�ۤ 28���，其ભ��

채ᗁā�ۤ 2����，��채ᗁā�ۤ 2��5�；二是�䃨涉海�品��채不ᗁ程

度�涨，ҏ�、�海�品、晦௦机组及晦����채ᗁā分别�ۤ �����、‵

降 ��1�、�ۤ 41���，其ભ��ᗁā分别�ۤ �1���、8�4�、42���。（�稿

�晦漳州局 徐昆明）

我国主导制定首个压载水管理系统国际标准成功发布

国际海事信息网：近日，由ભ�ҏ�集团所属九江精密砀ํ技术研究所、

ભ�ҏ�ϗ�综ୁ技术ٝ�研究、�海外砀桥�ҏ有限公司等单位����

� �S㤷 2�152:2021�ҏ�和海�技术�������紫外㠲�器�ā૱缩放

�值模拟与计算�����。

�S㤷 2�152:2021 �䃨ᦙ�了紫外�ҏ����㠲���ā૱缩放�值模

拟��般䃨求、建模和计算��、ā૱缩放步骤等。该��是对 �㜠㤷����

����ā૱缩放ؤ南��细〮补充，将ನ紫外��������ဈ�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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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级社、认可机构和第三�检砀�验室ҏ�技术ོ撑。

2018 年，由九江精密砀ํ技术研究所��ҏ�� �S㤷 2�152�紫外���

�����—ā૱缩放计算��—RANS�D㤷 模ಌ�（��며ᙇ䃨Ά쳀ᔬ灰며ຸᙇ �Ά며며Άůᙇ �Άᙇຸ䃨

�Ά�Ά�ຸ�ຸ�ᙇ �Ğůᙇຸ� ��Άᙇƚຸ�ΆĞ�Ά며 �灰�ຸ며ᔬ�� Ά�� �Ά며��며ΆĞ灰�ů 灰� ��Ά며ᔬ�� �

�����^� �灰�ຸ며ᔬ���)����ҏ�ೋ得了 �S㤷/TC8（����〮组织／ҏ�

与海ॆ技术委�）ભ�ભ�、韩�、��、丹麦、巴拿马、瑞士等��ོ

持，��立ಓ。

该ಓ�是�����针对���㠲��������，ҏ�了针对紫外�

�������ā૱缩放� RANS�D㤷 模ಌ计算��，可ನ紫外�������

���计、ဈ�和ํ验ҏ�ટ䃨ོ撑，ನ�备选ಌ、认证、认可ҏ�技术依据，

有效填补了��空白，ҏ升了��在该领域���话语权和影响�。（�稿�晦

莆田局 胡华�）

《福建省交通强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出台

福建交通：8 月 2日，���፟�厅和���委联ୁ印��福建����

����建������。作ನ福建综ୁ��፟�未来ؤ����性文�，��

����分�体��、ટ点任务、保障措�三�砀分，ҏ��������三

�阶段��七�任务�和�三ಓ保障�。

������是ؤ以ں��三ོ�ನ战略ߑ领（海�丝绸之路ں�枢纽、

�家�域ٝ�联���战略ོ点、海峡两ަ融ୁ��战略ོ�、两�ਪᗁ��

�砀ྜ���战略ོ撑），ۦ��三纵六横两联�综ୁ立体���骨架，构建

福建�211���圈（各��市间 2小꼸�达，福州、厦漳泉两�都市圈 1 小

꼸�勤，��市至所辖县、各县至所辖乡镇 1 小꼸基�覆盖）。

围绕��，��将分�三�阶段�推�ϗ作晦� 2025 年，完�����

建�ํ点示ㄱ任务，�面建��两纵五横���道；� 20�5 年，建����

����，建��三纵六横两联��骨架,形�福建�211���圈；���纪

ભ叶，�面建��ఆ满意、保障有�、���流�综ୁ��፟�体�，�ఆ服

务和保障社��义ႏ代〮��建�，�ఆ享有�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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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耀，��将���七�任务�晦�是着�建��局完善、立体互联

�综ୁ��网络。建��砀品ྜ、�容�����ҏ网，建ߑ���领、�ོ

撑����线网，建��广覆盖、惠城乡���基础网，建��双�流、��

��䁪�群和机场群，构筑��层级、�体〮�综ୁ��枢纽。二是着ۦ��

面向��、互ॆ䁪赢�ㄠ放ୁ作�道。ަ ���带�路���道建�，推��丝

路海፟�和�丝路飞翔�建�，深〮闽���融ୁ��。三是着�构建便捷舒

适、ٝ�砀效�፟�服务体�。ҏ升优ྜٝ���服务，��绿色砀效ႏ代物

流，������〭�模�。四是着���集约环保、�字ߑ领�绿色智慧�

�。推�绿色��ဈ〭环境�砀颜值�，�〮前沿�键科技研�Վ，���

�智慧��。五是着�晦�完善可靠、反�ҏ�吠�保障体�。ҏ升���

ྜ吠��平，完善��吠�ဈ�体�，�〮��急救援��。六是着�完善

ᦙㄱ砀效、便ఆ惠ఆ����体�。��步优〮营�环境，��驱����

ၮ。七是着�推����ํ、积极探索福建�ٝ验。积极推�����ํ点示

ㄱ，�面推���基础��砀ྜ���ํ点示ㄱ。（�稿�晦泉州局 王苏贞）

2021 年 1-7 月船舶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1�� 月，���ҏ完ϗ�、�承�订单�和手

持订单�三ؤ��继续保持�ۤ，ટ点�砀ҏ�企�收入ᗁā�ۤॆ润‵降。

�、��三��ҏؤ�ᗁā�ۤ。1�� 月，���ҏ完ϗ 2418 万�ટ

吨，ᗁā�ۤ 20���。承��ҏ订单 4522 万�ટ吨，ᗁā�ۤ 22��2�。� 月

底，手持ҏ�订单 8��� 万�ટ吨，ᗁā�ۤ 18���，ā 2020 年底手持订单�

ۤ 2��1�。1�� 月，��完ϗ��ҏ 22�5�� 万�ટ吨，ᗁā�ۤ 22�4�；承

���ҏ订单 40�1�2 万�ટ吨，ᗁā�ۤ 21��4�；� 月末手持��ҏ订单

��1��� 万�ટ吨，ᗁā�ۤ 1����。��ҏ�分别占���ҏ完ϗ�、��订

单�、手持订单�� �����、8��1�和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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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ટ点�砀企࠼�ؤ��

1、�ҏ企�三��ҏؤ�ᗁā�ۤ

1��月，50家ટ点�砀�ҏ企��ҏ完ϗ2��1万�ટ吨，ᗁā�ۤ1��1�。

承��ҏ订单 4�85 万�ટ吨，ᗁā�ۤ 218�0�。�月底，手持ҏ�订单 8�8�

万�ટ吨，ᗁā�ۤ 20�2�。

1�� 月，50 家ટ点�砀��ҏ企�完ϗ��ҏ 22�2 万�ટ吨，ᗁā�ۤ

22���；承���ҏ订单 ��85 万�ટ吨，ᗁā�ۤ 218���；�月末手持��ҏ

订单 �845 万�ટ吨，ᗁā�ۤ 15�4�。��ҏ�分别占ટ点�ҏ企�完ϗ�、

��订单�、手持订单�� �5�8�、�0���和 8����。

2、ҏ�修�企�完ϗ艘�ᗁā�ۤ

1�� 月，15 家ટ点�砀ҏ�修�企�，ҏ�修�完ϗ 18�4 艘，ᗁā�ۤ

2���。

�、ҏՎ柴油机ဈ�企�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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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家ટ点�砀ҏՎ柴油机��企�，ဈ�各类ભ低砀ҏ柴油机䁪

计 1185� �，ᗁā�ۤ ���1�，完��率 �2��8 万千瓦，ᗁā�ۤ 1����。

4、ҏ�企�ϗ���值ᗁā�ۤ

1�� 月，�5 家ટ点�砀ҏ�企�完�ϗ���值 2140 亿元，ᗁā�ۤ

15�1�。其ભҏ����值 ��1 亿元，ᗁā�ۤ 1��2�；ҏ�配套�值 1�4 亿

元，ᗁā�ۤ 20�；ҏ�修��值 81亿元，ᗁā‵降 10���。

5、ҏ�企�收入�ۤॆ润‵降

1�� 月，�5 家ટ点�砀ҏ�企��ႏ�营�务收入 15�� 亿元，ᗁā�ۤ

1����；ॆ润�채 8�� 亿元，ᗁā‵降 ��5�。

三、�ҏ三ؤ����市场채保持稳�

1�� 月，���ҏ完ϗ�、��订单�、手持订单�分别占��市场채

� 4��1�、52�0�和 4��0�。（�稿�晦宁德局 郭兴）

交通运输部：港口高风险人员实行每日健康监测零报告

航运交易公报：8 月 4 日，��፟�砀��了�䁪�及其�线��冠肺

炎࠼�防控ϗ作ؤ南(第七版)�。对于ߑ�、�临����ҏ�作��、

��冷��物直��触装卸�等䁪�砀晦䁪岗位�，䃨求���日晦䁪�

砀晦䁪��度。

�ϗ作ؤ南�䃨求，䁪�企�、ߑ�机构䃨及꼸掌握�䁪ҏ�、��和ҏ

信息，尤其是ҏ�抵䁪前 14日�挂靠䁪�、靠离�〭等信息。以及ဈ活污

�、���㠲�装置፟�和ҏ�垃圾消杀、转፟等信息，ᗁ꼸ަ�对䁪��

和车辆信息��，��䁪��凭晦䁪码绿码��，拟换班�外籍ҏ凭相�

砀�相�证明材�及 2 天ں�酸检砀阴性结果��。

对于ߑ�、�临����ҏ�作��、��冷��物直��触装卸�

等䁪�砀晦䁪岗位�，ؤ�南�䃨求䃨相对固�，��闭环或封闭��，

ϗ作场所与居住地之间点对点转፟，避免与家庭�和社�普���触，并

按ᦙ�可�隔 1 天ㄠ� 1 次ں酸检砀，���日晦䁪�砀晦䁪��度。䁪�相

���期ں酸检砀，�按ᦙ�纳入当地检尽检�免费检砀ㄱ围。（�稿�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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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局 王苏贞）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2020 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海商法研究中心：ನ充分�挥�ಌ�૱�示ㄱ和ߑ领作Վ，8 月 1� 日，

�砀�ఆ�于 1�日�� 2020 年��海事�ಹ�ಌ�૱。

此次������ಌ�૱，��类ಌ丰富，�律适Վ问题突�，社�示ㄱ

效明显。据了解，此次��� 10��ಌ�૱具有四��面�特点。

�是坚持服务�局，保障海ॆဈ〭文明和海ॆٝ�建�。依���海ॆ�

ਿ机�ҏ起�因ҏ�漏油ߑ��海ॆ自然资源与ဈ〭环境损害赔偿纠纷，�〮

海ॆဈ〭保护修复，助推海ॆဈ〭环境保护体�建�。妥善��海�艇保䁪

ୁᗁ纠纷，助推拓��፟服务���，ನོ持海南自贸䁪砀ྜ�建�ҏ�有�

司�保障。

二是��精品战略，努�ҏ升海事司����影响�。外�当事�ਪ㠸变

更外�仲裁解决争㠸��，选择向海事�起诉并适Վભ��律，充分体ႏ对

ભ�海事���司����认可。砀效扣押和拍卖外籍ҏ�，及꼸吠置外籍

ҏ，ನ妥善解决࠼�期间��性ҏ换班或遣返难题、保障ҏୁ�权益ҏ

�了�ભ����。充分�挥�互联网+�ಹ���效，坚持防�期间司�服

务�不ۦ烊�，保障涉�物资��፟��有序畅�，彰显了ભ�海事司��效

率与智慧。

三是�确适Վ�律，不断ަ��ಌ�૱�示ㄱߑ�作Վ。明确��以ҏ�

不适�ನ由认�责任�丧�海事赔偿责任限�权ॆ���，警示违ᦙ��晦

䁪，ߑ�ҏ�所有�和ٝ营�培养吠���意识、�〮ҏ�吠���，ᦙㄱ�

፟秩序。

四是探索域外�查明途径，不断��海事司����公信�。深〮�ಹ资

源�融ୁߑ入，完善䁪澳�士担任陪��度，推�粤䁪澳�律ᦙ则衔�、机

�对�，助�粤䁪澳�湾��建�。充分尊ટ当事�对外��律�选择适Վ，

探索确立ಹ૱��查明与适Վᦙ则，ҏ升海事司���，助推���ನ��海

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稿�晦宁德局 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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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骠
新加坡合力打造全球首个港口电动船供应链

海运圈：�据显示，在�ަ�䁪፟营着约 1,�00 艘柴油ҏ，௦气〮将�对

�排放�ဈટ�影响。这�由企�、研究机构、ਿ府砀�和ҏ级社组��联盟，

计划䁪ᗁㄠ��ަ����面�௦�ҏ���，他们认ನ这可以�ನ䁪�脱

�作�����ㄱ。该ಓ�将由 Keppel 㤷ffshore & 㜠arine 牵头，寻求在 2025

年前��௦气��。

该ಓ��ㄱ围包括ㄠ�具有��竞争��௦�䁪湾ҏ，近ަ充௦基础�

�，以及ҏ砀海�作��技�和培养ں��才。在第�阶段，该联盟将��可

�性研究，并继续�计和ㄠ�௦�ҏ和充௦基础��，包括�装䁪�ҏ只和吠

装充௦站。完�后，ୁ作伙伴将��ํ验，并寻求扩�ಓ�ᦙ模。

Keppel 㤷&㜠 作ನ整体��集��，将ॆՎ其在ҏ��计、建�和�字〮

�面�ٝ验，对�艘 �0�座�客�������，使其�ನ௦�驱��ҏ�。

Keppel 与 DNV、南ॆ�ϗ�学�源研究所、Eng Hup Shipping、Envision

Digital、Surbana Jurong 以及�ަ�离ަ和海事技术ભ�ୁ作，致�于砀ํ、

ํ验和፟营௦�䁪�ҏ�端�端解决��。

Keppel 㤷&㜠 � Floating Living �验室将被Վ来砀ํ௦�ҏ�充௦基础

��，ަҏಓ��ํ点和��〮�程。�前，该公司�从�ަ�海事和䁪务局

以及�ަ�海事学�绿色�源技术ಓ�和海事脱�研�ಓ�ભೋ得了资助。

（�稿�晦宁德局 郭兴）

比利时为到访海员登船接种疫苗

海事服务网 CNSS：� 月 2� 日，āॆ꼸当局ㄠ始面向所有�นāॆ꼸䁪�

�海ҏ��ၔں�，�论其�籍如何。

据ོ持组织此次活��āॆ꼸皇家ҏ东ਪ�称，ನ了给这�难以ೋ得�ၔ

���群体ں�����ၔ�机�，�们�立了巡回�ၔں�小组，医务�

将乘坐医疗巡逻ҏ，在 㜠ediport ��㘱‵，在海����䁪䁪��ҏ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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ನҏҏ�单剂�ၔ——这是����次以海�流�医疗队�形�ನ海ҏ

��ၔں�。

符ୁ以‵条���น海，均可在āॆ꼸���ၔں�晦

1�在停靠在āॆ꼸䁪��ҏ只�停留或ϗ作�海；

2�在āॆ꼸换班�ҏ�ҏ；

��离ㄠ停靠在āॆ꼸䁪��ҏ只，以便��āॆ꼸返回��；

所有在āॆ꼸䁪�停靠�ҏ只��海，包括在该�境��ҏ只�签字�

ҏ或‵ҏ�海，都可以ೋ得�ၔ。

据悉，�年有超� 5,500 艘各类ҏ�停靠在āॆ꼸���䁪�，�约有

80,000 名海在ҏ�ϗ作。这些海在海�ۤ꼸间封闭ဈ活——如果ҏ�爆

� C㤷V�D�1�，࠼�就很不稳�。此外，这些海ભ有��来自当前 C㤷V�D�1� �

ၔں�不足或��ҏ�给海��家。

ನ了给这�难以�触、ٝ ‰被遗忘�群体���机ں���ၔ，āॆ꼸副

�相兼北海砀ۤ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āॆ꼸皇家ҏ东ਪ�和āॆ꼸

联邦ਿ府�፟�局��፟�砀��了�ಓ��计划，即自 � 月 2� 日起，ನ所

有悬挂外�ҏ旗�ҏ�海��ၔں�计划ㄠ绿灯。（�稿�晦福州局 林巧

星）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创十一年内新高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今年以来，��海ؤ�ں��（BD�）整体呈

ႏ�幅�涨走势，近期，各ಌں�ҏ፟价ؤ��ҏ�涨，ҏ东投资ں�ҏ�意

愿明显ަ�。

8月1�日䁪�5��点，�年初�涨15��，ā�年ᗁ期�涨12��，ನ2010年ભ

期以来�砀�平。好ഃ�ಌں�ҏ፟价ؤ��涨158点，䁪4���点，�近4�

月以来�砀�平，日均ೋॆ�ަ1�0��元至��52��元。巴拿马ಌں�ҏ፟价

��涨1�点，䁪�5��点，ನ�月21日以来�砀�平，日均ೋॆ�ަ14��元ؤ

至�20�2 �元。超�便ಌں�ҏ፟价ؤ��涨1� 点，䁪�0�8 点，续༣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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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

�家认ನ，近期 BD� 及፟价ؤ��涨，��面是࠼�致䁪�拥堵，ҏ�周

转效率�幅‵降。ભ�、澳�ॆ亚等ں�ҏ፟���近期ަ�了外籍ҏ��检

砀�度，�致䁪�拥堵严ટ；欧�地࠼��复ོ，䁪�码头ϗ�短缺，影响了

䁪��整体装卸效率。另��面是今年二季度起各�ٝ�逐步复苏，��对于

铁矿石、煤炭、钢材等需求�幅�ަ。由于��资源分配不均，�ႏ了��从

澳�ॆ亚、巴西、印尼至东亚、东南亚、欧洲፟�矿煤�需求。待ભ�等�家

ဈ��钢材之后，又需䃨ں�ҏ፟�至其他�家。（�稿�晦泉州局 陈珠霞）

英国启动利用海洋能生产零碳燃料重大项目

海事早知道：近日，�ಓ由��克莱德�学���海ॆ�ॆՎ��研究

ಓ���立ಓ，该ಓ�ٝ费 1000 万�镑，䁪有包括 BP等在�� 28 家单位参

与，旨在研究ॆՎ海�晦�和其他海ॆ可再ဈ�源来ဈ�氢ོ�和氨ོ�，相

�ོ�将Վ于�暖、储�、፟�等领域。��ਿ府致�于海ॆ��ㄠ�ॆՎ，

并计划在 20�0 年之前��海�晦௦ဈ��足够�௦�，以保障其��家庭Վ

�清洁௦�。�次���海ॆ��晦�ོ��ಓ�，将是����步挖掘海ॆ

�ㄠ�与Վ潜��ટ䃨ོ撑。

近年来，��海ॆ��氢��ನ海ॆ����热点，其具体流程ನ晦海ॆ

��௦—௦解��氢—氢储፟—Վں����。ભ�、韩�、�ަ�及欧洲

诸��家�在积极�局海ॆ��氢ಓ�。��来看，海ॆ��氢仍㠲于起步阶

段，各�仍在探索可����〮��。未来，随着ٝ�性�不断ҏ升和Վ场

景�拓�，海ॆ��氢将�ನ各��ႏ��ભ和����ટ䃨途径之�。（�

稿�晦 厦�局 吴凡）

世界海运理事会：美国海运改革法案注定失败

国际海事信息网：由于��贸易需求��反弹，推升፟价不断�涨，ನ了

确保当地����ॆ益，����拜�‵令针对�፟公司ަ收附ަ费�不当�

ನ��调查，然而�周ఆ�党与䁪和党众㠸联ୁҏ��海፟�ၮ��（㤷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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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ping Reform Act），旨在解决当前�����拥堵问题，ᗁ꼸满足�

�企�����需求。但该፟��ߑ��公司�烈反弹，��海፟�事�（WSC）

更怒斥，�����֥。

FreightWaves 消息称，ఆ�党众㠸 John Garamendi 与䁪和党众㠸

Dusty Johnson 联ୁҏ��2021 海፟�ၮ��针对�፟服务ୁ约�‵�低䃨求，

建立贸易互惠条款，其ભ如果ҏ公司�在ୁ��꼸间ㄱ围�吠�承፟�物，就

不得拒��物。此外，ҏ公司ަ收�延滞费或留滞费都需䃨符ୁ联邦海事委

�（F㜠C）�ᦙ�，否则将受�惩罚，但如果相�费Վ是依据�家公䁪䁪��

�税而�立�，则具有豁免权。该��也䃨求针对附ަ费�相�ᦙ�需纳入�

�，而ҏ公司也有义务遵守符ୁ公䁪ॆ益��低��，��由 F㜠C ���。另

外，相�费Վ��票需保留至少五年，如果被 F㜠C 或客户䃨求꼸�፟�就必须

ҏ�检视。

除此之外，该��赋予 F㜠C 更ನ���调查权�，得以建立��延滞费与

留滞费申诉流程。�ၮ���炉后，ߑ起ҏ公司反弹，��海፟�事�特别

�声明反击此事。

WSC �调，此��并不公�，对所有�፟公司都不ୁ�，市场在��消费

者与企��ႏ前所未有�需求꼸�ဈ�变，不代表ਿ府就可以藉此机�立��

���不公平�市场竞争环境，且可�延续好几年。WSC 坚持��之所以陷

入危机，�䃨是�需�衡所���，将责任完�归咎在�፟��相当不公平，

WSC 表示，�所有���参与者，包括䁪�、码头、卡车司机、铁路甚至是

仓库营፟�，都ํ图寻找解决��，如果只将问题算在单��环节�，这ಓ�

�����֥。�（�稿�晦厦�局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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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骠
“宏进”轮事件引发思考

海事服务网 CNSS：8 月 � 日 21 꼸 �0 分，ٝ 舟山海�、舟山市疾控ભ��双

采双检�，�终确�该� 1�名ҏ�冠病毒ں酸检砀阳性。其ભ 11名ҏ�

ٝ点对点闭环��至�点医疗机构。剩余 5名�冠阳性ҏ暂留ҏ疗，待ҏ

��公司后续换班ҏ�岗后�换。

据�����ҏၔ�，�前ҏ�剩余4名ں酸检砀阴性�ҏ，体�均

�‰，�据今天�体賌检砀，均未�ႏ�䁱等�賌。

“��”�ҏ还ၔ�，舟山�面给ҏ�ҏ�了 �0套防护服，11名‵ҏ送

医疗�确诊ҏ穿走了 11套，�前剩余 1�套，�ҏ� � 名ҏ使Վ（5 名

确诊+4名阴性）。ᗁ꼸，舟山�面也给ҏ�ҏ�了几桶消毒液。�前“��”

��在���ҏ消杀ϗ作。

但是，��针对此事�也�ဈ了深深�担�，除了担��ႏ‵�艘��

���႘�办、如何确保ҏ及꼸得�救助外，还纷纷�ನ尽�ನҏں�

�ၔ。

有���士表示，保证ҏ�砀ں��ၔ，确�是当前ā��手���

问题。d然ႏ在各�公司都明确䃨求晦ҏ必须ۦ完�ၔ才�给�ҏ，但ႏ

在有�头��问题，ަ��ҏں��ၔ基�都�ႏ了，但是ࠄ积在ҏ�服

务�这砀分ҏ，�几�都�有ۦ�ၔ，在�外容易被�ပ，这对ҏ��

和整艘ҏ来ҏ，都是很��潜在吠��۳。

而据了解，此次爆20，�������࠼�� 名ҏભ，就只有�机ۤ

ҏ缺䁱�体机����防护䁱�，�扩，ۦ了�ၔ，其他��有ں���

�和�〮病毒在ҏ���ၽ。（�稿�晦泉州局 陈珠霞）

简评晦在࠼���防控‰〭〮以及࠼����在�����爆���背

景‵，各地都㠲在砀度紧张�賌〭‵，面对此次事�，舟山��担当，ҏ�妥

善�救助，从�道�义�怀�度来ҏ，是非‰值得肯��。但ᗁ꼸，�们也䃨

看�，�����事�只是冰山��，类似�需䃨救��ҏ�还有很�，如果

不从���解决问题，只怕是�����还是��艘��艘�ႏ。当前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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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爆࠼��，ನҏں��ၔ势在必�，各相�砀�尽�ަ��筹ਪ调，

密切ਪ作配ୁ，ನҏں��ၔ��科学ୁ�、切�可��措�，以��ҏ度

ನҏ穿��防弹衣�，筑牢ҏ�防��防火墙�。

上半年中国造船业实现快速高质量发展

�海航运交易船：据ભ�ҏ�ϗ���ਪ�����据显示，今年��年，

���ҏ�单�、完ϗ�等�ಓؤ�继续保持��第��好�绩，�ႏ�ҏ砀

ྜ���。

这是ભ�ҏ�今年��年呈ႏ给�家���绩单晦�季度，承� 1�艘

1�000 箱集装箱ҏ订单；二季度，再承� 22 艘超�ಌ集装箱ҏ订单。据ભ�

ҏ�ϗ���ਪ�����计�据显示，今年��年，����ҏ���达�

�4�� 万�ટ吨，ᗁā�ۤ 222�。其ભ，���承�ҏ�订单�占�����

51�，月均�单�达� ��� 万�ટ吨，是ᗁ期�ҏ完ϗ�� 1�8 倍。

不仅订单�持续�ަ，砀端ҏಌ�幅明显�ನ�前ભ��ҏ���ભ��

�亮点。今年��年，�����海ॆ综ୁ科��习ҏ�ભ山�学�号、��

ನ阿尔及ॆ亚建��豪华客滚ҏ等��批砀端砀附ަ值ҏಌ都�ႏ了按꼸、吠

�、优ྜ�完ϗ�付。

�前，从环渤海、ۤ江�再�珠江�，���ٝ形�三��ҏ基地。�ҏ

订单��ۤ给ҏ厂ဈ�带来�片繁忙，在�海ۤ兴ӻ，1� �码头排满了�在

建���ҏ，尽��度不ᗁ，但�井然有序。

建�效率�ҏ砀ަ�了ҏ���付节奏，���据显示，今年��年，�

��ҏ完ϗ� 20�2 万�ટ吨，ᗁā�ۤ 1��，市场채继续保持��领�。

（�稿�晦福州局 叶青云）

简评晦在��贸易채复苏和对低�环保ಌҏ�需求不断�ަ�推�‵，�

ҏ�呈ႏ��片繁荣景象，ભ��ҏ�得���步���，走在����前端。

其�，在 20�纪 80 年代前，ભ��ҏ�远远落后于�外，给���海ॆ吠�

��极��威胁。因此�ၮㄠ放后��ㄠ始��扶持�ҏ�，ભ��ҏ��入

了ަҏ��賌〭。如今��在�ҏ完ϗ�、�ҏ订单�与手持订单�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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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走�了���ҏ市场�顶峰。在看��ҏ�繁荣���ᗁ

꼸也不�掉以轻�，��在ҏں��晦砀�、ں�技术、特ںҏ�等�面与�

日韩等�家还有很�差距，还需䃨不断努�，䃨突破�外垄断还有很ۤ�段路

䃨走。在如今��外�ҏ�����格局‵，如何凭借ਿ策优势、资金优势在

技术研�层面不断��，ҏ砀竞争�是ભ��ҏ�未来需䃨积极面对�问题。

多部门协同加快港口岸电设施建设

�电圈：ҏ�靠䁪使Վަ௦是减少ҏ�靠䁪期间�气污ပ物和二氧〮�排

放�有效措�，也是促��፟��减污降�、绿色转ಌ���ટ䃨抓手。今年

��两�期间，��፟�砀收�ભ�ఆ�ᗁ盟ભ央委�ҏ����于ަ�䁪

�ަ௦��建�和使Վ，减少�排放�ҏ��。该ҏ�深入分析了当前ަ௦推

广ϗ作ભ存在�问题，ҏ�了针对性�ਿ策建㠸，具有很ؤ���意义。

近年来，��፟�砀不断晦�相��律�ᦙ，推�在�ભ华�ఆ䁪和�

ۤ江保护��ભ明确ۤ江ٝ�带䁪�ҏ�ަ௦建�和使Վ䃨求，��了�䁪

�和ҏ�ަ௦��办��砀�ᦙ�，积极ਪ调�家���ၮ委将ۤ江ٝ�带

፟�ҏ�受௦����纳入��四五�ભ央�算�投资补�ㄱ围。

��፟�砀持续ަ��砀�ਪᗁ推��度，降低ަ௦建�和使Վ��。

201� 年，��፟�砀�ᗁ�家���ၮ委等印���于䁪ᗁ推�ҏ�靠䁪使

Վަ௦ϗ作��ᆴ�，��了ަ௦௦价㸵��ϗ�௦价并免容�（需�）௦

费�ਿ策。截至2020 年年底，���超채完��䁪�ަ௦�局���ભҏ�

�建�任务。2021年�月，��፟�砀�ᗁ�家���ၮ委、�源局等印�了

��于��步推�ۤ江ٝ�带ҏ�靠䁪使Վަ௦��ᆴ�，推�ۤ江ٝ�带

ҏ�ަ�受௦����，并ߑ�降低ҏ�使Վަ௦综ୁ��。

�海、浙江、江苏等地建立了ަ௦�砀�ਪᗁ推�机�，对使Վަ௦�ҏ

�采取优���、优��闸、优�靠泊、优�装卸等措�。ۤ江�务��局修

订��了�三峡��诚信��办��，对使Վަ௦�ҏ�给予优��闸ਿ策。

（�稿�晦福州局 叶青云）

简评晦在ਿ策ོ持和�砀�ਪᗁ推�‵，近几年���ަ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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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ҏ，ަ௦�备覆盖率和使Վ率不断ҏ砀。但�前来看，还存在码头ަ௦��

建���不均衡、建���砀、使Վ不ٝ�、ҏ���和使Վަ௦�积极性不

砀等问题，很�程度��约了ަ௦�推广使Վ。推�ަ௦�备���步覆盖使

Վ，��面䃨继续�ટਿ策激励和ߑ�，ҏ砀ҏ�靠䁪使Վަ௦�积极性和�

�性。另��面也䃨适꼸采取相���措�和惩罚机�，�〮对ҏ�受௦��

��和ަ௦使Վ��㘱��。

我国首份无人船试航报告提案获 IMO 通过

海事服务网 CNSS：近日，��海事组织（�㜠㤷）官�网站����广东海

事局研究完����ҏํ�䁪�ҏ�（Report on 㜠ASS trials）——这是�

��ೋ得 �㜠㤷 采纳���ҏํ�䁪�ҏ�。

广东海事局联ୁભ�ҏ级社和云洲智�组织了��面自�ҏ�ํ�暂��

则�在ભ��验证砀ํ。ಓ�组基于云洲智�与武汉�ϗ�学�计����筋

斗云 0号�自��物፟�ҏ�ํ��践，在ભ华�ఆ䁪和���፟�砀海事局

。完�了自�ҏ�ํ�䁪�，并ҏ���海事组织，‵�ؤ�

��ҏ领域是���ႏ�፟领域�度建��弯道超车��ટ䃨突破�，该

ҏ�ೋ得 �㜠㤷 采纳，�志着��在参与����ҏ立��面迈�了坚���

步。

ҏ�以广东海事局�持ㄠ���筋斗云 0 号���ҏํ��践ನ基础，�

面涵盖远程控�、自�循迹、自�避碰等智���技术䃨素，从ํ�晦䁪评估、

基础��、ํ��配备及资ྜ、�信和�据�换、���识、信息䁪享、吠

�责任等���面ҏ�建�性�建㠸，ನ�自�ҏ�ํ�暂��则��完善和

修订ҏ�了有���证，ᗁ꼸也ನ自�ҏ��‰��吠����度�建立ۦ‵

坚��基础，ನ推�自�ҏ���〮፟营做�了有益探索。（�稿�晦厦�局

任素仪）

简评晦随着�ϗ智�技术���，��领域也在往自�〮、智�〮�向不

断前�，继��机、��驾驶汽车后，��ҏ也ㄠ始�ನ������点。作

ನ未来海ॆ፟���变ၮں��，��各�对于��ҏ��局也�分ટ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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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ҏ��顺ॆ��，意味着�ભ����又�次得�了��认ᗁ，ᗁ꼸也�志

着��在��ҏ领域有了����耀权和影响�。

海岛旅游已成为我国海洋经济产业中的核心支柱

��海洋：在ဈ活节奏日益ަ��ႏ代社�，海ӻ是城市居ఆ休闲度假、

放松��、短暂逃离钢筋�泥束缚�好去㠲。�据显示，��海ӻ�市场ᦙ

模�超 1000 亿元�ఆ币；ᗁ꼸，海ӻ���ನ��海ॆٝ���ભں��

ོ�。

��海ӻ��众�，自然资源砀���海ӻ�计调查公䁪显示，��䁪

有海ӻ1�1万余�。然而与此不��ā�是，名头响亮��名�海ӻ�并不

�，海ӻ�还有很��挖掘潜�和市场空间。对于���ဈ活在�地�

�客来ҏ，�天�海�海ӻ晦࠼和�闲舒适�海ӻဈ活是��够ۤೋ࠼�

�ᵀ�所在，也是海ӻ�ㄠ��天然优势。但如何ॆՎ好这ں优势，�验

着ㄠ�者�智慧。

���地需䃨形�自䁱�差賌〮竞争优势，简单ҏ就是䃨有��家卖

点�。以平଼ನ૱，�����距离�湾�近�地�����൛�等�卖

点�对༘��来ҏ都有极ߑ���，只䃨充分挖掘，适度包装，不ᄚ�有

客。因此，找�自䁱��位和�卖点�，走差賌〮、特色〮���道路是其

他海ӻ在��海ӻ�꼸需䃨借��。

随着居ఆဈ活�平�ҏ砀和消费结构�升级，�需求也变得更ަ�元

和丰富，客不再满足于简单��ਁ拍ᆠ，而是期待有更�深度��体

验。海ӻ�也需䃨与꼸ྙ�，��ㄠ拓更�海�文��场景，在丰富海ӻ

��〭�面做好文�。特别是在文�融ୁ��势‵，可以�据自���，

��细分�群，ۦ�休闲度假、海�፟�、特色է�、休闲晦�、医疗䁪养

等�〭，使各年ರ段客都�在海ӻ�꼸找�适ୁ自䁱�ಓ�。（�稿�:

厦�局 �댳�）

简评晦伴随着海ӻ��盛�，海ӻ�ㄠ���百花齐放，群众对于海

�休闲活��需求也愈��烈，催ဈ了各〭��ں��，其ભ海�休闲ҏ��



16

�作ನ�兴���在蓬勃��，各类�艇、帆ҏ、垂钓ҏ�等休闲娱乐ҏ��

�涌入市场，给��吠���ϗ作带来了很��挑战。�前，在�家层面对于

休闲ҏ����还缺少完善��律ᦙ�，��各地对于此类ҏ����也参差

不齐，ႏ有���体�和�度难以适当前形势需䃨。因此，当前对休闲ҏ�

�ਿ策研究和��也必须ަ�脚步，以科学ᦙㄱ���机�ನ海�休闲ҏ��

�〭ҏ�晦䁪���环境，以砀��砀䃨求保障�ఆ群众�ဈ命财�吠�，切

�维护����吠�形势持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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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ᦙҏX骠
1、8月 5日，��፟�砀海事局�����ҏ���䁪䁪���办��

（以‵简称�办��），自 2021 年 � 月 1日起��。

2、8月 � 日，��፟�砀海事局����于ҏ�吠���体ں����

�办�公��（ભ华�ఆ䁪和�海事局公� 2021 年第 4 号），决�自 2021

年 10 月 1日起ҏ�吠���体ں�������办。

�、8 月 1� 日，��፟�砀海事局��ٝ修订����液〮天然气ަ�

作�吠��㘱��办��，自 2021 年 � 月 18 日起��。

4、8 月 1� 日，�务����键信息基础��吠�保护条૱�，该条

૱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务第 1�� 次‰务�㠸��，自 2021 年 � 月 1 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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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骠

交通运输部 �业�й部“�ᦙ䁴й2021”�项行动��启动

中国䁳运报：8 月 1日，��፟�砀、���砀在浙江舟山联ୁ举办��

晦䁪 2021��ಓ����仪�，砀署ㄠ�ನ期 4 �月�联ୁ宣�教育和㸵

��ಓ��，��防控��፟�和晦�ҏ�吠�晦䁪，遏��晦ҏ碰撞ટ�事

故�ဈ，保障�ఆ群众ဈ命财�吠�。

��晦䁪 2021��ಓ��是��፟�砀、���砀坚持�ఆ至�、

ဈ命至��念，�筹��和吠��具体举措，是遏�ટ��晦ҏ碰撞事故�ટ

䃨抓手。两砀委将以��〮砀�ୁ作、�晦䁪�䁪、遏�ટ�事故、构建

ۤ效机��ನ�向，��突�问题和�键领域ㄠ�联ୁ�ಓ��，狠抓�晦

ҏ吠���责任落�，形�㸵���ϗ作ୁ�，��步探索建立�晦䁪ۤ

效机�。

�ಓ��自 8 月 1 日ㄠ始至 11 月 �0 日结束，��፟�砀海事局、���

砀晦�晦ਿ��局�立了�ಓ��联ୁؤ挥砀，ؤ�各级海事��机构和晦

�晦ਿ砀���联ୁ宣�教育和㸵���，普及����吠�和晦�吠�ဈ�

ᆴ识，���晦ҏҏ�意识、吠�ဈ�责任意识、晦䁪防ㄱ意识和自救互

救��，严厉ۦ击�晦ҏ海���违�违ᦙ�ನ，促��晦ҏҏ�、ҏ�ྜ

吠�。

��፟�砀各直属海事��机构和沿海各�晦�晦ਿ砀�将ટ点ㄠ��

晦ҏ防碰撞�题培训、晦�ҏ�覆盖�警示警醒教育、�晦ҏҏ �ۤ面对面�

活�，�面推广Վ�ભ�沿海��ҏ�防ㄱ�晦ҏ碰撞吠ߑؤ��。ᗁ꼸，

���晦ҏ吠�ㄠ�联ୁ㸵���，在ટ点�域ަ�联ୁ巡�检查，严厉查㠲

碍�养殖（捕捞）、不�确显示号灯号ಌ、�证不符、配不足、���信�

备不足等违��ನ，并将�〮海�吠�信息ၽ�、推��路与晦��限划�等

ϗ作。（�稿�晦宁德局 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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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ϗ建耀骠

疫情����海事��展船舶
全监��法�建�

�、��前做好基础�备ϗ作。海事㠲领�ҏ前了解�䁪ҏ�有�信

息，�ಌ吠排ႏ场��。检查�在��海事㠲领�‵达�任务之后，䃨�

掌握��ҏ�是否14天�ٝ停ભ砀晦䁪地�，如属于该类ҏ�，按ᆠ非必䃨

不���则。如确需��检查，做好��防护ϗ作（如果ㄠ�外�检查，

事�联�海�砀�，确保防�吠�后�可��）。如ҏ�属于14天�均㠲

于低晦䁪地��，也䃨了解ҏ换班是否存在来自ભ砀晦䁪地��并采取

相措�。�达ҏ�后，检查�事�ㄠ�㸵��仪，�问确认ҏ��

��热等࠼�后�可��。

二、��后�确㠲�好威严和尊ટ���。在��后与ҏ��保持

ୁ适距离，并向其做好防�ҏ明。ㄠ始检查前向ҏۤ或ҏ东代表�示证�，

并䃨求ҏ�配ୁ�ଅ好��，做好防�措�，解�检查��由。ᗁ꼸遵

守ҏ�所有�防�和保吠䃨求等，在ҏ陪ᗁ‵巡视�ҏ。

三、�确㠲�争论。自 2020年以来，��各�由于࠼�防控ϗ作�需䃨，

༘�䁪���了限�措�，�致ҏ�‰换班、�ަ活�等受�不ᗁ程度影响，

这对在ҏҏ��晦䁪�ဈ负面影响，�于ϗ作需䃨，检查�在与ҏ沟�

�流꼸平静和有耐�地㠲�就在检查ભ��ႏ而�ဈ�争论。

四、钻研技术，ҏ砀�务�平。�ನ�名称��ҏ�吠�检查䃨养�良

好�学习习惯，需䃨不断地学习，及꼸更�ᆴ识，�意�结和积累检查ٝ验。

海事㠲检查�间不�期ㄠ��务讨论，互相促�ҏ砀。�级单位也䃨ನҏ

�吠�检查�期更���ᆴ识ҏ�条�。（�稿�晦泉州局 郑金维）

（本刊内容仅供参考，欢迎提供参考资料）

分送晦局领�，局属各单位，机�各砀�

编辑晦谢家振 晦林智贤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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