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污染清除能力等级和服务区域报告

大连海事局：

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7 月，是一家以海上

污染物处置、船舶污染物接收、船舶清仓作业等业务为主的服务

公司，拥有专业的应急船舶、完善的应急配套设备器材以及专业

的持证操作人员、健全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建立了船舶污

染事故应急响应预案、污染清除作业方案及污染物处置方案，并

于2012年 1月19日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颁发的一级船

舶污染清除作业资质，服务区域为大连港及其近海水域。

多年来公司秉承着“养战结合”的方针，始终保持着船

舶污染清除作业一级资质的能力，积极参与大连海域发生的

船舶污染应急抢险活动，为大连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随着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国家相继出台了各种法

律法规，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从而使我司更有信心加大

投入，全方位做好船舶污染清除作业等海上环境保护工作，

在海事局的正确指导下，继续为大连的“碧海蓝天”履行我

们应尽的职责，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



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应急能力统计表

项 目 功 能 要 求 标准 数量 型号 保养状态 设备、船舶具体位置（水域）

围油栏

开阔水域（m）
总高≥

1500mm
≥2000

1200

米
HPFC150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800

米
WGV150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非开阔

水域（m）
总高≥900mm ≥3000

1400

米
HPFC90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400 米 HPFC900 良好 东方重工应急库

1200

米
HPFC900 良好 旅顺应急库

岸线防护（m） 总高≥600mm ≥4000

1300

米
HPFC60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100 米 HPFC60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项 目 功 能 要 求 标准 数量 型号 保养状态 设备、船舶具体位置（水域）

950 米 HPFC600 良好 旅顺应急库

600 米 HPF-60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200 米 HPF-600 良好 旅顺应急库

2000

米
WQT75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1300

米
WQT75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防火（m） 总高≥900mm ≥400
400

米
WGJ-900H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收油机 回收能力

（m3/h）
高粘度 300 ≥300

150 HSL-75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150 HSL-75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50 HAF5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项 目 功 能 要 求 标准 数量 型号 保养状态 设备、船舶具体位置（水域）

100 DXS-10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100 DXS-10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15 ZS-15 良好 东方重工应急库

50 HAF50 良好 旅顺应急库

中、低粘度

100
≥100

10 SSJ-10 良好 旅顺应急库

50 YSJ-5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20 KOMARA2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50 CSJ5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喷洒装置

船上固定式（台） ≥4 4 PSB15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便捷式（台） ≥8

6 PSC4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1 PSC40 良好 东方重工应急库

1 PSC4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项 目 功 能 要 求 标准 数量 型号 保养状态 设备、船舶具体位置（水域）

2 PSC40 良好 旅顺应急库

清洁装置

热水（台） ≥4

3 CARY15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1 CARY150 良好 旅顺应急库

冷水（台） ≥2

2 CAYL15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1 Maha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吸油材料

吸油拖栏（m） ≥4000

4000 XTL-Y22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100 XTL-Y22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320 XTL-Y220 良好 旅顺应急库

300 XTL-Y220 良好 大窑湾应急库

110 XTL-Y220 良好 舜丰拖 2

吸油毡（t）

≥12

10 PP-2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2 PP-2 良好 大窑湾应急库房

1 PP-2 良好 东方重工应急库



项 目 功 能 要 求 标准 数量 型号 保养状态 设备、船舶具体位置（水域）

2 PP-2 良好 旅顺应急库

1 PP-2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溢油

分散剂
常规型（t） ≥20

1 微普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1 微普 良好 大窑湾应急库房

3 微普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2 微普 良好 旅顺应急库

0.2 微普 良好 舜丰拖 1

0.32 微普 良好 舜丰拖 2

1 海洋 良好 旅顺应急库

协议

40
海洋 良好 温州海洋库房

卸载装置 总卸载能力（t/h）
80 HPM8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80 HPM8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项 目 功 能 要 求 标准 数量 型号 保养状态 设备、船舶具体位置（水域）

≥300
80 HPM8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80 HPM8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100 XZB100-1 良好 旅顺应急库

20 KCB-200 良好 旅顺应急库

20 KCB-200 良好 旅顺应急库

210 DOP250/20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临时储存

装置
临时储存能力（m3）

966 舜丰 777 良好 大连港内油轮锚地

540 舜丰油 1 良好 大连港内油轮锚地

400 舜丰 799 良好 大连港内油轮锚地

160 临时储油罐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10 临时储油罐 良好 旅顺应急库

10 临时储油罐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10 临时储油罐 良好 东方重工



项 目 功 能 要 求 标准 数量 型号 保养状态 设备、船舶具体位置（水域）

污染物

处置

液态污染物处置能力（t/d） ≥100 205
大连中远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处置协议

固态污染物处置能力（t/d） ≥10 130
大连中远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处置协议

船 舶

溢油应急处置船（艘） ≥2

1 舜丰 777 良好 大连港内油轮锚地

1 舜丰油 1 良好 大连港内油轮锚地

辅助船舶（艘） ≥8

1 舜丰 799 良好 大连港内油轮锚地

1 舜丰拖 1 良好 大港 52 区

1 舜丰拖 1 良好 大港 52 区

1 舜丰 007 良好 大港 52 区

1 舜丰海鳐 良好 大港 52 区

1 舜风环保 6 良好 大连新港工作船码头

1 顺洋 005 良好 大港 52 区



项 目 功 能 要 求 标准 数量 型号 保养状态 设备、船舶具体位置（水域）

1 洋顺 05 良好 大石化工作船码头

作业人员

高级指挥（人） ≥3 3

现场指挥（人） ≥8 10

应急操作（人） ≥40 42

综合保障

应急反应时间（h） ≤4

依据大连海岸的特点，在和尚岛、东方重工、大窑湾、旅顺新港及长

兴岛港建立三个溢油应急库房，除公司自有船舶外，同各个港口的船

舶签订了溢油应急联防协议，完全能够在 4个小时内保障应急船舶、

物资及人员抵达事故现场开展救援。

通讯保障

公司设置应急值班室，配备应急专用电话及传真（国内及国际），全天候 24 小时专

业人员值班。配备总台 1部，车载台 1 部、高频防爆对讲机 12 部，应急人员手机

24 小时开机。 应急值班电话：18804286688

后勤保障

公司提供 4个溢油应急库房，面积 2000 多平方米，覆盖大连海域；危险品运输车

辆以及充足的应急设备备件和安全防护用品；并且与金海酒店签订长期协议；与大

连铁路医院签署医疗应急保障协议，确保应急行动的顺利进行。

清除作业方案 专家评审并海事备案 污染物处理方案 专家评审并海事备案



项 目 功 能 要 求 标准 数量 型号 保养状态 设备、船舶具体位置（水域）

应急预案符合情况 专家评审并海事备案

公司情况

名称 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

资质 船舶污染清除作业一级资质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 31-3-2

办公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137 号仲夏村 5号楼

应急值班电话 18804286688

联系人 王春生

电话 13604258857

邮箱 Shunfeng188@sin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