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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

定〉的决定》已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经交通运输部第 15 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

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交通运输部部长 李小鹏  

2018 年 9 月 27 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

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

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84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并报海事管理机构批准” 修改为“并报海事管理

机构备案”。  

  二、将第三十二条中的“违反本规定，船舶未制定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

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预案，或者应急预案未报海事管理机构批准的，由海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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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修改为“违反本规定，船舶未制定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

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预案的，由海事管理机构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应急预

案未报海事管理机构备案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根据本

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 

（2011 年 1 月 27 日交通运输部公布 根据 2013 年 12 月 24 日交通运输部《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的决

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4 年 9 月 5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2015

年 5 月 12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

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 2016 年 12 月 13 日交通运输

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

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 2018 年 9 月 27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控制、减轻、消除船舶污染事

故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有关国际条约，

制定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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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

洋环境的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适用本规定。  

  船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外发生污染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中华人

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污染的，其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也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应急处置”是指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时，为控制、

减轻、消除船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采取的响应行动；“应急防备”是指为应

急处置的有效开展而预先采取的相关准备工作。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

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工作。  

  国家海事管理机构负责统一实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

防备和应急处置工作。  

  沿海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照各自职责负责具体实施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

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工作。  

  第四条 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应

当遵循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级负责、属地管理、责任共担的原则。 

第二章 应急能力建设和应急预案  

第五条 国家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能力建设规划，

应当根据全国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需要，由国务院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实施。  

  沿海省级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能力建设规划，应当

根据国家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能力建设规划和本地实

际情况，由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并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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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市级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能力建设规划，应当

根据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能力建

设规划和本地实际情况，由沿海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并公布实施。  

  编制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能力建设规划，应当对污

染风险和应急防备需求进行评估，合理规划应急力量建设布局。  

  沿海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积极协助、配合相关地方人民政府完成应急能力

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沿海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相应的防

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能力建设规划，建立健全船舶污染事

故应急防备和应急反应机制，建立专业应急队伍，建设船舶污染应急专用设施、

设备和器材储备库。  

  第七条 沿海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根据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

海洋环境的需要，会同海洋主管部门建立健全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

境的监测、监视机制，加强对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监测、监视。  

  港口、码头、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修造的单位应当配备与其装卸货物种类和

吞吐能力或者修造船舶能力相适应的污染监视设施和污染物接收设施，并使其处

于良好状态。  

  第八条 港口、码头、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修造、打捞、拆解等作业活动的

单位应当按照交通运输部的要求制定有关安全营运和防治污染的管理制度，按照

国家有关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规范和标准，配备必须的防

治污染设备和器材，确保防治污染设备和器材符合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

染海洋环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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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港口、码头、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修造、打捞、拆解等作业活动的

单位应当编写报告，评价其具备的船舶污染防治能力是否与其装卸货物种类、吞

吐能力或者船舶修造、打捞、拆解活动所必需的污染监视监测能力、船舶污染物

接收处理能力以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能力相适应。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港口、码头、装卸站的验收工作时应当对评价报

告进行审查，确认其具备与其所从事的作业相应的船舶污染防治能力。  

  第十条 交通运输部应当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制定国家防

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专项应急预案。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

污染海洋环境的专项应急预案，制定省级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

境应急预案。  

  沿海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所在地省级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

污染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制定市级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

急预案。  

  交通运输部、沿海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防治船舶及其

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预案的演练。  

  第十一条 中国籍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应当按照国家海事管理机构

制定的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制定或者修订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

境的应急预案，并报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港口、码头、装卸站的经营人以及有关作业单位应当制定防治船舶及其有关

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并报海事管理机构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船舶以及有关作业单位应当按照制定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根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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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情况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按照实际需要和情势变化，适时修订应急预案，并

对应急预案的演练情况、评估结果和修订情况如实记录。  

  第十二条 中国籍船舶防治污染设施、设备和器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并按照国家有关要求通过型式和使用性能检验。 

第三章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 

第十三条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是指具备相应污染清除能力，为船舶提供污染

事故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服务的单位。    

  根据服务区域和污染清除能力的不同，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能力等级由高到

低分为四级，其中：  

  （一）一级单位能够在我国管辖海域为船舶提供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

害性货物泄漏污染事故应急服务；  

  （二）二级单位能够在距岸 20 海里以内的我国管辖海域为船舶提供溢油和

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漏污染事故应急服务；  

  （三）三级单位能够在港区水域为船舶提供溢油应急服务；  

  （四）四级单位能够在港区水域内的一个作业区、独立码头附近水域为船舶

提供溢油应急服务。  

  第十四条 从事船舶污染清除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并接受海事管理机

构的监督检查：  

  （一）应急清污能力符合《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要求》（见附件）

的规定；  

  （二）制定的污染清除作业方案符合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

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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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污染物处理方案符合国家有关防治污染规定。  

  第十五条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将下列情况向社会公布，并报送服务区域

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  

  （一）本单位的污染清除能力符合《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要求》

相应能力等级和服务区域的报告；  

  （二）污染清除作业方案；  

  （三）污染物处理方案；  

  （四）船舶污染清除设施、设备、器材和应急人员情况；  

  （五）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以及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

工作情况。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污染清除能力和服务区域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将变更

情况向社会公布，并报送服务区域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 

第四章 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签订 

第十六条 载运散装油类货物的船舶，其经营人应当在船舶进港前或者港外

装卸、过驳作业前，按照以下要求与相应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

协议：  

  （一）600 总吨以下仅在港区水域航行或作业的船舶，应当与四级以上等级

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二）600 总吨以上 2000 总吨以下仅在港区水域航行或作业的船舶，应当与

三级以上等级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三）2000 总吨以上仅在港区水域航行或作业的船舶以及所有进出港口和从

事过驳作业的船舶应当与二级以上等级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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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第十七条 载运油类之外的其他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其经营人

应当在船舶进港前或者港外装卸、过驳作业前，按照以下要求与相应的船舶污染

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一）进出港口的船舶以及在距岸 20 海里之内的我国管辖水域从事过驳作

业的船舶应当与二级以上等级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二）在距岸 20 海里以外的我国管辖水域从事过驳作业的载运其他散装液

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应当与一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第十八条 1 万总吨以上的载运非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其经营

人应当在船舶进港前或者港外装卸、过驳作业前，按照以下要求与相应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一）进出港口的 2 万总吨以下的船舶应当与四级以上等级的船舶污染清除

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二）进出港口的 2 万总吨以上 3 万总吨以下的船舶应当与三级以上等级的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三）进出港口的 3 万总吨以上的船舶以及在我国管辖水域从事过驳作业的

船舶应当与二级以上等级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第十九条 与一级、二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污染清除协议的船舶划分标

准由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确定。  

  第二十条 国家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制定并公布船舶污染清除协议样本，明确

协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船舶和污染清除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协议样本签订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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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清除协议。  

  第二十一条 船舶应当将所签订的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留船备查，并在办理船

舶进出港口手续或者作业申请时向海事管理机构出示。  

  船舶发现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存在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或者未履行船舶污染清

除协议的，应当向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所在地的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第五章 应急处置 

第二十二条 船舶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及有关

作业单位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就近向海事管理机

构报告，通知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并根据应急预案采取

污染控制和清除措施。  

  船舶在终止清污行动前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经海事管理机构同意后方

可停止应急处置措施。  

  第二十三条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接到船舶污染事故通知后，应当根据船舶污

染清除协议及时开展污染控制和清除作业，并及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污染控制

和清除工作的进展情况。  

  第二十四条 接到船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报告后，海事管理

机构应当立即核实有关情况，并加强监测、监视。  

  发生船舶污染事故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立即组织对船舶污染事故的等级进

行评估，并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进行报告和通报。  

  第二十五条 发生船舶污染事故后，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

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规定，成立事故应急指挥机构。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应当

根据船舶污染事故的等级和特点，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有关部门、单位应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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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组织和指挥下，按照应急预案的分工，开展相应的应急

处置工作。  

  第二十六条 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或者船舶沉没，可能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辖海域污染的，有关沿海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事管理机构根据应急

处置的需要，可以征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船舶、防治污染设施、设备、器材以及

其他物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有关单位和个人所提供的船舶和防治污染设施、设备、器材应当处于良好可

用状态，有关物资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  

  被征用的船舶和防治污染设施、设备、器材以及其他物资使用完毕或者应急

处置工作结束，应当及时返还。船舶和防治污染设施、设备、器材以及其他物资

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第二十七条 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海事管理机构可以组织并采取海上交通管

制、清除、打捞、拖航、引航、护航、过驳、水下抽油、爆破等必要措施。采取

上述措施的相关费用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有关作业单位承担。  

  需要承担前款规定费用的船舶，应当在开航前缴清有关费用或者提供相应的

财务担保。  

  本条规定的财务担保应当由境内银行或者境内保险机构出具。  

  第二十八条 船舶发生事故有沉没危险时，船员离船前，应当按照规定采取

防止溢油措施，尽可能关闭所有货舱（柜）、油舱（柜）管系的阀门，堵塞货舱

（柜）、油舱（柜）通气孔。  

  船舶沉没的，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及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

舶燃油、污染危害性货物以及其他污染物的性质、数量、种类及装载位置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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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或者委托有能力的单位采取污染监视和控制措施，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抽出、

打捞等措施。  

  第二十九条 船舶应当在污染事故清除作业结束后，对污染清除行动进行评

估，并将评估报告报送当地直属海事管理机构，评估报告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概况和应急处置情况；  

  （二）设施、设备、器材以及人员的使用情况；  

  （三）回收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处置情况；  

  （四）污染损害情况；  

  （五）船舶污染应急预案存在的问题和修改情况。  

  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应当在污染事故清除作业结束后，组织对污染清除作业的

总体效果和污染损害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和实际需要修订相应的应急

预案。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防治船舶污染应急防备和处置的监

督检查制度，对船舶以及有关作业单位的防治船舶污染能力以及污染清除作业实

施监督检查，并对监督检查情况予以记录。  

  海事管理机构实施监督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不得

拒绝、妨碍或者阻挠。  

  第三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发现船舶及其有关作业单位和个人存在违反本

规定行为的，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海事管理机构可以责令停止作业、强

制卸载，禁止船舶进出港口、靠泊、过境停留，或者责令停航、改航、离境、驶

向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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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船舶未制定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

环境应急预案的，由海事管理机构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应急预案未报海事管理

机构备案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港口、码头、装卸站的经营人未制

定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预案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予以警

告，或者责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船舶和有关作业单位未配备防污设施、设备、器

材的，或者配备的防污设施、设备、器材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的，由海事

管理机构予以警告，或者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处 1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载运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和 1 万总吨以上的其他船舶，其

经营人未按照规定签订污染清除作业协议的；  

  （二）污染清除作业单位不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从事污染清除作业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处 2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船舶沉没后，其所有人、经营人未及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舶燃油、

污染危害性货物以及其他污染物的性质、数量、种类及装载位置等情况的；  

  （二）船舶沉没后，其所有人、经营人未及时采取措施清除船舶燃油、污染

危害性货物以及其他污染物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发生船舶污染事故，船舶、有关作业单位迟报、

漏报事故的，对船舶、有关作业单位，由海事管理机构处 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海事管理机构处 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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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船员的，

给予暂扣适任证书或者其他有关证件 3 个月至 6 个月的处罚。瞒报、谎报事故的，

对船舶、有关作业单位，由海事管理机构处 2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海事管理机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船员的，并处给予

吊销适任证书或者其他有关证件的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发生船舶污染事故，船舶、有关作业单位未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的，对船舶、有关作业单位，由海事管理机构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海事管理机构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船

员的，并处给予暂扣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 1 个月至 3 个月的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以内”包括本数，“以下”“以外”不包括本数。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