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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根据大连舜丰船务的船舶污染应急预案，为了及时、有效地控

制和清除船舶溢油，将损失和危害减少到 低程度，特制定本方案。

2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与本公司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船舶在大连港

码头、泊位、内锚地，外锚地、沿岸发生的船舶污染事故（含险情）

的防备和应急处置。

本方案同时也适用于根据当地海事局或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

机构的要求，参与的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行动。

本方案作为本公司开展船舶污染应急行动的指导性文件，本方案

的制定不影响本公司根据事故应急的实际需要，制定具体的污染清除

方案。

3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

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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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

《1992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1990 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

《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

《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辽宁省船舶污染海域应急预案》

《大连海区水域污染应急计划》

《大连市海上污染应急处置预案》

本方案的制定特别注意到了与当地政府的船舶污染应急预案、

本公司的应急预案的衔接。

4、本单位基本情况和服务区域的特点

4.1 本单位基本情况

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成立2008年7月，是以回收船舶污油水，船

舶污油水回收技术发，技术咨询等项目的企业，大连海事局签发《船

舶污油水，残油，回收单位资质证书》。主要从事海上船舶残油，污

油水回收，船舶油舱清洗，大型油轮清舱和港内油罐清除工作。

为了响应交通部4号令，我司积极配合，积极按照4号令的要求对

我司完全按照船舶污染清除沿海一级资质的要求进行配备，积极参与

社会的应急抢险清污行动，为大连海域的洁净和美丽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4.2 服务区域的特点

4.2.1 自然条件



4.2.1.1 区域范围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位于黄渤海交汇之地。是东北经济的龙

头，又南与山东半岛，西与京津唐两大经济区相毗邻东，同时东面又

与朝鲜、韩国、日本隔海相邻，处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

大连地理坐标为 121°39′17″E,38°5′44″N。s 位居西北太平

洋的中枢，是正在兴起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是该区域进入太平洋，

面向世界的海上门户。（地理位置见附图 1）

大连海岸线长 1906 公里。其中，大陆岸线 1288 公里，岛屿岸线

618 公里。海洋区划总面积为 29000 平方公里。大连管辖的海域、岸

线等是本次工程可行性研究的主要区域。

4.2.1.2 水文

潮汐：

大连地区的潮汐属半日潮混合型。历年 高潮位 4.6 米， 低潮位

0.66 米，平均潮位 2.14 米，平均海面 1.63 米。

潮流：

大连地区海流基本属于潮汐引起的往复流，大连湾和大窑湾的湾口流

速分别为 0.64～0.32 米/秒和 0.57～0.29 米/秒。

潮差：

大潮差 2.9 米, 小潮差 2.3 米。港口临天然港湾，自然条件好，

无大河流注入，水域不冻不淤、避风、潮差小， 大潮差 2.9 米，

小潮差 2.3 米

水深：



大连湾内大部分水深都在 10－33 米，万吨级轮出入港自如，新港水

域 30 万吨的油轮及散矿船可以停靠作业。

波浪：大连沿海受外海波浪影响较大，沿岸以风浪为主，风浪出现频

率较高。全年波向以偏北向为主，出现频率；夏季多偏南向浪，冬季

多偏北向浪。

4.2.1.3 气象

风况：

每年以北及西北风 强，次数 多。每年冬季常风向为北、偏北风，

夏季多南、东南风。

降水：

一航年降水量 659 毫米，7、8、9三个月 多，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2/3。

雾况：

雾季为 3～8月份，能见度小于 1公里的雾日数，大连湾和大窑湾分

别为 31.6 天和 55 天。七月份雾 多，持续时间长。根据近一年内的

情况看，大雾天气越来越厉害，严重影响船舶的航行和船舶相关作业，

加大了船舶的风险。

气温：

年平均气温 10.4℃， 高为 35.3℃， 低为－20.1℃，七月份气温

高，月平均 23.5 度，一月份气温 低，月平均为零下 5.9 度

冰况：

每年冰冻期为一月初至三月初，结冰厚度，大连湾和大窑湾岸边分别

为 5～20 厘米和 25～30 厘米，不影响船舶航行及靠泊。



大连市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内，属季风大陆性气候，四季变化明

显。但大连三面临海的滨海地带又不同于一般的大陆性气候，5~9 月

盛行东南风，湿热多雨，气温日交差小，呈现海洋性气候特点；10~4

月在西北季风的控制下气候干冷，少雨雪，海洋对本区的影响减弱。

4.2.1.4 地质和地震

大连地区山地丘陵多，平原低地少，整个地形为北高南低，北宽

南窄；地势由中央轴部向东南和西北两侧的黄、渤海倾斜，面向黄海

一侧长而缓。长白山系千山山脉余脉纵贯本区，绝大部分为山地及久

经剥蚀而成的低缓丘陵，平原低地仅零星分布在河流入海处及一些山

间谷地；岩溶地形所处可见，喀斯特地貌和海蚀地貌比较发育。

大连三面临海，有岛礁 710 余个，近岸岛屿环绕，山岭岸角之间构成

形态各异特点不同的海湾，多为泥沙、岩礁底质、滩岸居多。由于大

连市政府前些年对海面养殖的控制，大连港海域内航道流畅，无养殖

区，但是有敏感资源，如棒槌岛，海滨浴场等。

根据辽宁省地震局资料，大连地区地震基本烈度为 6度；本区有

史以来曾发生多次地震，但强度都不大。（见附件二）

大连市管辖水域范围大，港点多，分布有一定数量的礁石、浅滩，

自然条件复杂，尤其是新港锚地一带，这增加了大连水域的溢油污染

事故的应急处理难度。

4.2.2 现状分析



4.2.2.1 港口现状

在大连海域主要由大连湾和大窑湾两大湾构成，黑嘴子、甘井

子、大连湾、北良港，新港，和尚岛、大窑湾等港区主要分布在这两

大湾内，这些码头拥有拥有大连所有的集装箱、原油、成品油、粮食、

煤炭、散矿、化工产品、客货滚装等现代化专业泊位。（港口情况见

附件一）

2010 年，大连已拥有生产性泊位 196 个，港口通过能力达

到 2.4 亿吨，集装箱通过能力达到近 800 万标箱，初步形成了大窑湾

集装箱码头、30 万吨原油码头、30 万吨矿石码头、汽车专用码头等

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港口集群，具备了与国际航运中心

相匹配公共基础设施，预计 2020 年吞吐量达到 3.9 亿吨。目前，大

连港石油转运中心的确立以及大连石化工业的快速发展，石油进口和

成品油出口的急剧增加，大连港是中国东北 大的油品及液体化工品

储转分拨基地，拥有全国 大 先进的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可接卸

VLCC 和 ULCC 等超大型油轮，年通过能力 5700 万吨。

另外，新港、大窑湾两个作业港区年货物吞吐量都在 3000 万吨

以上、年靠泊约 4000 艘次，分别可以靠泊 30 万吨级大型油船和 10

万吨级的集装箱船，根据船型大小分析，10 万吨级以上的油船货油

舱单舱容量一般在 1.5-3 万立方米，一旦油舱破损极易导致数千甚至

上万吨石油泄漏。而大型集装箱船、散货船都载有数千吨燃油，单个



燃油舱贮油量达到 1000-2000 吨，一旦发生燃油舱破损事故，很容易

导致上千吨的燃油溢出。

2002 年至 2008 年，大连海域共发生大小溢油污染事故 81

起，其中发生规模以上的船舶溢油污染事故 7 起，共溢油 600 吨。较

为典型的是“千岛油 1”事故，2005 年 7 月 2 日，“千岛油 1”轮

在大连新港航道发生碰撞，导致约 200 吨货油入海，给海洋环境造成

了严重污染。2005 年 4 月 3 日，“阿提哥”轮大连新港险礁水域发

生搁浅事故，当时由于救助及时未造成船体断裂发生特大船舶溢油污

染事故，但仍有约 100 吨原油（据专家估算）泄漏入海。此外，大连

新港海域还发生过多次涉及油船、散化船的海上险情及岸上储罐泄露

入海事故，如 2006 年 7 月 30 万吨级英国籍油轮“伟大联盟”搁浅事

故。及 2010 年 7、16 岸上储罐重大溢油入海事故.

根据大连港的现状，我司结合我们的现状研制出一套适合大连

港的作业方案：

（1）大窑湾港区属封闭港区，在两条防波堤中间各有一个出入

口，其中北口较小，属常用通道，而南口较大，大多船舶从此口出入。

按应急预案要求如果船舶溢油属于小量，则在船舶周围可控范围内布

放围油栏，布放吸油毡，或采取其它合理措施进行清污行动。如果出

现大规模溢油，属于应急预案中不可控的情形，首先报告辽宁海事局

和大连海事局，根据辽局和大连局的要求进行行动，如果在 VTS 实行



交通管制的情况下，可先行对大窑湾的两个通道用围油栏进行封堵，

防止出现溢油外溢，形成大面积污染。然后再进行具体地操作。

（2）新港油品码头属于开放式港口，油轮作业时本身就有海乐

公司布置围油栏。出现预案内小的溢油事故时，可控性强，可随时进

行清除行动。但当出现大量溢油时，可控性就较差，有时根本无法控

制，如果风向为南风，扩散速度会较慢，如果为北风扩散速度会相当

快。并且港区浪涌较大，不利于清除作业。所以新港港区应加大防备

力量，多使用开阔水域围油栏，并且多备防火围油栏。所使用的围油

栏必须达一

4.2.2.2 航道、碍航物及锚地现状

（1）航道现状

大连水域航道较多，主要分为港内航道和港外航道，港内和港外

航道又有诸多航道组成。（航道具体情况见附件三）

大连海域是我国沿海运输船舶流量密集水域之一，2008 年，靠泊

大连港主要码头的船舶 30,000 余艘次、日均 82 艘次，其中进出大连

港的液货船 6164 艘次，日均 16.9 艘次；载重 100000 吨及以上的油

船 2357 艘次，日均 6.45 艘次。大连海域是发生船舶溢油污染事故的

高风险区域。



（2）碍航物

大连水域分布有浅水区、礁石等妨碍正常航行的碍航物。

浅水区：大连湾内大化航道、香炉焦航道等均为人工航道，航道

两侧均有浅水区域，特别是黑咀子附近水深只有3-5 米

礁石：大连附近礁石较多，但都远离主要航道，但对进入其他非

主要港口的船舶影响较大

（3）锚地现状

大连港主要锚地从地理位置上可以分为大连湾内和大连湾外两

片，湾内包括货轮锚地、油轮锚地等，锚地水深较浅，多为小型船舶

抛锚。湾外锚地水深较深，多为超大型船舶抛锚的锚地。（具体信息

见附件四）

综合来看，大连港航道多、锚地分散分布于大连湾的内外、航道

周围存在一定的浅滩等碍航物的特点，给进出大连港的船舶航行安全

带来一定影响。

4.2.2.3 大连海域环境敏感资源情况

1）旅游资源

大连是融山、海、城于一体的我国重要的旅游城市，岸线曲折，

海湾密布，海岸景观优美，其间 以大片的优质沙滩，拥有为数众多

的风景名胜区和度假旅游区，为大连增添了无穷魅力。大连的海洋旅

游资源开发已经形成了以大连湾沿海海滨带为主体，以滨海城市风貌、

旅游景区、度假区为重点，以金石滩、棒槌岛，金沙滩，银沙滩老虎

滩、星海广场、大三山岛，圆岛等为轴心的全方位立体开发模式。溢



油，尤其是较大规模的溢油事故通常发生在较为恶性的自然条件下，

溢油影响这些资源以及溢油上岸的可能性较大。一旦海面上的浮油漂

到海岸或海滩，便会形成一条污染带，这种污染产生的恶劣影响短时

间内难以消除，将严重损害沿岸的旅游环境，降低海滨景区观赏价值，

损害大连的城市形象。因此，大连的海岸带是溢油事故、特别是近海

溢油事故发生后，应该特别注意保护的区域。

2）渔业资源

由于大连市政府的高瞻远瞩，几年前就加大了对航道区域水产养殖的

控制，主航道区域内已无养殖区，航道通畅。但是航道区域内仍然是

各种鱼内自然生长和洄游的天然域。

3）生态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主要集中在旅顺地区，相对于三级资质同样需了解。

溢油对鸟类的危害极大，当鸟类接触到油膜后，羽毛能浸吸油类，导

致羽毛失去防水、保湿能力。另外它们因不能觅食而用嘴整理自己的

羽毛，摄取溢油，损伤内脏， 终鸟类会因饥饿、寒冷、中毒而死亡。

因此湿地和以鸟类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区是溢油应急时应特别加

以保护的区域。同时溢油也会毒害各种水生生物，造成动植物缺氧死

亡。因此各类濒危海洋生物和重要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区也是应该重点

加以保护的区域。大连处于辽东半岛南端，是鸟类迁徙的必经之路，

同时有许多的面临濒危的珍稀鸟类是大连独有的品种。

4）海水取水口

大连盐业及工业需要大量的清洁海水进行工业利用，因此在海水



取水口是我们重点保护的范围之一，这关系到国民生产的大问题。

在发生溢油污染事故的情况下，可能受到威胁的敏感区域和敏感

资源有时难以同时得到保护，必须根据政治需要、城市的形象、经济

和环境利益等方面的因素对各敏感区和敏感资源进行划分。根据《辽

宁省海洋功能区划》和《大连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划分，大

连地区主要敏感资源的分布情况、特征属性、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性及其开发利用水平，结合溢油污染事故对不同敏感资源的影响

程度，初步确定该区域内保护的优先次序是：特别保护区、优先保护

区和其他（见附件五《大连水域环境敏感区表》）。

附件五《大连水域环境敏感区表》中保护优先次序可能随着季节

或其他特殊需要而更改。例如夏天，旅游、海上娱乐场所、浴场等为

优先保护区域；在鱼类繁殖季节，养殖区和捕捞区等需要特别保护。

在进行溢油应急决策时，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理判断。

环境敏感区是溢油事故发生时应重点加以防护的区域，各敏感区

的位置见附件五

5、总体应急策略

溢油情形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溢油量、溢油种类、溢油地点、天

气海况条件以及周边敏感资源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自身应

急能力的影响，而且每种溢油情形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应急对

策很难一言概之，至少应当根据事故特点分别制定对策，而不宜直接



套用。

5.1、按事故来源分类：

1）陆源溢油的对策原则：

关键是控制溢油源，在陆地上设置屏障对溢油进行围堵，避免其

进入下水道或直接流入海洋，要根据油品、是否着火等特点选择围堵

方法，但是，如果为保护岸上人命安全等，将溢油导入水中也可能是

必要措施之一。

对已经泄漏入水的油要及时进行回收处置，其应急处置的方法与

其它类型的溢油并无太多区别，但是，由于是来自陆源的溢油，尽可

能地将溢油围控在溢油附近的岸线 好，以防止溢油扩散，同时，应

当在溢油可能到达的敏感资源区域（如海水浴场、养殖区、取水口）

提前布设围油栏。

2）船舶溢油的对策原则：

首先要控制溢油源，要根据溢油船舶状况及时采取堵漏、减载和

驳舱等针对性措施防止进一步泄漏。与陆源污染不同的是，对船舶溢

油，应当尽可能地防止溢油上岸，以避免对敏感资源的污染，但是，

对于载运上万吨的油轮而言，必要时选择避难场所（如一个相对封闭

的港湾）将溢油尽可能控制在避难场所内也是有必要的。

对海上的溢油，应当根据油层厚度和油种不同，分别或组合采取

围油栏围控、导流和对敏感资源的防护；收油机（或收油船）机械回

收；必要时使用分散剂，但要注意避免化学分散剂对敏感资源的二次

污染问题；是否可以使用海上燃烧的方法取决于油的特征和可利用的



应急资源情况。

无论哪种形式的溢油，监视监测工作非常重视，它是制定和调整

应急对策的基础。

5.2、按溢油种类分应急策略：

1) 非持久性油类

对于轻质油种等其它非持久性油类, 重点在于监控，避免火灾风

险，在保护人身安全防止火灾的前提下，对于挥发性高的溢油可让其

自然净化,必要时利用分散剂消除水面溢油。

2) 持久性油类

对于原油、燃料油等持久性油类，则应当尽可能地及早采取围控、

回收和消除行动，尽可能地防止溢油上岸。在溢油初期，对大面积的

薄油层，使用溢油分散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要注意二次污染问

题。对持久性油类，由于不可能完全回收，因此，要注意沉底油的污

染问题，要对沉底油加强监视监测。对于已上岸的溢油，应当根据岸

线特性采取不同的清污措施。

5.3 溢油的围控及回收应急策略

5.3.1、围油栏的选择标准

选用围油栏，应首先考虑水域环境对围油栏的性能要求和围油栏

的基本性能参数，然后考虑现场环境和围油栏的操作性能。

水域环境有：浪高为 0.3 米的平静水面、有水流的平静水面、波

浪高于 1.0 米的遮蔽水域和波浪高于 1.0 米的开阔水域。

围油栏的性能参数包括：干舷、吃水、浮重比、总拉力强度。



围油栏的操作性能包括：耐用性、易布放、随波性、布放速度、

岸线密封性、易维护保养、储存及适用性。

5.3.2、各种撇油器的性能参数

2.1 堰式撇油器

堰式撇油器由撇油器浮体、集油器、堰边高度调整装置、动力系

统和传输系统组成。操作的关键是合理调整撇油器的堰边高度，以取

得较好的回收速率和回收效率。

堰式撇油器结构简单，是 常用的撇油器之一。它适用于在波高

小于 0.3 米的平静水域回收中、低粘度的溢油，但调整堰边高度比较

困难，且对垃圾敏感。

2.2 真空式撇油器

真空式撇油器主要有撇油头、软管、真空储油罐、真空泵、动力

站组成。

真空式撇油器适用于回收中、低粘度的溢油，并因其对波浪非常

敏感，只适用于岸滩、港口和平静水域。它对垃圾不敏感，但是回收

效率低。

2.3 盘式撇油器

盘式撇油器主要由盘片、刮片、集油器、输油软管、动力站和泵

组成。

盘式撇油器适用于在港口、近岸水域回收中、低粘度的油，但不

能处理乳化油。它对轻质油的回收效率高，但回收速率低，对垃圾适



应性好，但对海草和波浪适应性差。

2.4 绳式撇油器

绳式撇油器主要由绳拖把、挤压辊、集油器、动力站和液压马达

组成，它又分为卧式和立式。

绳式撇油器适用于回收中、低粘度的溢油。它的随波性好、回收

效率高、受垃圾影响小，但回收速率低、对海草适应性差，且布放困

难。

2.5 带式撇油器

带式撇油器分为吸附式和非吸附式。吸附式带式撇油器主要由吸

附带、刮片（或压辊）、传动装置和集油器组成。非吸附式带式撇油

器与吸附式带式撇油器结构基本相同。

吸附式带式撇油器适用于回收高粘度溢油，且回收速率、效率高，

适用区域广，随波性好，但布放不方便。

2.6 刷式撇油器

刷式撇油器主要由几组或几排刷子、刮片、集油器组成。它的刷

子可以是桶刷、辊刷或链刷。

刷式撇油器只适宜于回收高粘度油，且回收效率、速率高，随波

性好，但体积大,刷子清洗困难。

5.3.3、开阔水域溢油的围控与回收

3.1 围油栏的选择



围油栏的强度应能够承受波浪和潮流产生的作用力；

选择的围油栏能非常方便的从船舶上布放到水面，并形成理

想的形状；

考虑船舶甲板是否具有足够的空间将围油栏运到溢油现场；

浮重比应在 8∶1以上；

干舷和吃水的尺寸应由使用水域的波高和潮流情况而定。

充气式帘式围油栏是理想的选择。

3.2围油栏的布放

开阔水域布放围油栏布放的操作形式主要取决于布放围油栏的

目的和参与操作的船舶数量。典型的围控布放形式有：单船布放（单

侧拖带、两侧拖带）、两船布放、三船布放。

1)单船布放形式

如果只有一条船，围油栏的敷设就达不到 大规模。通常，在船

的一侧（即单侧清理）或两侧（即两侧清理）设置三角区。三角区缆

绳长依船规模而定，一般为 5-15 米长。

V-型为单船布放的普通形式，它又分为：

V-型单侧清理

围油栏的两端分别与船和缆绳相连。V-型布设的围油栏长度一般

为 10-50 米，依缆绳长度和船的规模而定。

在尖点处（围油栏与格局的低点，油被导向这里）通常设有撇油



器。有时需要设置拖网以备回收固体物质。尖点离船近便于操作。

V-型两侧清理

围油栏在船只两侧设置形成 V-型。

两侧清理的优点是将一侧清理的面积加倍。而且，船舶操纵起来

更容易因为船两侧受力相同。

如果清除操作的地域很小，就不可能进行两侧清除操作。

成功的两侧操作需要大量的设备和甲板空间。

2)双船敷设布局

两船布放围油栏通常以 J-型布放：

普通双船布局被称为 J-型。系在两船间的围油栏呈“J”形状。

通常主船和尖点间的围油栏部分长约 20-40 米。撇油器通常是水动力

的，并设在这种布局的尖点处。围油栏应贴近船（10-20 米）形成“稠

油区”。

为了形成一个尖点，需要一条横向缆绳系统连接船只和围油栏。

在操作中绳长可以调整以使尖点在理想位置形成。

通常导油缆的长度为 100-400 米。如果围油栏较长，辅助船就很

难保持理想位置。如果辅助船不能保持正确位置，整个系统的效率将

降低很多。

3)三船敷设布局

三船布局通常被称为 U-型或开口 U-型。

U-型

围油栏由两条并排的船拖曳。通常这种敷设布局的围油栏长度可



能达到 600 米。由于两条船相邻，与 J-型相比，它们更容易保持正

确的位置。

配有撇油器的第三条船设在尖点处。由于需要储存回收的油，它

需要很大的仓容以避免回收船的经常更替。

开口 U-型

U-型的进一步发展即为开口 U-型，开口 U-型通常在尖点处开有

5-10 米宽的口。两个断开围油栏部分通过绳索来固定位置。缺口处

张开两个 3-10 米的小型围油栏，形成一个通道，减低了携带油漂浮

通过的湍流的速率。这个通道使油膜形成便于回收的理想形状。通过

船舶单侧清除或两侧清除来进行回收。

如果油的速度大于 0.7 节，围油栏通常不能挡住垂直流向围油栏

的油。进一步，这些地区的强海流要求溢油应急反应迅速。因此，在

有强海流的河流或海岸地区，有必要将围油栏布设成一定角度以降低

油的速度。

为了确保在强海流区的快速反应能力，应该提前安排布设设施。应具备容易接近的系锚点。处理溢油事故的负责

人应该知道哪些地区适于布设。

3.3 撇油器的使用

用于开阔水域的溢油回收设备应具有较好的随波性，便于在船舶

等工作平台上操作，以调整溢油回收设备的位置。适用于该水域的溢

油回收设备类型有：

堰式撇油器

动态斜面式撇油器



刷式撇油器

带式撇油器

立式绳式撇油器

盘式撇油器

收油网

5.3.4 狭窄水域溢油的围控与回收

4.1 围油栏的选择

考虑围油栏抗扎能力，建议使用固体浮子式围油栏或对刺不

敏感的充气式围油栏。

在潮流微弱的区域，可以使用标准的中心式栅栏式围油栏。

在急流水域选用带有加强带的栅栏式围油栏。

潮汐带，选用两侧带有加强带的栅栏式围油栏和以配重链做

加强带的栏式围油栏。

4.2 围油栏的布放

近岸水域围油栏的布放形式取决于布放目的。如果用于围控，

应采用岸滩围油栏与其他围油栏连接的形式；如果用于导流，应

采用多层围油栏重叠布放形式。河流中的围控和导流围油栏的布

放方式主要有肩章式和交错肩章式布放形式。要使围油栏的布放

起到应有的作用，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所保护的水域环境情况

布放围油栏地点的选择

考虑当地水域的潮差和水深

4.3 撇油器的使用

相对于开阔水域的溢油回收设备，狭窄水域的溢油回收设备应结

构简单、操作便利，选用的原则为：

尺寸小、吃水浅

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对浅水中的沉积物不敏感

适用于该类水域的溢油回收设备类型有：

堰式撇油器

真空式撇油器

绳式撇油器

盘式撇油器

机械式撇油器

动态斜面式撇油器

收油网



在狭窄水域布放撇油器的一般原则：

把撇油器放在围油栏围控形状的底部，确保能够在岸上或小

船上进行操作；

围控形状的底部相对固定在某一无水流的水域；

容易进入该区域；

防止撇油器与岸线、码头接触。

5.3.5 岸线溢油的围控与回收

5.1 围油栏的选择

用于保护码头水域的围油栏，要求容易快速布放，快速移动，并

且耐摩擦、抗扎性要好。充气式围油栏或固体泡沫栅栏式围油栏适用

于这一用途。如果水流较急，则应选择栅栏式围油栏或固体浮子式围

油栏。如果在波浪大的泊位布放固定式或半固定式围油栏，应选择强

度大和浮重比高的围油栏。橡胶围油栏或固体泡沫栅栏式围油栏适用

于这种情况，这两种围油栏对尖锐物体还不敏感。

5.2 围油栏的布放

与船舶布设相比，围油栏的岸线布设更加复杂。必须使用船舶顶

着海流从岸边拖带围油栏。布设和回收的位置可以预先准备好。

布设的过程与从船舶甲板布设基本相同。区别是需要辅助船只。

在岸上负责操作的人应与船上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布设中由于围油栏固定在岸边，很重要的一点是辅助船舶让围油

栏保持在正确位置上。在一些近岸地区海流非常强（3-6 节）。布设



200 米的围油栏需要很大马力的船舶才使它保持正确位置。

如果潮汐强烈，从突堤式码头或防波堤布设围油栏就很复杂，

因为潮汐高、低潮位的水层差异很大。特别是在低潮位进行回收操作

时，设备有时会被拖入水中去。

5.3 撇油器的使用

浅水区域（湿地沼泽或珊瑚礁）

使用吸附式围油栏把油引导到放置撇油器的地方，撇油器用绳式

拖把撇油器或盘式撇油器为好。因为在这个水域中杂质含量较高。如

果溢油不可能集中到一起，使用绳式拖把撇油器要比盘式撇油器覆盖

的面积大。在敏感区域如湿地或浅水区要避免使用任何的机械回收方

式，因为沉重的设备将给溢油回收和处理造成更大的损害。

土壤

对于在土壤上的溢油，应利用土壤上的溢油的任何不同的水平

（斜坡）地形。 好的解决方法是在斜坡低的一端挖掘一个坑并引导

油流进坑中，再用真空撇油器回收浮油，用挖掘机或铁锹进一步清理

上端的土壤。

混凝土、沥青或其它坚硬表面

为避免油的进一步扩散，可以使用吸附围油栏围住溢油，如果是

新鲜油，可用一台真空撇油器吸上来。如果溢油不新鲜的话（凝固），

可选择使用高压清理器结合化学处理的方法。

5.4 溢由分散剂的使用应急策略



5.4.1 分散剂的组成、分类及作用

分散剂主要由两种组分组成，即表面活性剂和溶剂。

按照 2000 年国家的溢油分散剂标准（GB18188.1—2000）, 依据

其所含表面活性剂和溶剂的比例，溢油分散剂分为常规型（也称普通

型）和浓缩型。

常规型分散剂溶解溢油能力强，处理高粘度油及风化油的效果好，

使用时应直接喷洒，但喷洒后要搅拌。该类分散剂使用前不能用水稀

释，使用比率（分散剂/油）在 1∶1 至 1∶3 之间为宜。

浓缩型分散剂分散溢油效率高，处理高粘度油效果差，使用时可

直接喷洒，也可以与海水混合喷洒，但前者效果更好。该类分散剂喷

洒后不需搅拌，使用比率（分散剂/油）在 1∶10 至 1∶30 为宜。

另外，根据水中微生物对海水中石油产品的消除速度，又可分为

一般化学分散剂和微生物降解的环保型分散剂（消油剂）

5.4.2 使用分散剂的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条规定“船舶、码头、

设施使用化学消油剂应事先按照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

准”。溢油事故发生时，如需使用分散剂，按有关规定向主管机关提

出书面申请的同时，还应附送由中国海事局签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

书》。

根据我国分散剂生产和使用管理的实际情况，为了减少和防止使

用海面溢油处理剂造成二次污染，中国海事局于 2000 年又制订了《消



油剂产品检验管理办法》，对海上使用分散剂、凝聚剂、沉降剂的生

产、检验和发证做出了规定。

根据交海发（2010）366 号文件《关于加强水上污染应急工作的

指导意见》规定，水深不足 10 米的海域，以及渤海、长江口、珠江

口和内河等环境敏感水域，一般应使用微生物降解的环保型消油剂，

并进行评估。

《溢油分散剂使用准则》中规定可使用分散剂的情况有：

 溢油发生或可能发生火灾、爆炸，危及人命安全或造成财产

重大损失；

 溢油用其他方法处理非常困难，而使用分散剂将对生态及社

会经济的影响小于不处理的情况。

《溢油分散剂使用准则》中规定禁止使用分散剂的情况有：

 溢油为易挥发性的汽油、煤油等轻质油品；

 溢油已被强烈乳化，形成了含 50%以上水分的油包水乳状液

或在环境温度下呈块状；

 溢油发生在对水产资源的生存环境有重大影响的海域。

5.4.3 分散剂的使用及其限制

3.1 不同水域分散剂的使用情况

不同水域对分散剂的使用要求也不同，根据水域的水深、水

体交换能力以及海洋生物等情况将使用分散剂的水域分成三种情

况：



A. 允许使用分散剂。当被分散的油能均匀的混合进入水体，

并能发生大范围的混合稀释，使得分散油的浓度很低，对该水域

的任何生物都不会造成影响，这种水域对分散剂的使用可不做任

何限制，使用量根据油量确定。如水深在 20 米以上的开阔海洋属

于这一类。

B. 允许使用分散剂，但使用时间受限或使用量受限。像封闭

的海湾和港湾，如这类水域具有较强的水体交换能力，一天内可

以交换 90%以上，就允许使用。在使用时还要考虑季节、水深和潮

汐特点，如在敏感生物产卵季节就要限制使用或限量使用。

C. 通常情况下不允许使用分散剂，如敏感岸线不宜使用分散

剂。但当油的影响周期很长的话，也可以考虑使用。

使用或不使用分散剂的建议

水域或敏感区 建议

开阔的海洋，水深在 20 米以上。 A.可以使用分散剂，并且可能是

较好的方法。

封闭的海湾和海港

与不稳定的潮间带相临的水域

与海滨相临的水域

B.使用分散剂是减轻溢油的一

种可行的方法，但有水体交换能

力和水深的限制；还可以优先采

用其他方法，有时可以几种方法

同时使用。



近岸沙滩、卵石、沙砾区

红树林

沼泽地

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

盐滩

珊瑚礁

海草床

潮间带、海草床

掩蔽的岩石性潮间带

掩蔽的卵石海滩

卵石

流砂

C.原则上不宜使用或避免使用分

散剂。

但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使用，

如在那里使用分散剂可被潮和

流充分的冲洗，为了避免油对这

些环境的长期影响，使用分散剂

可能被批准。

如在溢油的威胁对一处或

几处敏感区有长期的影响时，可

以考虑使用分散剂。

3.2 分散剂的用量

在不同水域允许用量是依据分散及产品对生物的毒性确定的。目

前，美国确定分散剂的允许使用量的方法：

 根据已被普遍接受的扩散和混合原理，短时间内被分散

的油能否均匀的混合于水体；



 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所用的分散剂以及被处理的油决定

“油—分散剂”在水中的 高允许浓度为多少；

 “油—分散剂”的 高允许浓度对使用分散剂的水域规

定的水质标准是否可接受。

另外，也可采用现场观察的方法。

3.3 分散剂与溢油的使用比率

分散剂的使用比率取决于溢油的类型和分散剂本身的特征。不同

类型溢油的可分散性不同，不同分散剂对同一类型溢油的分散能力也

不同。因此，要确定分散剂的使用比率既要考虑溢油的比重、粘度、

倾点，又要考虑分散剂的种类和其组分，还要考虑油膜的厚度及其流

动状态等因素。

根据经验，分散剂/油的使用比率在 1/100——1/10 之间，视油

的类型、油膜的厚度而定。相同规模的溢油，比重大、粘度高、倾点

高、油层厚，分散剂的使用 比率大；同一规模、同一类型的溢油，

油膜越厚，分散剂中的表面活性剂越不容易进入油层，分散剂的使用

比率越大。因此，通常对厚油层进行回收之后，对海面的飘浮油膜使

用分散剂进行处理，表面活性剂容易进入油层，使分散剂保持正常的

使用比率。按照分散剂的实验和使用经验，分散剂与溢油的使用比率

为：

 常规型的分散剂/油：1∶3——1∶1

 浓缩型的分散剂/油：1∶30——1∶10

 稀释型的分散剂与水的比率为 1∶10，直接使用与清洗油污。



5.4.4 分散剂的喷洒

分散剂可通过船舶喷洒、空中喷洒和人工喷洒。选用何种喷洒

方法，主要取决于分散剂的类型、溢油的位置、面积的大小以及喷洒

分散剂的船舶或飞机的有效利用率。

 船舶喷洒系统

船舶喷洒系统包括下列设备：一个装消油剂的防腐蚀舱、一个消

油剂泵/水泵(纯/稀释的消油剂)、一套测量系统、有喷嘴的喷洒杆、

连接的管系。

使用船舶的优点是操作灵敏性高，可对大面积溢油直接喷洒。喷

洒杆的长度从几米到 8-10 米不等。喷嘴常通过可伸缩的水管与喷洒

杆相连以使喷嘴尽量接近水面。

虽然系统的喷洒量相差非常大，大多数喷洒系统的设计结构既可

以满足喷洒纯消油剂，又可以满足喷洒稀释的消油剂的要求。

 空中喷洒

从飞行器上很可能看到油层聚集的区域，这样可以只在需要的地

方喷洒消油剂。一架直升机的优点是操作灵敏、视野广阔。空中系统

的一个主要缺点是，特别对于固定翼的飞行器，不能到达距水面约

50 米以下的地方。在大风天气，大部分的消油剂没有到达溢油面前

就被风吹走了。

 沿岸喷洒

沿岸喷洒是由喷洒者背着类似农业喷洒系统喷洒用具进行喷洒，

这只能由一个人来操作。



5.4.5 喷洒作业的控制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在海上进行喷洒作业，都要求客观的、连续的

评价喷洒工作的有效程度，以防浪费价格昂贵的分散剂。为此，在船

舶或飞机进行喷洒作业时应给予有效的引导。喷洒作业时注意如下几

点：

通常，喷洒次序要从油膜的较厚部分以及油膜的外部边

缘开始，不要从中间或油膜较薄的地方开始。

如果油膜在近岸海域， 好的作业方式是尽可能与岸线

平行作业。

船舶顺着风向作业以避免分散剂被吹到甲板上，飞机

好逆风作业。

如果油带为一窄条，与风向垂直，则飞机或船舶都应在

油膜的上风向沿着油带喷洒。鉴于分散剂因为受风的影响而横向

偏移，船舶只能用下风侧单臂喷洒。

分散剂的喷洒作业应尽可能在溢油事故发生后的短时

间内进行，因为时间过长，油的风化会造成“乳化”，降低分散效

果。

5.4.6 分散剂喷洒时的安全措施

消油剂是化学品，这就需要人们在操作消油剂时注意安全。在使

用消油剂时一定戴好安全眼镜和 PVC 手套。同时建议使用呼吸面具以

防吸入消油剂的蒸气。



使用消油剂后，一定要用肥皂清洗手和脸。特别是在吃东西之前

一定要洗手。

在使用旧消油剂(保存时间多于十年)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它

们可能分解成毒性更大的组分。现行法规也可能不允许它们的使用了。

当合理使用后，消油剂将油从海水表面清除并使它分布于下层水

中。海水表层三米的水中，油/消油剂的含量可能达到有毒程度。通

常这只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因为海水的运动会使油滴不断迅速的被稀

释。

在允许使用消油剂的国家，消油剂的使用通常遵守特定的法规。

在水深不小于 10 米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使用消油剂，一些国家要求

20 米。消油剂要经过检验和允许后方可使用。消油剂和油反应后的

毒性不能大于油的毒性。即使允许使用，消油剂也不能用于静水海域

及工厂的进水口(如脱盐，电厂的冷却水，盐田)。

5.5 其他化学方法

5.5.1.聚油剂

聚油剂可用于控制除汽油以外的各种油品的扩散，并能使油膜聚

集增厚，但是聚油并不能清除溢油，需与围油栏、撇油器配合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聚油剂前后不能使用分散剂，但可以与凝油剂配

合使用。

凝油剂可以使溢油胶凝成块状物，胶凝后的油块浮于水面，便于

机械回收。凝油剂通常低毒或无毒，与溢油形成凝胶后一起被回收，



是一种有效防止水体污染的化学处理剂。

5.5.2、溢油现场燃烧处理

溢油现场燃烧处理海面溢油成本低、速度快，更加便捷。但是溢

油燃烧需要一定的条件，既要有一定的油膜厚度、油膜面积，还要有

与燃烧速率相适应的集油速度以及适宜的现场气候、海况和溢油的乳

化程度等。

进行溢油现场燃烧，就需要防火围油栏

防火围油栏除具有普通围油栏拦截、控制、转移溢油的特性外，

还用于拦截燃烧的溢油、水面流淌火，防止火势蔓延，特别适用于油

港、油码头、石油钻井平台等高防火等级敏感区域。防火围油栏还可

用于拖带溢油到适合的地点燃烧处理。

防火围油栏除具有普通固体浮子式橡胶围油栏的特点外，还具有

以下特点:

a、不锈钢浮体耐温可达 1000℃的柔性材料和通用型快速接头组

成防火围油栏的水上防火体系，可与普通围油栏串联配合使用。

b、水下裙体为二层涂覆耐油、耐老化优质阻燃橡胶的高强度织

物热合而成，具有较高强度和耐老化性。

c、围油栏顶部的不锈钢钢丝绳，中间高强度加强带和底部拉力

配重链组成牢固的抗拉体系，采用包链式、整体结构简洁明快。



5.6、岸线的保护及溢油清除应急策略

5.6.1、不同岸线相对敏感性

岸线相对敏感性的划分应考虑下列因素：

岸线类型；

岸线的暴露程度；

波浪和潮汐对岸线作用的强度；

生物潜在损害程度，生物的生产率和对油的敏感性；

清除难易程度。

根据上述因素，岸线的相对敏感性可用敏感指数（ESI）来表示，

敏感指数（ESI）分为 10 级，也可以粗略的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

来表示，具体见下表。在确定保护和清除优先次序时，还应考虑野生

动物和人类对岸线的使用情况。

敏感性
海湾岸线类

型
说 明

等级 敏感指数



低

1

暴露的岩石

海岸和垂直、

坚硬的人工

构筑物

波浪反射作用有助于使油离岸

不需要清除

2
暴露的浪蚀

岩平台

波浪掠过，侵蚀

在几周内油可自然的除去

中

3 细沙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油不渗入海滩

用机械方法清除有效

在 12 个月内油可自然的除去

4 中、粗粒沙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油可能渗入海滩或很快被沙掩

埋，不宜清除

大多数油需经数月后才会自然的

消除



5

沙和砾石

混合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易移动的（动态的）沉积物

大部分油不渗入沉积物

大约一年油可自然的消除

6
防冲乱石砌

岸线、砾石滩

油迅速的渗入海滩、不易清除

清除应集中在高潮汐冲刷区

在掩蔽处油可能要存留数年

7
暴露的潮间

带

中等生物量受影响

沉积物较少移动

大部分油不渗入沉积物

油可能存留一年左右



8

掩蔽的岩石

海岸和沿岸

人工构筑物

中等到高生物量受影响

该地区波浪作用较少

油可能损害中间潮汐地带

油可能存留多年

必须除去集中在一起的重质油

需优先保护和清除

高 9
掩蔽的潮间

带

高生物量受影响

波浪作用极少

油可能存留多年

必须除去积累的重质油，不推荐

清除

该地区应优先保护



10
沼泽地、湿

地、红树林

肥沃的水栖动植物环境

非常低的能量

沉降速度高的油会带入沉积物中

油可能存留多年

清除的损害可能要比让油留下自

然降解的损害大

不应改造红树林

用分散剂或清洁剂比用机械清除

更有益

各地区应 优先保护

5.6.2、不同岸线溢油清除技术及步骤

岸线清除技术的应用与岸线类型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类型的岸线，

在受到溢油污染时，所采取的清除方法是不同的。

2．1 岩石和人造结构

裸露在浪潮中的岩石一般具有较高的自洁能力，建议不对其进行

清除作业。但对浪潮冲击较弱或人们经常活动的人造建筑（海港、码

头），应进行清除。这种情况的作业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使用撇油器、泵等设备回收被围控的水面飘浮溢油。



在潮汐地带，油被潮汐从岩石上冲洗下来流向围油栏与撇油器结合使

用的围控区域。

第二阶段，使用高压清洗设备清洗岩石/混凝土结构物。清洗时

可使用海水，使用热水清洗时，应考虑环境中的微生物是否会因高温

而遭破坏。这些微生物群体是其他更复杂生物生存的基础，使用热水

清除会造成比微生物生活在油中或比冷水清洗更严重的问题。使用围

油栏和撇油器回收冲洗下来的溢油。

第三阶段，在涨潮前将分散剂喷洒在潮汐带上，但这种作业需要

得到批准。这种情况也推荐使用吸油材料回收油膜。

2．2 圆石、小鹅卵石、鹅卵石

由于大量溢油会渗透到石头缝隙中，所以清洁这些类型的岸线是

非常困难的。这些石头通常被重要的植物群体覆盖，因此应细心清洁。

第一阶段，使用的技术与岩石、人造建筑的清洁技术相同。但是，

由于这种岸线承载能力差，会损害植物群体，不能使用重型机械。

第二阶段，使用海水高压清洗设备，将石头表面溢油冲入布放有

围油栏和撇油器的水中。在这种操作过程中，有些溢油会渗透到更深

的岸线中，溢油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后慢慢的渗出。只有在移开石头后

才能进行清洁的地方，应考虑海岸线受到侵蚀的影响。

第三阶段，将清洗过但仍粘有油的石头推入海中，这些石头将被

海浪冲刷干净。这一过程应考虑海岸线可能受到的侵蚀。应使用围油

栏将需清洁的区域围起来，不推荐使用分散剂，因为溢油会渗透到沙



滩的深处。

2．3 沙滩

纯沙滩往往受强烈的海浪和潮流作用，具有较高的自洁能力。沙

滩具有较高的娱乐价值。在夏季，通常采取立即清除措施，并尽可能

的回收污染的沙子，防止进一步侵蚀沙滩。回收沙子应慎重考虑，进

入娱乐性沙滩的通道要求路况良好，并用石头铺好，以使重型设备能

够进入。

第一阶段，回收污染的表面沙子。这种操作既可以使用重型机械

设备也可以使用铁锹和塑料袋。

第二阶段，人力收集油污沙子，直接装入车辆，运送到临时储存

场地，如果车辆不能进入沙滩，收集的沙子应装在塑料袋里，并防止

直接在太阳下曝晒，以免塑料快速老化。如果将所有油污染的沙子都

移走，那工作量会很大。

在涨潮前，应用岸摊围油栏将一段沙滩围控起来，围油栏距离沙

滩约 20 米。这些围油栏正好布放在高于涨潮区并横穿整个岸线前沿，

岸滩围油栏应与围控围油栏相连，在高潮时，犁起或搅拌被潮淹没的

污染沙滩。由于搅拌的区域在水面以下，溢油会再浮到水面上来，可

用喷水装置直接向搅拌起来的区域喷射水流，以使油与沙子分开。

第三阶段，对于残存的油，可在涨潮前 30 分钟喷洒分散剂，用

海水清洗没有潮汐的岸线，收集焦油球，清除变色的沙子后，覆盖上

一层新沙。



2．4 有沉积物的岸线

在多数遮蔽区域，沉积物中含有少量泥和大量的海洋生物。这些

区域还通常是鸟类的重要觅食地，生物对油污非常敏感，泥泞区域和

遮蔽区域不宜接近，这些特点都会给清污工作带来不便，如果进行溢

油清除作业，对其造成的损害可能比溢油本身造成的污染损害还要大，

任何清除污染的决定都应经过细致的讨论。

如在这些区域进行清除作业，要挖排泄沟以使低压海水冲洗出来

的油流入收集池中，然后将油泵走。人工对上层油污的清除仅仅适用

于非常柔软的泥沙岸线。盐沼泽和红树林是两个非常特殊的生物种群，

对油污染和机械清除非常敏感。经验表明，一般情况下不采取行动就

是 好的处理措施，即使油污损害的恢复时间需要十年，甚至更长。

5.6.3 岸线清除方法的选择

不同的岸线类型适用不同的清除技术，下表有一些可直接使用的

清除方法，不需有关部门批准，具体见下表：

序号 清除方法 适用岸线类型 何时采用

1 无需行动 所有类型的岸线
清除行动较之油自然消除损

害更大

2 人工清除 所有类型的岸线 中、轻度油污

3 吸附清除 所有类型的岸线， 在大量油污清除后；流动的易



特别是防冲乱石 被吸附的油，其粘度和厚度应

能被吸附材料吸附

4
清除沾油垃

圾和飘浮物

能安全进入的任何

类型的岸线

不断释放油污的沾油垃圾和

飘浮物

5 挖沟
细沙滩；中、粗粒

沙滩；砾石滩
表面冲洗无法清除时；液态油

6 清除沉积物
有表面沉积物的岸

线
清除有限的油污沉积物

7
用附近水冲

刷
缓坡岩质岸线

油污仍然流动；油污渗入砾石

时

8a
用附近水/

低压冲洗

砾石滩、防冲乱石

和海墙、沼泽和红

树林

新鲜油污呈液态

8b
用附近水/

高压冲洗
防冲乱石和海墙 当低压水冲洗无效时

9
热水/中、高

压冲洗

严重污染的砾石

滩、防冲乱石和海

墙

油被风化，附近水低压冲洗无

效时

10
热水/高压

冲洗

严重污染的砾石

滩、防冲乱石和海

油被风化，附近水高压冲洗无

效时



墙

11 沙浆冲洗 防冲乱石和海墙 重质残油，热水冲洗无效时

12 真空回收
能进入的任何类型

的岸线
流动的液态油

13
沉积物重新

改造利用

暴露于海浪频繁汹

涌地滩涂
滩涂表层下有大量油污

14

沉积物清

除、净化和

复位

沙质滩、砾石滩 滩涂表层下有大量油污

15 剪除植被

长有草本植被的沼

泽地、海草地、不

包括红树林

油污植被污染野生生物的风

险大于剪除植被的价值

16 化学处理

A、用弹性胶固化油

B、化学制品保护海

滩

C、化学制品清洗海

滩

6、应急堵漏、卸载等污染控制方案



6.1 应急堵漏

6.1.1 船舶在航行中因碰撞、触礁、搁浅或船壳腐蚀等造成

船体破漏而采取的堵塞紧急措施，以保持船舶漂浮状态。船体

破损后进水，会使船丧失浮性和稳性，甚至翻沉。同时会有船

上装载的货物或是燃油等有害物质溢到海中，给海域造成污染。

6.1.2 发生上述情况后，采取措施如下：

A. 首先向海事局报告情况的同时与船东尽快取得联系，利用

事故船上及一切可以利用的堵漏器材进行堵漏工作，调整船上

的压载及货物的仓位保持船舶的稳性，使船不至于沉没。

B. 同时联络当地专业打捞公司，借助打捞队伍进行堵漏工作。

并且根据事故船的情况，采取围油栏布控等防止溢出物扩散的

应急措施。

C. 如果需要紧急过驳，立即组织采取相应的应急行动。

6.2. 紧急过驳卸载

6.2.1、紧急过驳卸载

船舶在航行中因碰撞、触礁、搁浅或船壳腐蚀等造成船体破漏

而需要采取的堵塞紧急措施，以保持船舶漂浮状态。同时紧急卸

下船上装载的部分或全部货物，避免使船丧失浮性、稳性及翻沉，

同时避免船上装载的货物或是燃油等有害物质溢到海中，给海域

造成污染。

6.2.2、应急过驳卸载需要配备的设备

应急卸载泵：足够的卸载能力、符合防爆、防化学品腐蚀，防



杂质的要求

应急卸载软管：耐高压、耐高温、防腐蚀、连接方便

应急卸载加温系统：给没有条件加温的船舶的货物进行加温作

用。

我公司配备的应急卸载泵的情况，除了没有应急卸载加温系统

外，符合防爆、防化学品腐蚀、防杂质的要求（管线前段有滤网）。

见附件 六

6.2.3 过驳作业操作注意事项：

1）过驳作业要向大连海事局进行申请，并且在过驳船的周围布

控好围油栏，防止溢出货物向四周扩散。同时作业船按规定显示港口

规定信号。白天悬挂信号旗（左 B，右 R、Y）、晚上悬挂信号灯（左

红，右绿、红）。

2）过驳作业双方应有足够人员值班，当班人员要坚守岗位，严

格执行操作规程，掌握过驳进度，防止发生跑油、漏油。

3）整个过驳作业期间双方按《船舶污染物接收和清舱作业安全

和防污染确认书》内容不断进行仔细检查。

4）过驳作业中按事先商定的通信系统和联系信号，保持双方间

的有效联系。如需中途停止作业或变更泵速时，应及早与对方取得联

系。

5）过驳作业中禁止吸烟和在甲板上使用非防爆型通讯设备或照

明电器。

6）过驳作业中应勤测舱内的油位，正确掌握驳油速度，注意留



有适当的舱容空档。同时要保证被过驳船的稳性，调整被过驳船的舱

室的货量，使其减少倾斜，保持船体正浮，防止船舶倾覆

7）过驳作业中应根据潮汐和船舶吃水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系缆

和输油软管，避免输油软管过分受力。

8）遇迷雾、7 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应立即停止过驳作业，

关闭舱口与阀门。

9）开闭油舱盖应轻、缓、稳，使用工具应轻拿轻放，谨慎操作，

防止掉落至甲板或油舱。

10）作业中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当立即停止作业，查明原因，

排除隐患。

6.2.4 高粘度油或其它高粘度类油 HNS 的紧急过驳

分两种情况：

一是事故船舶在没有自身动力的情况下，需要对这些油采取加热

措施才能卸载的情况；

1）利用打捞公司船舶加热系统同事故船舶的加热系统连接进行

对油进行加热或是打捞公司的加热系统直接对事故船的油进行

加热

2）油温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再利用我们的应急卸载系统对油品进

行卸船

二是可利用事故船舶自身加热装置对油进行加热卸载的情况

1）事故船本身具有自身加热装置并且能够正常运转的，可以直接

进行加热



2）待油温加热到一定程度后，可用事故船本身的卸载系统或是我

们应急卸载系统同时进行应急卸载。

6.2．5 中低粘度油和其它类油的中低粘度 HNS 的紧急卸载

分两种情况：

一是事故船在没有自身动力的情况下，用我们的应急卸载泵进行

卸载

二可利用事故船自身动力及我们的应急卸载泵同时进行卸载

6.3 大连海域运输的 HNS 的情况及对应急卸载泵的要求

大连海域内常运输的 HNS 有，原油、燃料油、柴油、煤油、汽

油、石脑油、苯、甲醇、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工业用碳酸钠、

等有毒有害的石油化工产品。

由此可见，大连海域运输的 HNS 物质特点是燃点低，有的粘度

大需要加温、腐蚀性强，毒性大等特点，这就要求我们配备的卸

载泵能够满足相应的要求，所选择的泵同货物的特性相匹配，相

应的特性有：

无泄漏、防爆、耐腐蚀、耐高压、耐高温、输送能力大等

可以参考的泵种有：

低闪点货物（汽油、石脑油、笨、甲醇），要求无泄漏、防爆、

耐腐蚀等特点：对应的泵有磁力泵、屏蔽泵、电动隔膜泵、气动

隔膜泵，软管泵。

闪点较高的货物（柴油、煤油、燃料油等），要求无泄漏、防爆、

耐腐蚀、耐高压、耐高温等特性，对应的泵有齿轮泵，螺杆泵等



7、敏感资源的围护方案

大连海域敏感资源多而且密集，旅游区、渔业养殖区、渔业捕

捞区、生态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盐田等遍布大连的岸线上。

岸线是一种自然资源，按不同的地理环境可分为近岸带、潮汐

带和岸线带三个部分；溢油事故发生时要根据溢油漂移轨迹的预测

结果和岸线保护次序，采取保护措施，对溢油进行围控或导向，防

止其着岸；

1）隔绝围控：用围油栏横跨或围绕敏感区并用锚将围油栏固

定，使溢油与敏感岸资源隔离；

2）导向围控：利用围油栏将漂移溢油引导向敏感程度相对较

低的区域；

3）吸附围控：利用吸附围油栏特点，吸附从岸线上冲洗下来

的溢油或水面漂移过来的溢油，实现保护和围控岸线的目的；

8、海上清污方案

8.1 海上清污方案分码头、航道、锚地、开阔水域清除方案几

个方面进行阐述

8.2.1 码头泊位

当船舶在码头泊位尤其是油港码头发生溢油污染事故时：

A.首先要确定船舶的大小、溢油的种类，有无发生火灾的可能性。

B.出动人员和溢油回收船船舶，赶到现场后根据溢油出口的大小和溢



油的速度和面积，在船舶周围迅速布放围油栏进行有效围控

C.同时使用收油机、消油剂、吸油毡和吸油拖栏进行溢油回收。

D.为阻止溢油越过围油栏，根据风向、潮流流等情况，加布二或三道

围油栏，避免溢油向港外漂移扩散。

8.2.2 主航道

A.大连港航道通航十分繁忙，除非是事故船舶堵塞了航道，在清除污

染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采取封航措施，或是减少封航时间。如果确实

需要采取封航措施，请求 MSA 的协助，然后实施。

采取措施有：

1） 利用围油栏，采取慢拖的方式把污染物脱离航道再进行围控、

清理

2） 利用海流的力量，在污染物移动过程中使其离开航道，然后重

新进行围油栏围控、清理。

B.又因航道周围的敏感资源都比较多，如果发生溢油污染事故，为避

免溢油进入敏感区域，要对一些需要重点保护的敏感区域实现采取

布防围油栏等措施加以防范,同时选择使用双重围油栏实施拦截、

围控溢油。

C. 使用适合港区水域的盘式收油机、动态斜面收油机、吸油毡和消

油剂对第一道围油栏内溢油进行回收和清除。在第一道围油栏屏

障后面，投放收油机收集漂移的溢油，同时在两条围油栏之间布

放吸油拖栏、吸油毡以收集漫过第二道围油栏屏障的溢油,视溢油

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再加设第三道围油栏。



8.2.3 锚地

A. 大连港分为内锚地和外锚地，两个锚地周围的敏感资源都比较多。

对于船舶由于搁浅、触礁或碰撞，在锚地发生的溢油污染事故，

为避免溢油进入敏感区域，要对一些需要重点保护的敏感区域事

先采取布放围油栏等措施加以防范，同时选择使用双重围油栏实

施拦截、围控溢油.

B. 并使用适合港区水域的盘式收油机、动态斜面收油机、吸油毡和

消油剂对第一道围油栏内溢油进行回收和清除。在第一道围油栏

屏障后面，投放收油机收集漂移的溢油，同时在两条围油栏之间

布放吸油拖栏、吸油毡以收集漫过第二道围油栏屏障的溢油。视

溢油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再加设第三道围油栏。

8.2.4 开阔水域

A.在开阔水域发生溢油事故时， 好的方法是在溢油到达岸线之前进

行围控和回收。

B.根据溢油的动态、气象和海况，采取相应措施，在喷洒消油剂的同

时，使用围油栏和收油机进行溢油围控和回收.

C.正确判断溢油漂移的方向，如果气象和海况不好，可以把围油栏作

为一种防范措施布放在溢油区域附近比较敏感的区域，防止溢油向

周围的岛屿或资源敏感区扩散蔓延。

9、岸线清污方案



岸线溢油清除：岸线清除分三个阶段进行：清除大片溢油、清

除岸滩溢油和 后清洁。溢油事故应急处置后，对于被溢油污染的

岸线，需进行溢油的清除以恢复岸线的使用功能。根据岸线类型的

不同，可采取的岸线清除技术包括使用吸油材料、喷洒消油剂、使

用岸线清除设备、人工清除等。

大连的海岸线曲折蜿蜒,沿岸主要以礁岩石、鹅卵石、杂石、沙

滩为主，且潮汐落差较大。溢油事故发生后，在决定清除作业或选择

清除技术时，要调查了解溢油污染的地点、污染范围、污染程度 、

油污量、油污状态和特性及岸线类型、方向、潮汐、交通等因素、根

据实地情况，确定清除方法和所需的的人力物力，制定投入应急设备

物资的型号和数量。清除方案的总体步骤可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1）清除大片溢油，（2）清除岸滩溢油，（3） 后清除。针对大连

区域的岸线特点，可用以下方案来清除溢油。

1) 礁岩石

对裸露在浪潮当中的礁岩石，由于不断地被浪潮强力冲打，对附

着在上面的溢油，一般都有较高的自解和自洁能力。 但是，对浪潮

冲击较弱的岸边区域的石头，应进行清除。清除方案可采取三个阶段

来进行。

第一阶段， 使用收油机、泵等设备回收被围油栏围控的水面漂

浮的溢油。在潮汐地带，溢油被潮汐从礁岩石上冲洗下来流向围油栏

与收油机结合使用的围控区域和范围。采用这种方案时，必须使用围

油栏将作业区域进可能的进行封闭性围控，在围油栏围控的区域和范



围内回收回收被潮汐来回冲洗下来的溢油。

第二阶段， 使用高压清洗设备清洗礁岩石。清洗时可使用海水，

尽量使用冷水清洗机进行清洗，如果在冬季或使用热水清洗时，应考

虑环境中的微生物是否会因高温而遭受破坏。对冲洗下来的溢油，使

用围油栏和收油机进行回收。

第三阶段，在潮汐前将分散剂喷洒在潮汐带上。但在使用消油剂

之前，必须要达到主管海事部门的批准，方可使用。同时，针对这种

情况，也可以使用吸油毡等吸附材料进行回收溢油油膜。

2)鹅卵石、杂石

由于大量的溢油会渗透到沿岸的石头缝隙中，所以清洁这些类型

的岸线是非常困难的。清除和清洁方案也可采取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使用的清除方案和技术与清除和清洁礁岩石的技术

相同。

第二阶段， 使用高压清洗设备，利用海水进行高压清洗，将石

头表面溢油冲入有布放围油栏和收油机的水中。在操作过程中，要考

虑到有些溢油会渗透到更深的岸线中，溢油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慢

慢地渗出，所以还要移开石头进行清除和清洁。

第三阶段， 将清洗过的但仍粘有溢油的石头推入海水中，利用

海浪对这些石头进行冲刷干净。但考虑到海岸线可能受到的侵蚀或二

次污染，之前应使用围油栏将需要清洁的区域围控起来。

3)沙滩

受到强烈的海浪和潮流的作用，沙滩本身往往有较强的自洁能力。



沙滩具有较高的娱乐价值，大连有多处沙滩浴场，尤其是在夏季，是

人们娱乐乘凉的好地方。如果发生溢油，通常采取立即清除措施，尽

可能回收被污染的沙子，防止进一步侵蚀沙滩。其清除作业应按以下

三个阶段来进行。

第一阶段， 回收被污染的表面沙子。 这种清除方法即可以通过

使用重型机械设备也可以通过人工使用铁锹和塑料带来清除回收。

第二阶段，用人力收集油污沙子。将油污沙子回收装入塑料袋、

储存罐等容器内，装入车辆，运送到临时储存场地。

在涨潮前，利用岸滩围油栏将一段需要围控的沙滩围控起来，这

些围油栏正好布放在高于涨潮区并横穿整个岸线前沿，使岸滩围油栏

与围控围油栏相连接。高潮时，对被潮水淹没的污染的沙滩进行搅拌，

通过搅拌，溢油会再次浮出水面，这样可以用喷水装置直接向搅拌起

来的区域喷射水流，致使污油与沙子分开。

将整个沙滩一次性彻底的清洁清除是不可能的，清除作业时，必

须将沙滩分成一定长度或面积的小块，分别清除，这项清除工作必须

要有充足的清污作业人员。

11、作业安全方案

油不仅具有易燃和易爆的危险性，还具有一定的毒性。当发生溢

油后，涉及的安全问题是多方面的，它既有溢油带来的自然危害，也

有在现场清污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危害，即可能影响到个人，也有可能

影响到公共场所和社会群体，一旦处理不当，对应急清污人员的健康



和公共安全都可能造成威胁， 但首先要防止溢油对清污人员人体健

康造成的危害。因此，在溢油清污作业中做到安全防护，是保障溢油

应急清污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以及清污作业的正常进行的必要措施。

（1） 人员的安全防护方案

对于溢油应急清污作业人员来说，在清污作业的过程中，应做

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防护：

a. 听力保护， 长时间在产生噪音的机器旁工作应戴耳朵保

护装置。

b. 头部保护， 在清污的全过程中，应戴好安全帽，以防高处

坠落物和撞到硬物上，造成头部的伤害。

c. 眼睛保护， 清污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现场的情况，配戴

合适的防护眼睛，防止对眼睛造成的伤害。

d. 配戴呼吸器和口罩，防止油蒸气或毒气的吸入。

e. 配戴防油手套，防止污油的接触损害，减少对皮肤的暴露

伤害。

f. 配穿防滑、耐油，防腐的保护靴。

g. 在近海、近岸、码头或在船上作业，要穿戴救生衣。

h. 在寒冷恶劣的天气下，要穿戴保暖服。

（2.） 现场清污作业安全方案

在清污现场，溢油对人体的危害途径有油蒸气的吸入、皮肤接触

和摄取。为了避免清污人员可能发生的中毒，应采取以下作业方案：



a. 在清污作业时，作业人员应尽量在上风处操作回收溢

油，以减少对油蒸气的吸入。如果存在溢油蒸气的吸入

可能，清污人员就必须配戴有过滤功能的呼吸器，来阻

止油气的吸入。在作业现场严禁吸烟。

b. 在码头、内锚地附近等油蒸气浓度较高的区域作业时，

要待油蒸气彻底消散后，再进入现场进行溢油清污作业。

c. 如果皮肤沾上油污，要尽快擦掉，用肥皂或清洗液清洗，

不能用汽油。

d. 在处理毒性可能增大的风化油时，清污人员要采取特殊

的措施加以预防。

e. 在使用消油剂等化学制剂进行溢油处置时，清污人员要

采取保护措施，减少和避免皮肤接触和油蒸气的吸入。

同时严格按照海事部门的对消油剂的技术标准要求和使

用说明进行操作。

f. 溢油清污作业期间，按要求穿戴防护服，保证对人体的

防护。

3）. 防火防爆作业方案

在原油、汽油或其它轻质燃料油溢出的初级阶段（未风化）。由

于其轻组分的蒸发，在油膜附近存在着易燃气体，引发火灾和爆炸的

危险性很大。进行此类的溢油应急清除作业前，要充分了解掌握溢油

的相关参数，对火灾和爆炸的潜在危险进行预防。在确认我火灾和爆

炸的危险后，方可进行清除作业。作业时，要在溢油区域的上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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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应急救援人员联系方式一览表

公司应急指挥部名单及联系方式

应急指挥部职务 姓名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总指挥 林楠 总经理 13604097777

副总指挥 王春生 副总经理 13604258857

成 员 姜柏桥 业一部经理 13942819600

成 员 马有飞 业二部经理 13304110368

成 员 刘永先 机务 13478442626

成 员 孔繁宇 海务 13591106099

成 员 辛玲 文员 13204071331

成 员 高志鹰 环境督查 18940930979

成 员 周红 财务经理 15840822206

各应急小组组长名单及联系方式

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林楠 13604097777（２４小时）

救援组名称 成员名单 职务 联系电话

污染物清除作业组 马有飞 组长 13304110368

污染物处置作业组 姜柏桥 组长 13942819600

后勤保障组 王保胜 组长 15724566387

医疗救治组 谭雅戈 组长 13940928753

通讯保障组 辛玲 组长 15840822206

取证与费用记录组 周红 组长 13940928753

安全保卫组 孔繁宇 组长 13591106099

专家组 王春生 组长 13604258857

船舶紧急联系人：蒋睿 15142492996 应急值班电话：188042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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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连水域港区一览表

（1）东港港区：

升级改造中，预计有 30 个泊位，主要是以游艇、客轮停靠为主。

（2）大港港区：

有突堤式码头 4座、顺岸码头 3座，装卸生产泊位 22 个，其中万吨

级泊位 9个，码头线长 5110m，前沿水深 6.9m～12.1m。主要经营内

贸集装箱、散杂货、散化肥滚装和客运。

（3）香炉礁港区

有突堤式码头 2座，装卸生产泊位 8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2个，

5000t～7000t 级泊位 6个，码头线长 1800m，前沿水深 7m～11m，铁

路通到码头。以钢材、木材、大件设备中转运输为主，同时经营客货

滚装运输。

（4）甘井子港区

有钢栈桥式码头 1座，装卸生产泊位 3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2个。

装船效率可达到散粮 7000t/d～10000t/d、煤炭 7000t/d～10000t/d、

水泥 15000t/d。是以出口煤炭、水泥、硬质沥青为主的专业化港区，

同时转运出口玉米和担负船舶航修任务。

（5）新港油港港区

有栈桥式原油码头 1座和栈桥式成品油码头 2 座，其中原油码头有泊

位 2个，水深分别为 14.5m 和 17.5m，系由靠船墩、系船墩和装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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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组成的开敞式离岸码头，装油效率为 1万 m3/h，接卸效率为

4000m3/h，可停靠 30000t～150000t 级油轮；成品油码头有泊位 4 个，

可停靠 3000t～50000t 级油轮。码头年综合通过能力 3000 万 t。

（6）大连湾港区

有深水泊位 5个，可同时停靠 3 万 t 级船舶 3 艘。是以华能电厂和市

内用煤及危险品转运为主的专业化港区，同时转运钢材、杂货和客货

滚装运输。

（7）大窑湾港区

共有深水泊位 8个，其中集装箱专用泊位 5 个，水深 12m～14m，可

靠泊第四代、第五代集装箱船；有岸桥 7台，场桥 25 台。从新加坡

引进的世界 先进的 CITOS-1 计算机码头操作系统，具有年处理 300

万 TEU 的能力。

此外，该港区还有 2.5 万 t 级杂货泊位 2个和中国规模 大、现代化

程度 高的 8万 t级散粮泊位 1 个。

（8）黑嘴子港区

有 6000t 级泊位 8个，码头线长 841m。以接卸地方小型船舶为主，

主要货种为钢材、木材、粮食、水产品及杂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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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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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大连主要航道一览表

1、 大港区航道：

淤泥底质，设计水深为负 10 米，航道宽度 270 米，长度 2500 米

吃水在 10 米左右的船舶可随时进出

2、香炉礁航道：

淤泥底质，水深负 8米，宽 100 米。

3、甘井子航道：

淤泥底质，设计水深负 9米，宽 180 米。

4、新港原油码头航道：

为天然航道，底质为砂、泥、岩石组成，水深负 17.5 米，宽 300 米。

5、大窑湾航道：

为天然航道，底质为泥、砂、岩石组成，水深负 10.7 米，宽 210

米。

6、大连湾码头航道：

为天然航道，淤泥底质水深负 9.5 米，宽 100 米。

7、大三山水道：

为天然航道，底质为砂、泥、岩石，具有通航分带

8、老铁山水道：

为天然航道，进出内渤海的咽喉要道，具有通航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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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大连水域锚地一览表

大连水域内有 7个锚地，其中货轮检疫锚地 2个，油轮检疫锚地 1个。水域面积

8000 多平方米。锚泊能力 157 艘。

第一货轮锚地

水深：8-21 米

水域面积 ：18.023 公里

第二货轮锚地

水深：9.4-12.8 米

水域面积：17.461 平方公里

油轮锚地

水深：8-9.8 米

水域面积：8.932 平方公里

黑咀子锚地

水深：5-7 米

水域面积：0.356 平方公里

大连新港货轮锚地

水深：28-33 米

水域面积：16.116 平方公里

大连新港油轮锚地

水深：26-33 米

水域面积：19.246 平方公里

大窑湾锚地

水深：21-28 米

水域面积：7.642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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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大连水域环境敏感区表

（有些不在三级作业区域内，但必需熟悉，仅供参考）

序号 资源名称 位置 保护对象 备注

1 复州湾盐田区 复州湾 盐田* 优先保护

2 金州湾盐田区 金州湾 盐田* 优先保护

3 长兴岛养殖旅游区 长兴岛* 养殖、旅游* 特别保护特

4 夏家河子海滨浴场 夏家河子 旅游、养殖* 特别保护

5 老铁山自然保护区 老铁山 斑海豹、蛇岛 特别保护特

6 仙浴湾旅游区 仙浴湾 旅游区* 优先保护

7 大连南部风景区 旅顺港周边 旅游区* 特别保护特

别保护8 旅顺南路风景区 旅顺南路 旅游养殖*

9 星海广场风景区 星海广场 旅游区* 特别保护

10 付家庄海滨浴场 付家庄周边 旅游、养殖* 特别保护

11 老虎滩旅游公园 老虎滩周边 旅游、养殖* 特别保护

12 棒棰岛海滨 棒棰岛国宾馆海滩 旅游、养殖* 特别保护

13 东海公园海滨浴场 东海公园 旅游* 特别保护

14 金石滩旅游度假区 小瑶湾、金石滩 旅游养殖* 特别保护

15 大孤山半岛养殖区 大孤山半岛 养殖旅游* 特别保护

16 凌水河口西部养殖区 凌水河口西部 养殖旅游*

特别保护
17

老偏岛至玉皇顶海滨地貌海

洋保护区。
老偏岛至玉皇 海岛旅游区*

18

大连城山头海滨地貌海洋保

护区。 大连城山头 海岛旅游区*

19 青堆子湾养殖区 青堆子湾 养殖区* 特别保护

20
庄河人工增殖放

流区
庄河湾 养殖区*

特别保护
21

海洋岛为养殖、

捕捞和旅游区
海洋岛

养殖旅游野

生鱼类保护

22
獐子岛养殖捕捞

旅游区
獐子岛

养殖旅游野

生鱼类保护*

23 大长山岛养殖、 大长山岛 养殖旅游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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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源名称 位置 保护对象 备注

旅游区
生鱼类保护*

24
小长山岛养殖、

旅游区
小长山岛

养殖旅游野

生鱼类保护*
特别保护

25
广鹿岛养殖、旅

游区
广鹿岛

养殖旅游野

生鱼类保护*
特别保护

26
王家岛旅游、养

殖区
王家岛

养殖旅游野

生鱼类保护
特别保护

27
石城岛旅游、养

殖区
石城岛

养殖旅游野

生鱼类保护*
特别保护

28
海王九岛自然保

护区
海王九岛

野生鱼类及

动物*
特别保护

* 斑海豹保护区的位置：冬季、斑海豹到大连浮冰区进行产子，大连所有海域均为

海豹保护区

* 候鸟保护区的位置：春秋季节，大连滩涂是候鸟迁徙的落脚之处，在此季节，大连所

有海域均为鸟类保护区，特别以老铁山及长海县等地尤为重要。

* 鱼类保护区位置：在夏季，休渔期间，大连沿海及周边海域，正是鱼类繁殖区域，在

此期间大连所有海域都是鱼类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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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大连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

（有些不在三级覆盖内，但必需熟悉，仅供参考）

近岸海域区划经省政府同意，省环保局批复（辽环函[2006]157 号）原区划

于 2006 年 5 月 22 日予以调整，调整后大连市近岸海域共划分为 69 个功能区。

按照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战略，

根据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1998－07－01 实施）和《近岸海

域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HJ/T82－2001，2002－04－01 实施），市政府

决定对大连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作如下调整：

一、四类环境功能区

1、海之韵公园西端至海中一点（和尚岛煤码头东端至大三山岛西南角连线

和海之韵公园西端至大孤山半岛山西头连线的交汇点）至开发区日清码头东端连

线以西所包围的海域（不包含碧海山庄附近海域和开发区红土堆子湾底至日清码

头东端连线以西海域）。

2、开发区大窑湾海域（大孤山半岛沙坨子至大窑湾大地村连线以西海域）、

大孤山半岛北良码头北端至沙坨子向海延伸 1000 米所占海域。

3、旅顺口区双岛湾、董砣子近岸向海延伸 2000 米范围内，旅顺口区三涧堡

镇石付村红庙所在岸线向海延伸 1000 米，旅顺口区大羊头北端至杨家村向海延

伸 2000 米。

4、金州区三十里堡镇港口及临港产业区码头岸线向海延伸 2000 米。

5、辽宁红沿河核电厂码头岸线向海延伸 2000 米。

6、瓦房店市长兴岛马家咀子至高脑子角码头岸线向海延伸 1000 米，长兴岛

葫芦山咀至五沟西咀码头岸线向海延伸 1000 米，西中岛拉脖山至长兴岛葫芦山

咀码头岸线向海延伸 1000 米，西中岛的景房身至大月口码头岸线向海延伸 1000

米，凤鸣岛的毛礁山至郝家窝棚码头岸线向海延伸 1000 米。上述码头岸线以审

查通过的《长兴岛港区总体规划》为准，葫芦山湾和董家口湾除以上划定海域和

航道、锚地必需的海域外，其余部分为功能待定区。

7、庄河市黑岛黄家圈海域近岸 10 平方公里。

8、小平岛军港；旅顺口区龙王塘渔港、旅顺军港；开发区曹家屯港、金石

滩港；金州区荞麦山渔港、七顶山渔港、七顶山货港、杏树屯中心渔港；瓦房店

市松木岛港（向海延伸 500 米）、将军石湾渔港、华铜港、永宁渔港；普兰店市

皮口港（约 0.4 平方公里）、平岛港；庄河市庄河港（约 0.3 平方公里）、庄河

新港（约 0.4 平方公里）、打拉腰港（约 2平方公里）、南尖渔港（约 0.2 平方

公里）、青堆子山龙头渔港（约 0.2 平方公里）、黑岛流网圈渔港（约 0.2 平方

公里）、石山蛤蜊岛渔港（约 0.2 平方公里）、尖山高丽城渔港（约 0.2 平方公

里）、王家镇客货码头（约 0.06 平方公里）、石城乡北嘴码头客货滚装泊位（约

0.43 平方公里）（注：没有注明海域面积的港口均从其占有的码头岸线向海域

延伸 2000 米）。

二、三类环境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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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茔子西侧向海域延伸 2000 米。

2、碧海山庄所在海岸线向海延伸 2000 米。

3、开发区红土堆子湾底至日清码头东端连线以西海域。

4、金州湾（从前石海湾至苏家屯连线以东约 8平方公里）、金州区登沙河

镇临港工业区岸线向海延伸 2000 米、三十里堡镇港口及临港产业区岸线向海延

伸 2000 米、大魏家河口岸线向海延伸 500 米。

5、辽宁红沿河核电厂温坨子厂址和江石底厂址所在地海岸线向海延伸 2000

米。

6、普兰店市海湾大桥以东海域。

7、庄河市花园口临港工业园区所在地海岸线向海延伸 2000 米、庄河口（约

0.4 平方公里）。

8、长海县的各港口港区所占海域。

三、一类环境功能区

1、三山岛、小平岛南部玉皇顶、大坨子、二坨子、三坨子、四坨子、老偏

岛周围 500 米范围海域。

2、开发区金石滩海滨地质遗迹、常江澳周围 500 米范围海域。

3、开发区黄咀子湾外东三辆车礁周围 500 米范围海域。

4、开发区城山头周围 500 米范围海域。

5、旅顺口区老铁山自然保护区沿岸海域（从柏岚子至董家村约 50 公里岸线

向海延伸 1000 米，不包含大羊头北端至杨家村海域和董坨子渔港）、蛇岛周围

1000 米范围海域。

6、庄河市王家岛、形人坨周围海域。

7、长海县核大坨子、乌蟒岛、獐子岛、南坨、后套周围 500 米范围海域。

四、二类环境功能区

除上述各类环境功能区外，其余近岸海域均为二类环境功能区。

五、从本区划公布之日起原区划自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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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应急卸载泵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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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应急能力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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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米
HPFC60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100 米 HPFC600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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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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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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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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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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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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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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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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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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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5 PP-2 良好 旅顺应急库

1 PP-2 良好 长兴岛应急库

0.18 PP-2 良好 舜丰拖 1

0.04 PP-2 良好 舜丰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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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良好 温州海洋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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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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卸载装置 总卸载能力（t/h） ≥300

80 HPM8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80 HPM80 良好 和尚岛应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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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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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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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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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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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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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洋 005 良好 大港 52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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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新港、长兴岛港及东方重工建

立四个溢油应急库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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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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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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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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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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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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王春生

电话 13604258857

邮箱 Shunfeng188@sina.cn

附件十 船舶污染清除作业费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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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

DALIAN SHUNFENG SHIPPING SERVICE CO.LTD

船舶污染清除费率表

APPENDIX II.2 SHIP POLLUTION RESPONSE EXPENSE TARIFF

序 号
number 类别 Items 物资名称 Material name

规格型号
Spec &
Model

单位
Unit

单 价
Unit price
RMB

待命费
standby
rate

详细信息
detailed information 备注 remark

1

围油栏套系
装 备 Oil
Containment
Boom
Equipment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 Inflatable rubber boom WQJ1500 米 / 天

meter/per day
35 18 包含卷绕架，include Winding frame

每天指 24 小时 ，per day
24H，不足一天按一天计算
calculated as 1 working

day if less than 1
working day(8H)

2 充气围油栏拖头系统 Boom pulling head

system
1500 套/天 Set/per day 100 50

3 电机驱动动力站 Motor drive power pack 1500 套/天 Set/per day 630 300

4 电机驱动充吸气机 Motor drive inflator &
deflator

1500 套/天 Set/per day 192 100 power 20kw

5 柴油机驱动动力站 Diesel engine power
pack

1500 套/天 Set/per day 675 300 power 20kw

6 柴油机驱动充吸气机 Diesel engine
inflator & deflator

1500 套/天 Set/per day 240 120

7 PVC 浮子式围油栏 PVC float boom WGV1500
米/天

meter/per day
24 12

包含围油栏固定锚，Contains the anchor

每天指 24 小时 ，per day
24H，不足一天按一天计算
calculated as 1 working

day if less than 1
working day(8H)

8 PVC 浮子式围油栏 PVC float boom WGV900
米/天

meter/per day
18 9

9 PVC 浮子式围油栏 PVC float boom WGV600
米/天

meter/per day
15 8

10 防火围油栏 Fireproof boom FW900
米/天

meter/per day
72 36

11 岸滩围油栏 Shore boom WQT750 米 / 天

meter/per day
50 25 包含充水、充气机，Contains the full water、

inflator。

12
喷洒装置

Spray
Equipment

船用喷洒装置 Ship sprayer PS120 套 / 工 作 日

Set/working day
1,320 660

throughput 135 L/min，包括船用手持式喷枪
include Portable prayer。 每工作日指 8 小时 ，per

working day 8H.不足一工作日
按一工作日(8H)计 calculated

as 1 working day if less than
1 working day(8H)

13 手持喷洒装置 Portable sprayer PS40 套 / 工 作 日

Set/working day
120 60

throughput 18 L/min.15 RMB per hour of

portable spray gun is refers to the Marine

handheld,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Marine

sprays costs. This is PS40

14 清洁装置

Cleaning
Equipment

热水清洁装置 Hot water Cleaning

Equipment
JYCH815B 套/天 Set/per day 600 300 throughput 15 L/min

每天指 24 小时 ，per day 24H，不

足一天按一天计算
15 冷水清洁装置 Cold water Cleaning

Equipment
CJC-1113 套/天 Set/per day 400 200 throughput 14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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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应急过驳装
置
Emergency

unloading
Equipment

应急防爆卸载泵 Emergency explosion-proof

unloading pump
XZB100-1 套/小时 Set/hour 1,000 500 包括动力站，Includes power station

throughput 100M³/H,power:29KW、3000rpm

17
应急防爆卸载泵 Emergency explosion-proof

unloading pump
XZB200-2 套/小时 Set/hour 1,600 800 包括动力站，Includes power station

throughput 200M³/H, power:60KW

18
应急防爆卸载泵 Emergency explosion-proof

unloading pump
DOP200 套/小时 Set/hour 1,600 800 包括动力站，Includes power station。防爆、 附

带加热装置的 explosion-proof、 Attached

heating device，throughput 200M³/H power:52kW

、2500rpm，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complete fittings
19

应急防爆卸载泵 Emergency explosion-proof

unloading pump
DOP250 套/小时 Set/hour 2,000 1,000

20
发 电 装 置

generating
set

电力供应 Generator 套/小时 Set/hour
COST PLUS

15%
COST PLUS

7.5%

21

收 油 机
Skimmers

动态斜面收油机 Dynamic bevel skimmers DXS100
套 / 工 作 日

Set/working day
2,500 1,250

trademark：huahai,,power: 29KW、2800rpm OIL

viscosity:high, medium & low .throughput 100M

³/H

每工作日指 8小时 ，per working

day 8H.不含燃料油，不足一工作日

按一工作日(8H)计 doesn't contain

MYC，calculated as 1 working day

if less than 1 working day(8H)

22 堰式收油机 Weir skimmers YSJ-50
套 / 工 作 日

Set/working day
1,500 750

trademark ： huahai,power:15.3KW 、 3000rpm,OIL

viscosity:high, medium & low .throughput 50M

³/H

23 齿盘式收油机 Gear skimmers CSJ50
套 / 工 作 日

Set/working day
1,700 850 trademark：huahai,power:29KW、2800rpm ,for

oils of high viscosity .throughput 50M³/H

24 转盘转刷式收油机 Turnplate brush

skimmers
ZSJ40S 套 / 工 作 日

Set/working day
1,600 800

trademark：huahai,power:14.5KW、3000rpm for

oils of medium & low viscosity .throughput 40M

³/H

25 维珂玛收油机 VIKOMA skimmers KOMARA 20
套 / 工 作 日

Set/working day
1,150 600

UK VIKOMA throughput 20M³/H,power 6.7kW ，
Skimmer rate >95%,for oils of medium & low

viscosity

26

吸附材料
bsorbing

materials

吸油拖栏 Oil absorbing tow fence XTL-220 米 meter 110

27 吸油毡 Oil absorbing mat PP-5 吨 Ton 30,000

28 索科罗化学吸收材料 Sokerol chemical

absorbing materials
Sokerol 公斤 kg 26

The Australian import Cost price RMB22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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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溢油分散剂

Oil

dispersant

溢油分散剂 Oil dispersant 常规型

Common
公斤 kg 27 非生物降解 abiotic degradation

30
微普紧急泄漏处理液 WP emergency leakage

treatment fluid

生物型 ion
b 公斤 kg 100 生物降解型 Bioremediation

Technology

31

应急作业车辆

Emergency
Response
Vehicles

叉车 Forklift 3.5T 工作日 working day 1,440

每工作日指 8小时 ，per working

day 8H.包括燃油费、驾驶费，不足

一工作日按一工作日(8H)计

include MYC、Driving fee，

calculated as 1 working day
if less than 1 working day(8H)

32

设备运输车辆 Equipment transportation

vehicle

3T 工作日 working day 1,000

33 5T 工作日 working day 1,500

34 8T 工作日 working day 2,000

35 12T 工作日 working day 2,600

36
人员运输车辆 Personnel transportation

vehicle

5 saddle 工作日 working day 500

37 20 saddle 工作日 working day 1,500

38

污染物运输车辆 pollutant transportation

vehicle

3T 工作日 working day 1,800

39 5T 工作日 working day 2,000

40 8T 工作日 working day 2,500

41 12T 工作日 working day 3,200

42
应急作业吊车

Emergency

Response

crane

吊车 crane

5T 工作日 working day 2,400

43 8T 工作日 working day 3,200

44 25T 工作日 working day 4,800

45 储存装置

Temporary

storage

device

临时储存装置/中转基坑

Temporary storage device

立方米/天

M³/per day

COST PLUS
15%

COST PLUS

7.5%

46 油桶，Fuel Storage Drum 200KG 套/Set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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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油管 Hose

≤3 英寸油管， ≤3 inch Lay Flat hose
≤3 英寸，

≤inch
米 / 天

meter/per day
5

包含法兰，Contains the flange

48 4 英寸油管， 4 inch Lay Flat hose
4 英寸，

4inch

米 / 天

meter/per day
8

49 6 英寸油管， 6 inch Lay Flat hose
6 英寸，

6inch

米 / 天

meter/per day
16

50 8 英寸油管， 8 inch Lay Flat hose
8 英寸，

8inch

米 / 天

meter/per day
28

51

清除工具
Cleaning
tools

手提塑料桶（带密封盖） Portable plastic

bucket (with sealed cap)
20L 每个，pcs 72

52 防静电油勺 Anti-static oil scoop 每个，pcs 38

53 防静电油铲 Anti-static oil spade 每个，pcs 38

54 防爆手电 Explosion-proof flashlight 每个，pcs 75

55 通 讯 工 具
Communicati
on tool

防爆 VHF Explosion-proof VHF 个/天 pcs/per day 200

56 卫星电话 Sattelite Phone 每天 per day 500

57

安防用品

PPE

工作马甲 Flotation Work Vest 套，Set 70

58 安全绳 Safety Harness/ 套，Set 100

59 防化服 Chemical-proof suit Type C 套，Set 240

60 安全帽 Safety helmet MSA 个，pcs 53

61 防护眼镜 Protection goggles 个，pcs 53

62 防噪耳罩 Noiseproof ear shield 个，pcs 120

63 防毒面具 Gas mask 个，pcs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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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安防用品
PPE

口罩 Respirator 个，pcs 15

65 阻油防护服 Greaseproof protective

clothing
套，Set 300

66 防寒工作服 Cold protective clothing 套，Set 900

67 隔热服 Heat isolation clothing 连 体 式

Integral
套，Set 3,000

68 分体雨衣 Split-type raincoat 套，Set 240

69 防油手套 Greaseproof gloves 双，Pair 90

70 耐油防护鞋 Greaseproof protective shoes 双，Pair 372

71 防滑水靴 Skidproof water boot 双，Pair 120

72 正压式呼吸器 Positive Pressure Air

Breathing Apparatus
套/天，Set/per day 800

73 眼睛冲洗液 Eye flush fluid 升，Litre 68

74 急救箱 First aid kit 个，Pcs 690

75 伤员担架 Wounded stretcher 套，Set 1,800 Wounded stretcher，jianan brand

76

船舶 Ship
溢油应急专业船

Professional oil spill contingency ship

< 600 DWT 工作日 working day 26,000 13,000

Oil spill recovery ship,
（L*B*H)M：48.9*8.2*3.25，

GT:335,DWT:550,power:220kw,capacity

:630M ³ ,crew: 6people,Including spin arm

Attach Ship sprayer、skimmer etc.Oil Spill

Materials
每工作日指 24 小时 ，per working

day 24H.不足一工作日按一工作日

(8H)计 calculated as 1 working

day if less than 1 working

day(24H)

77
≥ 600 DWT

< 1000 DWT
工作日 working day 39,000 19,500

Oil spill recovery ship
,（L*B*H)M：43.2*9.2*4.1，GT:497，

DWT:905,power:540kw,capacity

:1100M ³ ,crew: 6people,Including spin arm

Attach Ship sprayer、skimmer etc.Oil Spil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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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船舶 Ship 溢油应急辅助船 Auxiliary ships

< 300 DWT 工作日 working day 16,800 8,400
placed boom ship, （L*B*H)M 30*5.1*2.45，

GT:96,DWT:180,power:88kw,,crew: 4-

5people.Traffic boat & Boom placing boat

每工作日指,24 小时 ，per working

day 24H.不足一工作日按一工作日

(24H)计 calculated as 1 working

day if less than 1 working

day(24H)

79
≥ 300 DWT

< 500 DWT
工作日 working day 20,200 10,100

Oil ship, （L*B*H)M：41.2*7.32*3.32，
GT:264,DWT:491,power:202kw,capacity

:500M ³ ,crew: 6people.Attach Oil Spill

Materials，Boom placing boat，Transport oil

pollution，Temporary storage device

80
≥ 500 DWT

< 1000 DWT
工作日 working day 22,500 11,250

Oil ship, （L*B*H)M：43.88*7.5*3.8，
GT:307,DWT:566,power:202kw,capacity

:500M ³ ,crew: 6people.Attach Oil Spill

Materials，Boom placing boat，Transport oil

pollution，Temporary storage device

81

应急人员

Emergency

personnel

溢 油 应 急 现 场 普 通 操 作 员

ordinary Emergency operator
ordinary 工作日 working day 400

经过国家培训，并获得操作证书。 应急操作人员
具备应急反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正确使用应急设
备和器材，实施清污作业 。 After the
national training, and obtain the certificate
。Emergency operators have emergency response
of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correct use
of emergency equipment and equipment,
implement rack cleaner homework.

每工作日指 8小时 ，per working

day 8H.不足一工作日按一工作日

(8H)计 calculated as 1 working

day if less than 1 working

day(8H)

82 溢 油 应 急 现 场 技 术 操 作 员

Professiona Emergency operator

skilled
工作日 working day 600

经过国家培训，并获得操作证书（熟练）。应急操

作人员具备应急反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正确使用

应急设备和器材，实施清污作业。After the

national training, and obtain the certificate

（skilled）Emergency operators have emergency

response of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correct use of emergency equipment and

equipment, implement rack cleaner homework.

83 溢油应急现场指挥 Onsite commander
Onsite

commander
工作日 working day 1,600

经过国家培训，并获得现场指挥证书。现场指挥人

员能根据指挥机构的对策，结合现场情况，制定具

体的清污方案并能组织应急操作人员实施。After

the national training, and obtain the Onsite

commander certificate。On-site command staff

can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 organization

strategy, combining site conditions, formulate

specific rack cleaner plan and implement

emergency operator can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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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应急人员

Emergency

personnel

溢油应急高级指挥 Senior commander Senior

commander
工作日 working day 2,800

经过国家培训，并获得高级指挥证书。高级指挥人

员具有对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的宏观掌控能力，

能够根据事故情形综合评估风险，及时作出应急反

应决策，有效组织实施。 After the national

training, and obtain the Senior commander

certificate。

Senior commander who has to the ship pollution

accident emergency response of the macro

control ability, can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situation

risk, timely make emergency response decisio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每工作日指 8小时 ，per working

day 8H.不足一工作日按一工作日

(8H)计 calculated as 1 working

day if less than 1 working

day(8H)

85 溢油应急专家 oil spill contingency Specia Specialist 工作日 working day 2,800
具有丰富的溢油应急知识、专业技能和经验。

wealth of oil spill emergency knowledg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experience.

86 机械师/焊接工 Mechanic/Welder technician 工作日 working day 1,200

87 律师咨询费 LEGAL CONSULTING
COST PLUS
10%

88
应急作业期间人力投入,若在法定节假日劳动成本是原来 3倍;若在双休日劳动成本是原来 2倍。Human input during emergency operation, if the legal holiday labor cost is 3 times the
original; If the double cease day labor costs is the original 2 times.

89

污染物处置

Pollutant

disposal

fee

固体污染物处理费用 Agreed expenses on

solid waste pollutant
公斤，kg COST

达到当地环保标准要求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standard

The rates will be charged on a

cost incurred basis and reviewed

at the time of an incident

90
危险品、化学品污染物处理费用 Agreed

expenses on solid waste/dangerous

article chemical pollutant

公斤，kg COST
达到当地环保标准要求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standard

91 油污水处理 oily water disposal 公斤，kg COST
达到当地环保标准要求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standard

92 油垃圾处理 Oil Rags&garbage disposal 公斤，kg COST
达到当地环保标准要求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standard

93
码头

Dockage Fees

污染物处置靠泊码头
ALL PORT AND DOCKAGE FEES COST PLU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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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其它 other

柴油 derv 升，Litre

加运输成本

10%，
Transportat
ion Cost

Plus 10%

根据市场行情，According to the market

95 汽油 petrol 升，Litre

根据市场行情，According to the market

96 餐费 for food 人/餐 person-time COST PLUS
按照当地标准 According to local standard

97 饮用水 purified water 升，Litre COST PLUS
按照当地标准 According to local standard

98 租用临近指挥办公室 rent contingency Office Space for command center
COST PLUS

15%

99 管理费 Overhead

Amount
RMB 15%

按船舶污染清除总费用的 15%计算。Ship

pollution clear 15% of the total expense

calculation

100 税费 taxes and dues

Amount
RMB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