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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船员 (2020 J 28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 iIE
规则〉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直属海事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

则))(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门号)有关要求，我局修订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实施办法)) ，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

专试和发证规则〉实施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管理，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交通运输|部令2020
年第 11 号) (以下简称 "20 规则" )，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20 规则"第五条适任证书"适用的限制"栏应
明确持证人所限制适用的船舶种类、主推进动力装置种类及特殊

设备的操作:

(一)限制适用的船舶种类为客问船、滚装客船 J丰卡扫问j运渊豆
水产品运输船、水产品运输船(鲜销)。

(二)限制适用的船舶主推进动力装置的种类为的燃机、蒸

汽轮机、燃气轮机。

(三)限制适用的特殊设备操作为电子海图显才与信息系

统、自动霄达标绘仪。

在客船或滚装客船上任职的船长和高级船员除搏有有效的

相应的客船船员特殊培训合格证外，适任证书上还需费相应取消

不适用于客船或滚装客船的限制;在客船或滚装客船 Ji任职的普
通船员以及在其他特殊类型船舶上任职的所有船员， }lt- 3重任证书

不载明相应的特殊类型船舶适用限制，但应持有相应有效的特殊

培训l]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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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申请消除适任证书船舶主推进动力装置种类、特殊

设备操作限制的，应完成《海船船员培训!大纲》规定的相应内容

培训 I1并通过考试。

第四条申请消除适任证书客船或滚装客船任职限制的，应

持有相应的客船船员特殊培训合 JASL!: 。riii;船上任职的海船船员

持有客船船员特殊培训合格证 II者无须持有客船船员特殊培训

合格证 1;在滚装客船上服务的船长、 i11 级船员和直接负责货物

装卸和系固、关闭船体开口及在滚装，生所 1Q交旅客上下船的船
员?还应当持有客船船员特殊培训 1)合拓证 IIL

持有不适用于客船或滚装客船适仨证书的船长和高级船员?

申请取消客船或滚装客船适任限制，应根据 "20规则"第二章第
三节规定在客船或滚装客船上完成相应的见习;在滚装客船上完

成见习的可以同时申请取消客船适任限制。

在两港问航程 50 海里及以上客船或滚装客船上任职的船长

还应具有航海技术或船舶驾驶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但已具有高

级船长职称的除外。

第五条见习三副、二副完成除货物运输内容外其他船上见

习的可以申请"仅适用于非运输船"的三副、二副适任证书;持

有"仅适用于非运输船"适任证书的三副、二副完成不少于 3个

月货物运输内容船上见习可以申请取消其适任证书上载明的"仅

适用于非运输船"的限制。

已持有适用于货物运输船舶适任证书的船员在各类非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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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 2020年 11月 1日之后的海上服务资历不能够作为晋升货物运

输船舶大副、船长的海上服务资历;持有"仅适用于非运输船"

船长和大副适任证书申请消除"仅适用于非运输船"版制的，应

通过附录 1((海船船员适任考试科目与项目》中"船舶结构与货

运"科目理论考试和"货物积载与系固"项目评估，并完成不少

于 3个月货物运输内容船上见习。

第六条 '~20 规则"第七条中船长和驾驶员职务曲高到低顺

亦为船长、大副古二副、三副;轮机长和轮机员职务曲高到低顺

序为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无线电操作 A员职务由
高到低顺序为一级无线电电子员、二级无线电电子员 J 通用操作
员、限用操作员。

甲板部文持级船员职务由高到低为高级值班水非、值班水

手，轮机部支持级船员职务由高到低为高级值班机工、恤班机工。

第七条船员取得适任证书需符合 "20规则"第十一条规定
的任职岗位健康要求。海船船员健康体检机构应按照物船员健康

检查要求》开展检查，并为符合健康标准的船员签发健康证明。

在 2014 年 7 月 1 日之前已经持有《船员服务簿》的海船船

员，其听力检查标准可以按下列标准执行:以电测听力计测定，

一耳裸听力在 O. 5 kHz、1. 0 kHz、2. 0 kHz、 3. 0 kH~ 频段上平

均小于等于 30 dB; 另一耳裸听力在 0.5 kHz、1. 0 kHzJ 2. 0 kHz，

3. 0 kHz 频段上平均小于等于 40 dBo

第八条 "20规则"第十一条规定的船员专业外语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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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录 20

第九条船员申请适任证书，应当填写《海船船员适任证书

申请表))(见附录 3)并按照 "20 规则"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提

交相关材料，船员管理系统中已有其电子信息的，可免于提交相

应纸质材料。

持有船长或高级船员适任证书申请新适任证书的，海事管理

机构在签发新适任证书时，应注销原持有的船长或高级船员适任-

证唱;持有值班水手或值班机工适任证书申请高级值班水手或高，

级值班机工适任证书时，海事管理机构在签发新适任证书时，应

注销原持有的值班水手或值班机工适任证书。

第十条被吊销适任证书根据 "20 规则"第二十二条申请适

任考试和发证的，以及被注销适任证书根据 "20 规则"第四十

九条申请评估和发证的?航区和等级与原适任证书保持不变，职

务降低一级。其中，三副、三管轮、电子电气员为高级船员最低

职务，可直接申请三副、三管轮、电子电气员适任考试和发证;

值班水手、值班机工、电子技工为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普通船

员的最低职务，可直接申请值班水手、值班机工、电子技工适任

考试和发证。

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适任考试和发证情形的，免于岗

位适任培训和船上见习。

第十一条 "20 规则"第二十七条"初次申请"是指第一次
申请适用于客船或滚装客船的轮机长、轮机员、电子电气员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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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已经持有适用于客船或滚装客船三管轮、二管轮、大管轮、

电子也气员适任证书的船员申请适任证书再有效、职务晋升、航

区扩大或功率提高不属于"初次申请"。

第十二条切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适任考司按照《海

船船员培训|大纲》确定的适任标准和内容实施予适任崭试科目和

项目见附录 10

第十二条 "20 规则"第三十条中"向有相应权阳海事管

理机构"系指:

(一)理论考试:初考应向培训机构所在地具有柑应考试权

限的海事管理机构申请，补考可向任何有相应考试权限的海事管

理机构申请。

(二)评f估古仨:应向培刷训11机构所在地具有相应考试丰过功j力i限:琅良的海
管理机构申请。

"20 规则"第二十条第(二)项"适任证书类别"系指适

任证书的航区、等级、职务。

"20规则"第三十条第(四)项"相应培训 11证明"系指申

请适任考试前 1年内取得的相应岗位适任培训证明;↑相应海上

任职资历"系指 "20规则"附件《申请海船船员适{签证书的培
训、海上任职资历和适任考试要求》中"海上服务资历"栏所列

资历。

第十四条适任考试理论考试和评估可以分开申请。船员申

请理论考试初考或评估初考时，应一次性申请全部理讼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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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评估项目，并提交《海船船员岗位适任培训 I1考试申请表))(见

附录 4)及提供 "20规则"第三十条规定的信息?船员管理系统
中已有相关信息的免于提供。

第十五条 "20 规则"第三十二条"初次适任考试"系指船

员完成相应的岗位适任培训后，第一次申有相应的适任考试;"准

考证签发之日"以所申请适任考试的理论考试准考证和评估准考

证的较早日期为准。

理论考试和评估补考可以分别申请 5 次;每次补考，不论申

请科目或者项目的数量，均视为 1次补考。

第十六条取得海船船员三副、三管轮、电子电气员培训许

可的全日制航海中专、专科及以上学历教育资格的院校古自其取

得相应许可之日起入学旦完成入学报备的相关专业全日常 j学生

(以下简称航海类学生) ，在校期间可申请与所学专业相应的初

次适任考试。

航海类学生完成毕业报备的，可按以下要求申请操作级适任

考试:

(一)在校期间未申请初次适任考试的?自取得毕业证书之

日起 5 年内可凭毕业证书向任何具有相应考试权限的海事管理

机构申请初次适任考试。

(二)在校期间已申请的初次适任考试及相关补考未全部通

过或成绩失效，以及取得毕业证书之日起 5 年内未申请初次适任

考试的，在具有不少于 12个月相应的支持级海上服务资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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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凭毕业证书向任何具有相应考试权限的海事管理机 l构按照初
次适任考试的相关要求申请适任考试。该适任考试未通过或成绩

失效的，再次申请适任考试需重新参加相应的岗位适任培训。

航海类学生在理论考试全部通过后进行船上见习的?评估补

考期限按照其船上见习所占用时间相应 )1民延。

第十七条申请无限航区适任考试者 F 自初考之日|起3年内

仅下列科目或者项目不合格，经本人申请，其已合格、科目、项

目成绩可作为沿海航区相同职务适任考试成绩，成绩有效期自其

他科目和项目全部通过之日起计算:

(一)船长和驾驶员"航海英语"理论考试科目;

(二)轮机长和轮机员"轮机英语"理论考试科目和"轮机

英语听力与会话"评估项目;

(三)电子电气员"电子电气员英语"理论考试科目和"电

子电气员英语听力与会话"评估项目;

(四)值班水手、值班机工和电子技工"英语听力与会话"

评估项目。

申请 GMDSS 通用操作员适任考试者，自初考之日赳 3 年内仅

"GMDSS 英语阅读"理论考试科目和"通信英语听力导会话"评

估项目不合格，经本人申请，其已合格的科目、项目成绩可作为

GMDSS 限用操作员适任考试成绩，成绩有效期自其他科目和项目

全部通过之日起计算。

第十八条通过三副适任考试并通过"水手工艺 't 评估的，
一 8 一



可视为通过相应航区、相应等级的值班水手适任考试;通过三管

轮适任考试可视为通过相应航区、相应等级的值班机工运任考

试;通过电子电气员适任考试可视为通过相应航区电子技工适任

考试。

三副与值班水手理论考试科目和评估项目对应关系见附录 1

中表一、表二?三管轮与值班机工理论考试科目和评估项目对应

关系见附录 1 中表三、表四，电子电气员与电子技工的理论考试

科目和评估项目对应关系见附录 1 中表六、表七。

第十九条已取得三副、三管轮或者电子电气员海船船员培

训项目的船员培训许可，且培训|质量体系运行有效、培训 11质量良

好的培训机构，以校内培训和船上培训相结合分段完成岗位适任

培训的，满足以下要求，其学员培训期间在船培训、见习的资历

可全部或者部分计入相应职务的见习资历:

(一)已设置符合《海船船员培训大纲》要求且与拟开展培

训11安排相适应的培训课程，包括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安排符合

规定要求的教学人员?编制与培训 11计划相适应的船上培训记录簿

和船上见习记录簿。开展船上培训前完成《海船船员培训大纲》

规定岸基培训所有内容的，可直接采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发布的

相应船上见习记录簿。

(二)培训课程在开展培训前应经直属海事管理机构确认 p

并已由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向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报备.

(三)开展船上培训前已按规定将船上培训计划、学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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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指导制 11练学员的船长及高级船员的名单、资历守信时送

直属海事管理机构。

第二十条学员培训期间船上培训、见习的资历， I 直属海事

管理机构按以下规定计入其相应职务的见习资历:

(一)完成不少于 12个月船上培训、见习，且在船长或者
合格的高级船员的指导下履行了不少于 6 个月的驾驶台或者机

舱值班职责?船上培训、见习不低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发布的相

应船上培训见习记录簿规定要求，并已通过直属海事管理机构评

估确认的，可以认可其 12个月相应职务的船上见习资历;但未

经直属海事管理机构组织的评估确认或经直属海事管理机构组

织的评估确认未达到船上见习记录簿规定培训 1I要求的 J 不予认可

见习资历。|

(二)完成了不少于 12个月船上培训、见习?位未在船长
或者合格的高级船员的指导下履行了不少于 6 个月的驾驶台或

者机舱值班职责的声可以根据其船上培训计划的安提川认可其最

长不超过 6 个月相应职务的船上见习资历。

第二十一条依照 "20规则"四十一条申请承讥签证应由
雇佣外国船员适任证书持有者的航运公司向直属海事管理机构

申请。

在办理承认签证时，如涉及在油船、化学品船和液化气船任

职的，应依照我国与船员证书签发国签署的船员证书丑认协议的

约定，一并办理相应特殊培训合格证的承认签证，并挂适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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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认签证中载明适用的相应特殊类型船舶。

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收到申请后?应通过缔约国主管机关网站

或缔约国公布的电子邮箱等方式对申请人提交的船员证书真实

性进行核实，并核实航运公司与该船员的雇佣关系。

第二十二条 "20 规则"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考核"
方式为参加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统一组织的考试。

第二十二条有 "20 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由负责

调查的直属海事管理机构组织船员适任能力进行考核;发生在境

外的，由签发证书的直属海事管理机构组织船员适任能力进行考

核。

考核结果表明船员不再符合适任条件的，由组织考核的直属

海事管理机构注销其适任证书或者承认签证 o

第二十四条 "20 规则"附件《申请海船船员适任证书的培

训、海上任职资历和适任考试要求》中规定的海上服务资历的航

区按照船员所服务船舶的《船舶最低安全自己员证书》界定。

"20 规则"对海上服务资历如无其他规定，均为申请者需
具有相应航区、相应等级、相应职务的海上服务资历。

船员服兵役期间的时间不计入船员适任培训、考试、发证要

求的时间限制。

船员申请适任证书职务晋升、航区扩大、吨位或功率提高所

需要的海上服务资历，应是自参加岗位适任培训之日起向前计算

5 年内相应的有效资历;无需参加岗位适任培训的，应是自申请

-11 一



考试或者发证之日起前 5 年内相应的有效资历。

申请适用于两港问航程 50 海里及以上客船、滚装 l客船船长、
驾驶员适任证书和初次申请适用于两港问航程 50 海盟及以上客

船、滚装客船轮机长、轮机员、电子电气员适任证书所需要的其

他种类海船上的服务资历不限于近 5 年内。

持有船长或驾驶员适任证书者申请无线电操作儿员适任证

书再有效时?其船长或驾驶员任职资历等同于无线电操作服务资

历;持有无线电操作人员适任证书在海上浮动设施上/使无线电

操作人员职能的，可视为无线电操作服务资历。

见习三副、见习二副、见习三管轮、见习二管轮或见习电子

电气员资历?可相应作为申请签发值班水手、值班机二 4或电子技
工适任证书的船上见习资历。为申请签发适任证书而浓得的船上

见习资历，可作为申请签发精通救生艇我和救助艇刷怡格证的

海上服务资历。

同时持有海船船员适任证书和海上公务船船员进任证书的

船员在相应航区、相应吨位或功率的海上公务船上的服务资历?

可视为相应航区、相应吨位或功率的非运输船海上服务资历。

第二十五条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可制定 "20 规则"六十四条

规定的仅适用于在本辖区航行船舶的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办法:

(一)在两港问航程不足 50 海里的客船或者滚梆船上任

职的船长和高级船员;

(二)在未满 100 总吨船舶上任职的船长和甲板都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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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主推进动力装置未满 220 千瓦船舶上任职的轮机部

船员;

(四)仅在船籍港和船籍港附近水域航行和作业的船舶上任

职的船员;

(五)摩托艇驾驶员 o

对于本条第一款(一)项不另行制定办法的?按 "20规则"
两港问航程 50海里及以上的客船或者滚装客船上任职的船长和
高级船员要求执行;对于本条第一款(二) (三)(四)项不另

行制定办法的，按 "20规则"规定的相关要求执行。
本条第一款第(二) (三)项船员称为"叫斗小\型海船船员

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消除在两港问航程不足 5刊0 海里的客船

或者滚装客船上任职限制的船长和高级船员?如按照 "20规则"
申请所持适任证书的职务晋升、航区扩大、吨位或功率提高、再

有效，应符合 "20 规则"第二章第二节的相应规定。

第二十六条小型海船船员按照 "20 规则"第六十四条第

二款项规定，申请 "20 规则"适任证书，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持有小型海船船长和高级船员适任证书实际担任船长

和高级船员职务合计不少于 24 个月，完成沿海航区未满 500 总

吨三副或未满 750 千瓦三管轮岗位适任培训 1)后，可以申请沿海航

区未满 500 总吨三副或未满 750 千瓦三管轮运任考试。考试通过

并完成船上见习后可申请沿海航区未满 500 总吨三副或未满 750

千瓦三管轮适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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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船舶的航区、吨位或功率等级一致的值班水手、值班机工海船

船员适任证书，但需要通过相应的适任考试。

第二十七条持有 "11 规则"三副、二副、三管轮、二管轮

适任证书的，在适任证书有效期内可以继续在与适任证书限定的

吨位、功率相适应的船舶上继续任职。适任考试和发证过渡安排

如下:

(一)参加 "11 规则" 500 总吨及以上至 3000 总吨或 3000

总吨及以上三副、二副适任考试，以及参加 "11 规则" 750 千瓦

及以上至 3000 千瓦或 3000 千瓦及以上三管轮、二管轮适任考试，

旦成绩通过的?完成船上见习后可以相应申请 "20 规则" 500 总

吨及以上三副、二副或者 750 千瓦及以上三管轮、二管轮运任证

书;有部分科目或项目未通过的 3 补考按 "20 规则"科目或项

目执行，成绩通过并完成船上见习后可以相应申请 "20 规则"

500 总吨及以上三副、二副或者 750 千瓦及以上三管轮、二管轮

适任证书。

(二)持有"11 规则 "500 总吨及以上至 3000 总吨或者 3000

总吨及以上三副、二副适任证书的船员，或者持有 "11 规则"

750 千瓦及以上至 3000 千瓦或者 3000 千瓦及以上三管轮、二管

轮适任证书的船员，满足适任证书再有效条件的，可以申请 "20

规则" 500 总吨及以上三副、二副或者 750 千瓦及以上三管轮、

二管轮运任证书;不满足 "20 规则"运任证书再有效条件的，

也可申请 "20 规则" 500 总吨及以上三副、二副或者 750 千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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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管轮、二管轮适任证书?但签发的适任证书叫期截止日

期间原证书。

持有 "11 规则"生效前签发的值班水手、值班机工适任证

书且已持有有效的相应培训 I1合格证书者冒可继续申调换发 "20

规则"相应航区和等级的值班水手、值班机工适任证书。

2005 年 10 月 31 日前已取得小型海船船员适任证帘的船员?

完成岗位适任补差培训后(补差培训 I1大纲见附录 5) ，I可按照本

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职务对应关系申请沿沪航区未满

500 总吨三副、值班水手或者未满 750 千瓦三管轮、值班机工适

任考试，成绩通过的，免于船上见习，可直接申请沿海航区未满

500 总吨三副、值班水手或者未满 750 千瓦三管轮、值班机工适

任证书。

第二十八条教育培训质量良好的航 j海每院校可B以l根据 "2川0

规贝则Ù" 附件表注归川4钊叫(α州2

j海每类本科教育学生参力加口二副、二管轮适任考试。

教育培训质量良好的航海院校可以根据 "20 规则"附件表

注 5 规定，向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申请认可其组织的二 j或三副、

二管轮或三管轮、电子电气员适任考试的部分或全部理论考试科

目成绩。其中对于认可全部理论考试成绩的学生需要祖完成船上

见习后，方可参加适任评估。

本条第一、二款规定的航海院校名单及其被认可成绩的理论

考试科目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另行公布。交通运输叫事局不定



期对上述航海院校组织的考试进行监督检查，对考试组织管理不

严、考场纪律松懈、因培养的船员素质技能低下导致岗位上屡发

责任事故的院校?不再允许其航海类本科教育学生参加二副、二

管轮适任考试，不予承认其组织的理论考试成绩。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大副"系指级别仅低于船长，并且在船长不能工作

时替代船长指挥船舶的甲板部高级船员。

(二)"轮机长"系指主管船舶机械推进以及机械和电气装

置的操作和维护的轮机部高级船员。

(三) "大管轮"系指级别仅低于轮机长，并且在轮机长不

能工作时替代轮机长负责船舶机械推进以及机械和电气装置的

操作和维护的轮机部高级船员。

(四)"特殊培训"系指船上任职人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船员培训 11管理规则》完成特殊培训 11并取得相应特殊培训合格

证的特殊类型船舶，如危险品船、客船、大型船舶等。

(五) "海上服务资历"系指与签发的证书或其他资格有关

的船上服务经历。

(六) "职能"系指 STCW 规则指明的船舶操作、海上人命

安全或保护海洋环境所需的一组任务、职责和责任。

(七) "运输船"系指从事货物或者旅客运输且登记为客船

类、普通货船类和液货船类的机动船舶。

(八) "非运输船"系指运输船以外的海上机动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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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本办法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有放期 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

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实施办法〉的通知)) (海船员 (12019J 292

号)、《关于印发〈国际航行船荒制专业英语考试守发证管理

办法〉的通知))(海船员(2008 J 529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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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海船船员适任考试科目与项目

表一船长、驾驶员和值班水手适任考试理论考试科目

申考职务 船长 大副 三副 值班水手

考形式
职务 航 E 吨1ft、挺 职务晋升职务 航区 吨位 职务 航区 吨位

考试科目 晋升 扩大 提高 晋升 扩大 提高 晋升扩大高

航海学 *í专 1々 女 六六 I纭 ，々 *1.々 z々 六

船舶操纵与避碰 ，传为 ，传会 *1.々 ，传食 '‘六 *
船舶管理 ，传会 会 食 们 i 六 * ，陆女 1々 食

船舶结构与货运 *'"与 六会 六会 六六 六

航海英语 会 会 1坛 会 3々 *
水手业务 ，传食

?主:1. 申请二副与申请三副适任证书的理论考试科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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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中标注"六"的为 500 总吨及以上船员对应职务和申考形式对应的考试科目。

3. 表中标注"六"的为未满 500 总吨船员对应职务和申考形式对应的考试科目。

4. 沿海航区的船长和驾驶员免除《航海英语》理论考试科目。

b.通过二/三副《船舶操纵与避碰》和《船舶管理》科目的，这两科威绩可作为相应航区和等级的值班 Jt手《水手业务》
科目成绩。

6. 申请 u仅适用于非运输船"大副适任证书者免除《船舶结构与货运》理论考试科目@

7.持有"仅适用于非运输船"大副、船长适任证书者，申请取消适任证书非运输船限制者应加考《船舶结构与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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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船长、驾驶员、值班水手和高级值班水手适任考试评估项目

职务 船长 大副 值班水手 |高级值班水手

考形式
职务 航区 吨位 职务 航区 吨位 职务 航区 吨位 职务 航区 吨位 职务 航区

评估项目 晋升 扩大 提高 晋升 扩大 提高 晋升 扩大 提高 晋升 扩大 提高 i 晋升 扩大
1

航次计划 会，传 1坛

气象传真图分析 会 1坛

电子海图显不与信息系统/
食 ，传 为 会 食

电子海图系统

航线设计 1佳女

霄达操作与应用 ，传 ，传 为 ，传

船舶操纵、避碰与驾驶台资
会，传 女 1坛食 会 食，告源管理

货物积载与系国 会食 会 会 会

航海仪器的使用 ，传 食 3坛六 ，传

航海英语听力与会话 食 女 ，传 女 会 六 会 为 ，传

水手值班 1与食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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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与会话 t_~+_ t 1_ 11 -Il I I:* I * I * I : I * I
3主: 1. 申请二副与申请三副适任证书的评估项目相同。

2. 表中标注"命"的为 500 总吨及以上船员对应职务和申考形式对应的评估项目。

:3.表中标注"货"的为未满 500 总吨船员对应职务和申考形式对应的评估项目。

4. 沿海航区的值班水手和高级值班水手免除《水手英语听力与会话》评估项目。

5. 沿海未满 500 总吨船舶船长和驾驶员适任证书已取消《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电子海图系统}} <(霄达操作与应

用》设备限制的，吨位提高时免于相应设备操作项目的评估。

6.通过二/三副《航海英语听力与会话》评估的，该项目成绩可作为无限航区值班水手和高级值班水手《水手英语听
力与会话》评估成绩;通过二/三副《船舶操纵、避碰与驾驶合资探管理》评估的，该项目成绩可作为值班水手《水手值

班》评估成绩.

7. 申请"仅适用于非运输船"大副适任证书者免除《货物积载与系圈》评估项目。

8. 持有"仅适用于非运输船"大副、船长适任证书者，可 3请取消适任证书非运输船限制者应加考《货物积载与系留》

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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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轮机长、轮机员和值班机工运任考试理论考试科目

考职务 轮机长 大管轮 三管轮 值班机工

考形式 职务 航区 功率 职盎 航区
功率提高 职务晋升 功率提高!

晋升 扩大 提高晋升 扩大 提高!晋升扩大

主推进动力装置 女女 女会 女

船舶辅机 i 食六 ，传食 六食 *
船舶电气与自动化 *"ï.与 3传言々 *
!船舶管理 ，使为 会 * 女食 * ，传 ，传食 会 女

轮机英语 会 会 六 * 食 食

船舶动力装置 ，传会 食为

|机工业务 *"l:与 *
注: 1. 申请二管轮与申请三管轮适任证书的理论考试科目相阁。

2. 表中标注"六"的为 750 千瓦及以上船员对应职务和申考形式对应的考试科目。

3.表中标注 u食"的为未满 750 千瓦船员对应职务和申考形式对应的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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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沿海航区的轮机长和轮机员免除《轮机英语》理论考试。

5. 申请取消适任证书蒸汽轮机船舶适用限制的轮机长、轮机员应增加蒸汽轮机科目的考试。

6. 申请取消适任证书燃气轮机船舶适用限制的轮机长、轮机员应增加燃气轮机科目的考试。

7.通过二/三管轮《主推进动力装置))((船舶辅机》和《船舶管理》科目的，这三科成绩可作为相应航区和等级的值

班机工《机工业务》科目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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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轮机长、轮机员、值班机工和高级值班机工适任考试评估项目

申考职务 高级值班机 i
轮机长 大管轮 三管轮 值班机工

工

考形式 职务 航区 功率 职务 航区 功率 职务 航区 功率 功幸 职务 航 E

评估项目 晋升 扩大 提高 晋升 扩大 提高 晋升 扩大 提高 晋升扩大 提高晋升扩大

轮机模拟器 "* 六六

动力装置测试分析与操
，传 z々 六六

作

动力设备拆装 ，々 会，传 ，传 食女 ，传

电气与自动控制 ，传 食 食食 1纭* ，传

动力设备操作 食，使 ，传

船舶电工工艺和电气设
，传 ，传 合 ，传各

金工工艺 ，传 言传 会 ，陆 会 食

机舱资源管理 女 ，々 "* I * 食 '传

轮机英语听力与会话 会 女 1坛 会 1坛 1坛

机工英语听力与会话 食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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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Lt备拆 壮且与操作

力设备操作与管理

?主:1. 申请二管轮与申请三管轮适任证书的评估项目相同，

2. 表中标注"会"的为 750 千瓦及以上船员对应职务和申考形式应参加的评估项目.

3.表中标注 u食"的为未满 750 千瓦船员对应职务和申考形式应参加的评估项目。

4. 通过二/三管轮《轮机英语听力与会话》评估的，该项目成绩可作为值班机工和高级值班机工《机工英语听力与会

话》评估成绩;通过二/三管轮《动力设备拆装》和《动力设备操作》评估的，这两个项目成绩可作为相应航区和等级值

班机工《设备拆装与操作》评估成绩;通过二/三管轮《金工工艺》评估的，该项目成绩可作为值班机工《金工工艺》评

估成绩。

5. 申请取消适任证书蒸汽轮机船舶适用限制的轮机长、轮机员应增加蒸汽轮机操作项目的评估，申请取消适任证书蒸

汽轮机船舶适用限制的高级值班机工、值班机工应增加蒸汽轮机机工值班项目的评估.

6. 申请取消适任证书燃气轮机船舶适用限制的轮机长、轮机员应增加燃气轮机操作项目的评估，申请取消适任证书燃气轮

机船舶适用限制的高级值班机工、值班机工应增加燃气轮机机工值班项目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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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无线电操作人员适任考试理论考试科目和评估项目

7斗 GMDSS 限用操作员 GMDSS 通用操作员 二级无线时员! 一级无线电电子员

理论考 1师55 英语阅读

GMDSS 综合业务

吕

GMDSS 设备操作与维护

GMDSS 设备操作

通信英语听力与会话

1々

1々

会

食

会

1々

会

交

会

1々

1坛

为

3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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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主: 1. 申请沿海航区电子电气员适任证书的免除《电子电气员英语》考试科目。

2.通过电子电气员《船舶电气))<<船舶机舱自动化》和《船舶管理》科目的，这三科成绩可作为相应航区的电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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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电子电气员、电子技工运任考试评估项目

-----庭主罗、务 电子电气员 电子技工

\\ 职务晋升 航区扩大 职务晋升 航区扩大

船舶电站操作与维护 六

船舶电子电气管理与工艺 1坛

通信与导航设备维护 会

计算机与自动化 会

电子电气员英语听力与会话 会 为

电子技工实际操作 会

电子技工英语听力与会话 会 会

i主: 1. 申请沿海航区电子电气员适任证书的免除《电子电气员英语听力与会话》评估项目.

2. 申请沿海航区电子技工适任证书的免除《电子技工英语听力与会话》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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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电子电气员《电子电气员英语听力与会话》项目评估的，该项目成绩可作为电子技工《电子技工英语
听力与会话》评估成绩;通过电子电气员《船舶电站操作与维护)) ((船舶电子电气管理与工艺))((计算机与自动

化》项目评估的，这三个项目成绩可作为相应航区《电子技工实际操作》评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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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适任证书再有效抽考理论考试科目和评估项目

职务 电子电 明阳 μDSS 级无 级无

船长 大副 二/三副 轮机长 大管轮 二/三管轮 气员 ~&.用操通用操 线电电 j 线电电

i 作员理论考试和评估项目 作员 子只口 T风阳罔

i 船舶操纵与避碰 会女 会食 会食

船舶管理 会* 会 1々

船舶结构与货运 会食

电子海图显不与信
船长 息系统/电子海图 六

系统
及驾

霄达操作与应用 会

驶员 船舶操纵、避碰与

十
女食 会

驾驶台资源管理

货物积载与系留 1纣食

航线设计 会，传

航海英语听力与会
会 女 会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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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推进动力装置 六六[ 食，々

i 船舶辅机 食

[船舶电气与自动化 食!

轮机 i
船舶管理 会，传 会

长及 i 轮机模拟器 会

员与操作
为

动力设备拆装 ，传 六 会，传

动力设备操作 会女

机舱资源管理 会 会

船舶电气
六

电子 食
船舶管理

电气 船舶电站操作与维 六
护
船舶电子电气管理

食
与工艺

i无线 GMDSS 英语阅读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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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揉 GMDSS 综合业务 1坛 女 会 会

作人 GMDSS 设备操作与
会

维护

只'" GMDSS 设备操作 会 食

通信英语听力与会
会 会 1坛

话

?主:1. 表中标注"会"的为 500 总吨及以上或 750 千瓦及以上船员，以及无线电操作人员对应职务的理论考试科目和评估

项目。

2. 表中标注"食"的为未满 500 总吨或未满 750 千瓦船员对应职务的理论考试科目和评估项目。

3‘持有"仅适用于非运输船"大副适任证书者，描考免除《船舶结构与货运》理论科目和《货物积载与系由》评估项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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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船员专业外语考试大纲

(仅适用于国际航行船舶非航行值班船员

1.1 日常问候
1 日常问候与介绍 1.2 自我介绍(姓名，职位，家乡，爱好等)

1.3 介绍他人(姓名，职务等)

2.1 陆上问路

2. 2询问时间、日期和天气
2. 3 询问价格、数量和质量

2 询问信息及寻求帮助
2. 4 买菜
2. 5 去银行(兑换点)
2. 6 过海关
2. 1 去大使馆或领事馆
2. 8 在机场/移民局
3. 1 船上主要编制/职务英文名称
3.2 船上主要颜色、方位、方向的英文描述

3.3 船舶基础知识(船舶主要部位英文名称 常见重要设

3 日常业务工作 备/设施及场所的英文名称等)

3.4 主要甲板和机舱工作

3.5 危机管理、拥挤人群管理及旅客安全

3.6 垃圾管理

4. 1 应急和安全基本常识:应急、求生、救 t
4 应急、职业安全及基本 4. 2 伤痛和不适状况描述
急救 4. 3 药品和处置描述

4. 4 消防演习

5. 1接待海事机构官员、检查人员及引航员
5接待访客和提供服务 5. 2食品描述

5. 3 膳食服务

34



备注:通过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船员 j主任考试中英语理论考试或评估的，或持有

企日制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的，可视为通过船员专业外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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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海船船员适任证书申请表

申请时间:

姓名

年月日

汉 i吾拼音

NO: ⋯-⋯⋯-→⋯--⋯
性别

身份证件号码

所在单位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年 1月日

员占照片处

院校名称:

专业学历/适任培训 i
毕业 ìiE/浩劫|证明编号:

专业:

毕业/结业日朔:

审谙形式:

现持

口初次申请

航区: 等级:

口再有效

职务:

。污损补发

证书号码:

。遗失补发

签发日郑:

运任汲书 (GMDSS .ì主任证书)职务: 证书号码: 签发日朔:

申请

适任证书

航区:

取消限制项目:

等级: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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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口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口将通救生然 1~和救助艇培训合格证; L1精通快速救助艇培训合格证;口高级消防精切 i合格证，

[]精通急救培训合格证 ;[J 搬上医护培训 i合格 iiE; []保安意识培训合格证;口负有指定保安职 j是必员培训i合格 iiE; 口船

放保安员培训合格 iiE; 口 i由船和化学品般货物操作基本培训合格证;巳池船货物操作高级培训合格证;口化学品船货
音型 11合格证号码:

物操作高级培训|合格说;口浪化气船货物操作基本 3苦苦 1I合格证; 0 液化气船货物操作高级培训合格证;口客船船员特殊

培训!合格证 1 ，口客船船员特殊培训|合格证 ll; 乙l客#，}船员特殊培训11合格证 IIl; 口商迹般船员特殊结训合格 iíE; 口使用
签发日期:

气体或者其他低闪点燃料船航船员基本培训合格证;口使用气体或者其他低闪点燃料船舶船员高级粮哲 1I合格证;口极地

水域船是自操作船员基本培训合格证;口极地水域必是在操作船员高级培训 11合格证.

备注:在取得合格证的项目前的口内澳、 1; 未取得合格泛的项目前的口内槟 X.

职务 般名 船舶种类 航区/机种 总吨或主机功丰 上船任职日期 解职离船臼期

最近五年 -→

主要海上

服务资历 .._-一一 一" → ←-一一-

」卢 ..-一一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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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送板'科:

1.口有线身份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

2. 口海船船员健康证明

3. 口符合海事管理机构要求的照片

4. 口《船员服务簿》或者船员服务及其复印件

5. 口毕业证或岗位远任培训证明及其复印伶

6. 口考试评估合格证明

7. 口JJll，持有的《海船船员运任证书 B 及其复印件

8. 口《船上培训记录簿》或《船上见习记录簿》

9. 。其它有关材料及其复印件(如遗失公告等)

10. 口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

E协叫知网晓附申肌叫i

事故.

-→

申请人(个人) :

联系人

(签名) .!'(!.f立经办人: (盖章)年月日

I ~~t 话|

附录4

海船船员岗位适任培训专试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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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时间: 年月日 NO: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E 陆忡刃gIJ_L姓名

身份证件号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码

贴照片处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专业学历 院校名称: 专业: 学历:
一

/适任培训 毕业证/培训证明编号: 毕业/结业日期:

现 持 航区: 等级: 职务: 证书号码: 签发日期:

适任证书 ( GMDSS 适任证书)职务: 证书号码: 签发日期:

申考航区/
航区: 等级: 职务:

等级/职务

申考类型
口理论初考 口理论补考 理论准考证号码:
口评估初考 口评估补考 评估准考证号码:
口职务晋升 口航区扩大 口吨位或功率提高 口抽考 口内河船员转海船船员

申考种类
口复转军人转海船船员 口渔船船员转海船船员口非运输船转运输船船员 口小型海
船船员转海船船员 口海上公务船船员转海船船员 口水产品运输船船员转货船船员
口水产品运输船(鲜销)船员转货船船员

职务 如名 船揭种类 航区/机种 总吃或主机功率 上船任职日期 解职离船吕期

最近五年

主要海上

服务资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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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f--- -丁附送材料:

1.口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或者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i 及其复印件

2. 口符合海事管理机构要求的照片

3. 口《船员服务簿》或者船员服务手册及其复印件

4. 口船员适任证书及其复印件

5.0 毕业证书或岗位适任培训证明及其复印件

上述填写内容属实，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在上述船舶任职期间未发生负有主 甚责任的一起事故及以

上等级事故。

申请人: (签名) 年 月 日

培训机构
联系电话

联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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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小型海船船员

申请沿海航区船员岗位适任补差培训大纲
〈仅适用于过渡安排)

一、申请沿海航区未满 500 总盹船舶三副

需要按照《海船船员培训大纲》未满 500 总吨船舶二/三副

培训11要求?补充大纲中下列内容:

1.职能 1: 航行

1.2 保持安全的航行值班。

1.3 应急反应。

2. 职能 2: 货物装卸和积载

2. 1监控装货、积裁、系固和卸货，以及航行中的照管货物

中: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的使用。

3.职能 3: 船舶作业管理和人员管理

3. 1 确保遵守防污染要求。
3.2 保持船舶的适航性。

3. 6 监督遵守法定要求。
二、申请沿海航区未满 750kW 船做三管轮

需要按照《海船船员培训 I1大纲》未满 750kW 船舶二/三管轮

培训1I要求，补充大纲中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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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能 1: 轮机工程

1. 1操作主机和辅机及其相关的控制系统中:甲班机械。

1.2 燃油系统、滑油系统、压载水系统和其它泵系及其相关
控制系统的操作中:舱底水系统、压载水系统和货泵系户的操作;

油水分离器(或类似设备)的要求和操作。

2. 职能 2: 电气、电子和控制工程

2. 1 电气、电子和控制系统的操作中:控制系统。
2. 2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维护保养与修理。
3. 职能 3: 维护与修建

3.2 船舶机器设备的维护保养与修理。
4. 职能 4: 船舶作业管理和人员管理

4. 1 确保遵守防污染要求中:防污染程序和所有咱关设备
4. 2 保持船舶的适航性。
三、申请沿海未满 500 总吨值班水手

需要按照《海船船员培训大纲》未满 5叫吨叫值班水手

培训要求，补充大纲中下列内容:

1.职能 1: 航行

1.3 有助于监测和控制安全值班中:使用相应的船上内部通

信和报警系统;理解指令并能够就有关值班职责的抖与值班高

级船员进行沟通的能力。

1.5 有助于靠泊、锚泊和其他系泊操作中:抛锚的各本知识

2. 职能 2: 货物装卸
一位一



2. 1 有助于货物和物料的装卸。
3. 职能 3: 船舶作业管理和人员管理

3. 1 有助于甲板设备和机械的安全操作中:安装引航梯。
4. 职能 4 :维护和修理
4. 1有助于船上维护与修理。

四、申请沿海航区未满 750kW 船舶值班机工

需要按照《海船船员培训大纲》未满 750kW 船舶值班机工培

训要求，补充大纲中下列内容:

1.职能 2: 电气、电子和控制工程。
2. 职能 4: 船舶操作控制和船上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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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海船船员培训 l机构、航运公司、海员外派机构，长|江航务管
理局。

雨雨雪f ⋯一一丁同时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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