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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市海 上 搜救现状分析
孙 海涛
(天 津海事局

通航管理处 天津 sO∝ 51)

摘 要 : 目前 ,海 上人命救助工作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大事 ,全 社会对水上安全
工作都给子了高度的重视。天津市海上搜救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机遇 ,同 时又面临严峻的
挑战。文章对天津市海上搜救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 出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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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

天津海域面积 1,6万 平方公里 ,海 岸线长度约
I53km。 天津水域港区范围大、
生产
码头布局复杂、
交叉点多 ,船 舶流量大
与建设同步进行 ;航 道狭长、
通航环
船舶大型化专业化趋势明显 ;海 上航道交错 、
,

境复杂 ,航 道贯穿锚地 ,桥 闸形成交通瓶颈 ,候 桥候
闸易造成事故 ;随 着港 口大型油码头建成投产和滨
海新区重化工基地的快速建设 ,危 险晶运输泄漏风
险增大 ;每 年秋冬季节大雾和突发性寒潮大风 ,严 重
影响通航安全 c面 对如此复杂的海上通航环境 ,天
津市的海上搜救工作任务重 ,压 力大 ,面 临严峻的挑
战c

1 夫津市海上搜救现状

l

”
事故 的搜救抢险行动 ,获 得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
和好评 ,在 国际航运界产生深的影响 ,为 我 国赢得了
良好的国际声誉。

2

天津市海上搜救现状分析

随着天津滨海新区的进一步开发开放 ,天 津水
上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 ,船 舶数量猛增 ,交 通流密度
不断增大 ,水 上交通安全形势严峻。现有的专业海
上搜救力量还显得很薄弱 ,搜 救船艇性能差 ,抗 风等
级和航行速度都不能适应快速反应的需求 ,搜 救力
量不能及时到位 ,协 调指挥通信不畅 ,信 息化水平较
经费、
人员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天
低 ,并 且由于体制、
津海上搜救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成立于 19g9年 ,由 天津海
事局负责搜救 中心办公室具体 工 作。⒛03年 -

2,1 搜救应急反应能力建设落后于航 运经济的发

zO07年 ,共 组织海上搜救行动 9s起 ,调 派备类救助
船舶 z98艘 次 ,渭 派直升机 15架 次 ,救 助船舶 Ts
艘 ,救 助人员 ls95人 ,救 助成功率达 gO%。 经过近

2.1.1 出不去ˉ专业救助力量非常薄弱

4个 分 中
年来的不懈努力 ,在 已确立的 1个 中心、
3架 救助飞
心 ,2支 专业救助队伍 ,28家 成员单位、
”
⊥
⒕ 艘待命船舶的组织架构 ,“ 四防 救 的基本
机、
11个 应急反应分预案的基础 上 ,天 津海上搜
职能、
救工作正逐渐纳人天津市政府应急总体 工作 ,搜 救
预案层级不断提升 ,搜 救法制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科学化取得领先 ,取 得了抗击
海上搜救指挥信息化 、
”
“
“i0,H强
∷
风暴潮 、
妥善处置 大清河 轮糠醇桶落
“
”
“
成功救助 新凯
救助 渚 扬 β 遇险人员 、
水事仵 、
” “
”
莲 轮与 依斯特 轮等突出的业绩 ,尤 其是 zO07年
”
”
“
“
3月 8日 奋威 轮与 地中海乔安娜 轮特大碰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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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目前 ,天 津海上搜救的主要船源来 自于天津港
轮驳公司的拖轮队伍和渤海石油的工作船艇 ,专 业
救助力量十分薄弱。天津地 区没有专业救助飞机
航空企业的飞机在恶劣气象条件下 ,对 搜救工作 的
,

支持有限 ;渤 海地区仅有一艘大型专业救助值守船
辽宁多处 同时发生险情 的需
难以满足天津、河北 、
要 ;天 津海事局的五艘巡逻船 ,设 备陈 旧老化 ,航 行
,

速度不能适应快速反应的需求 ,抗 风等级低 ,发 生大
风狂潮时 ,自 身安全都难以保证 ;防 污染应急反应装
钿能力还比较薄弱 ,根 本没有应对 1∞ t级 以上大规
模溢油污染的能力
2.1.2 看不见一信息化水平落后
;

目前 ,由 于卫星设各尚未普及 ,天 津海域的通信
与信息覆盖率不足 ⒛%,仅 能在天津港 区实现视频
”
“
信息的有效传输 ,广 大的搜救 区域成为 盲 区 ∶搜
救工作的信息合成和信息传递能力有待进 工 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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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ρ各类相关信息的数据集∷
成和处理不完善 ,不 能
准馋、
全面和及时获取必要的信息 ,不 能及时发现事
故隐患和接收船舶遇险报警。海上搜救中心还没
有
建立搜救信息系统,接 到遇险报警后 ,不 能迅速查
出
船名、
船东等搜救必要信息 ,延 误了最佳的救助时

机。

2.1,3 合不来二 缺乏 区域联 动和部
门协调
对于渤海海域这梓△个通航密集、
水文气象条
件复杂并辖跨三省∵市的内海区域 ,近 年曾发
生多
∶起重大海难事故 ,引 起了社会备界的极木关注,搜 救
工作的成功与否将对社会稳定造成直
接的影响。目
前.在 华北 东地医尚未建立 大险情的区
域搜救
蕈
`华
应急合作机制 ,环 渤海的辽宁、
山东、
河北、
天津各地
区的海上搜救力量各 自为战 ,相 互间缺芝
支持和配
合 :在 应对重大和跨区域海上突发事件应
急行劫中
各省、
市的应急资源相信息还需中国海上搜救中
'b
的协调 、
指挥。
海上救助是一项复杂而技术要求高的系
统工
程,除 专业海上救助机构外 ,还 涉及slJ海
洋、
渔业、
气

2· 2·

3

缺乏必要的搜救经济衤卜
偿

:

帚
晏巛 品
蘖靴 爨摭 篙楂

2· 2·

耔常产生职责界限不清的

4

人员不足 ,素 质不高

羽象 :鄣 门(如 军队、
渔政
产
象等 )之 间联络
`气
不顺 ,各 部门相互之间缺乏`水
紧密 的配合 ,使 搜救的组
旨
力受至刂
限制。 |
~织 协调胄
2· 1.4
救不起一搜救工作遇到新的难题
近年来 ,施 工船 、
运沙船已经逐渐成为海上安全
的最大隐患。2007年 -2OO8年 6月
,天 津海域就发

生了⒕起施工船、
运沙船遇险事故,造 成了严重的
人命和财产损失和巨大的社 影 。但是
舍 呻
,在 搜救
°
工作 屮 ,遇 到了多起逸 险施ェ

3

未来发展之路

船、
运沙船 船员拒不 接

“
受救助的问题:这 些人本着侥幸 想∵
要船不要
尽
”
命 ,拒 绝离开遇险船舶,往 往错过了最佳的救助
时
机,搜 救指挥人员束手无策。
∷
2,2 天津海△搜救工作的发展 IlJ严
受 重制约
2.l 体制落后,经 费短缺
∷

2·

由于历史原因 ,天 津市海上搜救中心
虽作为天
浮市政府水上搜救I作 的杌 ,但 没有 体人
抑
实
员编
制、
办公毋备和办公场所 。其办
公掌设在海事部门
由海事部门承担 日常办公并 供设备。由于
揖
不相隶
:

属,致 使搜救中心与海事系绕职责界线不清。天津

市财政对海上搜救 的支持非常有 限,尚 不足
进行中
等规模的埤救演练 ,更 别提搜救行动的补偿
:
2· 2∶
地方政府的领导指挥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
?∶

3·

1 科 化△继续
孥持科技先行 的理念 ∷
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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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在 整个中心内部建立完善的搜救力量资料库

作 ;加 快信息资源整合步伐 ;加 强对各类极端禾气事
件发作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研究 ;加 强对海洋气候变
评估分析和对海上搜
化、
突发变异事件 的监测预警、

,

各搜救分中心建立的应急反应预案和险情应急反应
程序 ,进 一步提高搜救效率和快速反应水平。
3.4 社会化一更加有效的利用和调动社会力量

救工作规律性的认识 ,不 断提高在复杂气象情况下
信息
数字化 、
搜寻救助的成功率 ,建 设具有现代化、

目前天津海上搜救工作主要依靠广大社会力

海上搜救决策、
信息
化管理水平 ,集 水上安全监控、
工
分析处理等为 体的海 上搜救中心 ,从 而实现天津
市海上搜救工作快速 (高 效的目标。

3.2 一体化一推动环渤海 区搜救合作机制的建立
目前 ,渤 海周边水域的搜救部门均面临经费不
人员编制不落实等诸多困难 ,我 们将大力推动环
足、
渤海地区域搜救合作机制的建立工作。在立足现有
多
资源的基础上 ,根 据实际需要 ,建 立广泛的双边 、
逐
、
1边 、
区域性海上搜救合作机制。本着由易到难 步

'‘

山东三省一市
天津、
河北、
实施的原则进行 ,在 辽宁、
建立华北区域的海上搜救应急合作机制 ,共 同开展
区域性海上搜救工作 ,提 高海上人命救助效率 。实
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整合 ,使 天津市及环渤海地 区
的搜救水平达到全国同行业的领先水平。
3.3 体制化⊥将海 上搜 救工作纳人政府应急管理
·
体制
根据国家和天津市相关规划 ,天 津市应急反应
编制上的
中心正在筹备中,天 津市政府将给予财政 、
~支 持 ,这 为天津市海上搜救 工作的发展提供 了难得
的机遇。我们将努力做好 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 是大
力推动在天津海事局设立天津市海上搜救工作专项
交通疏导应急预案》作
指挥部 ;二 是将《天津港海上∵
,为 重点立法项 目由天沣市政府作为专顼预案对外发
′布 ;三 是推广《客船与搜救 中心搜救合作计划》,使
国际航线客船及公司推广实施 ;四 是完善
之在国内、

量 ,因 此推进海上搜救的进-步 社会化是 当前最为
可行的发展之路。我们要从 以下三个方面人手
(1)探 索设立海上搜救补偿基金
:

鉴于地方财政 目前无法加大对海上搜救工作的
投入 ,我 们应探索采用建立海上搜救基金的办法 ,解
决搜救补偿问题 :搜 救基金来源有三种途径 :一 是
地方政府专项拨款 ,二 是受益船舶的缴纳费用 ,三 是
团体或个人的捐助。搜救基金的用途
社会上单位、
主要有 :首 先对参与救助的船舶进行损耗补偿 ,再 是
安置获救人员 ,其 次是对参与搜救工 作成绩显著的
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
(2)尝 试建立海上搜救志愿机制
;

这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搜救人员构成模式
可节约大量人员成本 ,实 现搜救力量人力资源的有
,

效覆盖。先期通过志愿人员推广海上安全常识 ,以
后通过配备必要的装备和对志愿人员 的训练 ,逐 步
建成搜救志愿者队伍
(3)努 力扩大社会影响力
海上搜救是社会性的王作 ,要 通过宣传 ,让 大家
了解搜救体系、
搜救原则等搜救 工作。明白搜救工
;

作关系到千家万户 ,关 系到船员的切身利益 ,从 而提
高全社会参加水上搜救工作的自觉性。形成一个 以
Ⅱ地方政府领导协调
,海 事机构组织实施 ,相 关职能
”
部门协作 ,船 舶主动参加 ,群 众积极参与 的天津海
上搜救新格局。

海上搜救应急预案体系 ,进 一步规范海上搜救相关

Ⅱ田臼田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