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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公告 
 

 

公告第 5 号 

 

 

浙江海事局关于辖区中国籍国内航行 

长期脱管船舶的公告  

 

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开展长期脱管船舶专项整治行

动的通知》（海船舶函〔2019〕352 号）和《浙江海事局关于印

发长期脱管船舶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海船舶

〔2019〕66号）要求，浙江海事局组织开展了长期脱管船舶专项

整治行动。截至目前，经反复联系，仍有251艘超过一年无现场

监督、安全检查和进出港报告记录的中国籍国内航行船舶（不含

公务船、趸船、报备的停航船舶以及长期在国外施工的船舶）无

法明确船舶具体去向，现按要求将浙江海事局辖区中国籍国内航

行长期脱管船舶清单（见附件1）予以公示，并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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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相关航运公司、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尽快向船籍港海

事管理机构报告船舶去向并接受海事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具体船

籍港海事管理机构联系方式见附件2。 

二、相关航运公司、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应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责任，保障船舶适航；对因存在报废、

拆解、灭失等情形需要注销的船舶，应及时申请办理船舶注销手

续；对营运的船舶，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船舶进出港报告；对长

期停航的船舶，应及时向船舶停泊地海事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相关

停航手续。 

三、对公告发布之日起2个月后仍处于长期脱管状态的船舶，

浙江海事局将按要求上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并列入“异常船舶

名录”。 

特此公告。 

 

附件：1.浙江海事局辖区中国籍国内航行长期脱管船舶清单 

     2.船籍港海事管理机构联系方式 

 

 

                                   浙江海事局 

                                2019 年 10 月 10 日 

 

浙江海事局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10 日印发 
 



附件 1 

浙江海事局辖区中国籍国内航行 

长期脱管船舶清单 
 

序号 船舶名称 船舶识别号 船舶所有人 船籍港 
船籍港海事

管理机构 

1 基航 3 CN20028843306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基航疏浚

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 宁波海事局 

2 浙宁波浚 0002 CN20001105849 宁波大榭开发区长安安装队 宁波 宁波海事局 

3 金康 2   宁波市海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宁波 宁波海事局 

4 浙甬油供 108 CN19946307599 杨永杰等二人 宁波 宁波海事局 

5 联合 5 CN20086903497 宁波联合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宁波 宁波海事局 

6 建景 2 CN20036496508 王天金 宁波 宁波海事局 

7 浙鄞州浚 0005 CN19976048502 王信万 鄞州 宁波海事局 

8 鄞通顺 130 CN19968189788 刘亚维 宁波 宁波海事局 

9 中街山号 CN20106290729 
宁波市东极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等 
宁波 宁波海事局 

10 鄞州浚 22 CN19984067748 宁波黄龙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宁波 宁波海事局 

11 浙鄞州浚 0010 CN19881988901 李亨国 鄞州 宁波海事局 

12 泳恒 68 号 CN19937883286 俞立勋 宁波 宁波海事局 

13 浙工驳 306 CN19981549059 陈崇芳 宁波 宁波海事局 

14 浙慈溪货 0081 CN20038256721 慈溪市月发航运有限公司 宁波 宁波海事局 

15 浙慈溪货 0063 CN20038647504 慈溪市月发航运有限公司 慈溪 宁波海事局 

16 浙定工 16 CN19841910016 朱飞军 舟山 舟山海事局 

17 舟绿清 18 CN19998638482 王文 舟山 舟山海事局 

18 义海 5 CN19944353838 浙江义海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19 樟鑫 1 CN19995773902 岱山县靖翔海运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20 海清 56 CN20003508369 王智华等二人 舟山 舟山海事局 

21 源泰清 15 CN20078244997 陈伦跃 舟山 舟山海事局 

22 百达清 16 CN20087472670 王力舟 舟山 舟山海事局 

23 弘德 1 CN19936499193 王海武 舟山 舟山海事局 

24 金色海洋 16 CN20123607430 
舟山海安溢油应急处理有限公

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25 金舟 66 CN20108956036 
舟山市定海区金舟船务有限公

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26 金舟油 28 CN20075928206 
舟山市定海区金舟船务有限公

司等 
舟山 舟山海事局 

27 明星拖 2 CN19817022875 舟山港明星驳运有限责任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28 顺达 26 CN19933973873 
舟山市定海区金舟船务有限公

司等 
舟山 舟山海事局 

29 桐源 12 CN20056101207 王舰艇 舟山 舟山海事局 

30 银舟清 20 CN20045723862 
舟山市银舟船舶洗舱服务有限

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31 银舟清 8 CN19979957713 
舟山市银舟船舶洗舱服务有限

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32 浙定 39310 CN20013521614 舟山市定海沥港渡运站 舟山 舟山海事局 

33 浙定 39313 CN20014198850 舟山市定海沥港渡运站 舟山 舟山海事局 

34 浙定 62061 CN19938026597 傅月凤 舟山 舟山海事局 

35 浙定 62309 CN19933073327 傅月凤 舟山 舟山海事局 

36 浙定 62316 CN19937054903 顾资平 舟山 舟山海事局 

37 浙定工 2 CN19998860901 浙江盘峙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38 浙定工 3 CN19994437870 浙江盘峙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39 舟富 258 CN20018725496 舟山宇浩船务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40 舟富 38 CN19938996600 舟山宇浩船务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41 舟工驳 2005 CN19967948498 浙江蛟龙集团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42 东靖 116 CN20035946625 舟山市东靖船舶运输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43 海江浚作 1 CN19955222452 浙江海江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44 海清 37 CN20053903302 
舟山市海清船舶综合服务有限

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45 海清 38 CN20106018220 
舟山市海清船舶综合服务有限

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46 海清 88 CN20118248403 
舟山市海清船舶综合服务有限

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47 弘泽 9 CN20082115788 舟山众慈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48 鸿隆欣 2 CN20025957833 舟山市尊海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49 华仕油 5 CN20124144899 舟山市华仕燃料油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50 金舟 77 CN20053962254 
舟山市定海区金舟船务有限公

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51 隆裕清 18 CN20069105333 徐功宽 舟山 舟山海事局 

52 隆裕清 7 CN20049242883 
舟山市定海区金舟船务有限公

司等 
舟山 舟山海事局 

53 瑞昌 3号 CN19837640069 林盛杰 舟山 舟山海事局 

54 顺翔油 9 CN19994494865 
舟山金色海洋船舶洗舱有限公

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55 同益清 26 CN19939083751 舟山市同益船舶清洗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56 秀军 7 CN20048568509 陈伟国 舟山 舟山海事局 

57 浙定 39075 CN19982462687 王友祥 舟山 舟山海事局 

58 浙定 45328 CN19847762536 曹文平 舟山 舟山海事局 

59 浙定清 CN19896330994 朱武燕 舟山 舟山海事局 

60 舟安兴 CN19911423787 张斌 舟山 舟山海事局 

61 舟扬 9 CN20095224300 谢波涛 舟山 舟山海事局 

62 浙定 36051 CN19885441911 刘忠华 舟山 舟山海事局 

63 浙定 36086 CN20017795469 顾红根 舟山 舟山海事局 

64 基盛 209 CN20037881479 舟山基盛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65 向往采 2 CN20026205036 徐爱波 舟山 舟山海事局 

66 浙普 23858 CN19956087002 赵军儿 舟山 舟山海事局 

67 浙普 26015 CN20023705683 刘忠华 舟山 舟山海事局 

68 浙普 26017 CN20031174532 汪万兴 舟山 舟山海事局 

69 海勤 1123 CN20001691816 浙江鑫亿运输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70 海和油 CN19934422954 
舟山龙洋海洋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71 海泰 161 CN20048064612 杨国云 舟山 舟山海事局 

72 浙定 56039 CN19969126706 王伟国 舟山 舟山海事局 

73 传润 101 CN19826374009 浙江传润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74 顺达拖 16 CN19769683635 
舟山市普陀区锦岳船舶服务有

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75 浙普拖 50 CN19839324138 舟山海大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76 富元 9 CN20105238849 浙江富元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77 恒宏 8 CN20055064785 舟山恒瑞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78 恒宏工 89 CN20058100354 舟山恒瑞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79 恒远 7 CN20115315305 舟山恒远海运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80 恒远 9 CN20111108490 舟山恒远海运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81 俊强 1 CN20047376901 朱良德 舟山 舟山海事局 

82 源泰清 16 CN20044007362 洪全科 舟山 舟山海事局 

83 浙普 01160 CN20025317825 吴金海 舟山 舟山海事局 

84 浙普 01568 CN19996034898 陈龙 舟山 舟山海事局 

85 浙普 01821 CN20029320678 郑月忠 舟山 舟山海事局 

86 浙普 08149 CN19954055752 胡金国 舟山 舟山海事局 

87 浙普驳 388 CN20034405291 舟山市洲诚船务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88 浙普工 2016 CN20079648403 舟山市洲诚船务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89 浙定 56056 CN19999589107 林肖华 舟山 舟山海事局 

90 浙普 08190 CN19935377230 杨林平 舟山 舟山海事局 

91 浙嵊 97388 CN20042296636 陈其 舟山 舟山海事局 

92 浙嵊 97502 CN20025695000 陈华菊等二人 舟山 舟山海事局 

93 浙嵊 97516 CN20034625793 潘国平 舟山 舟山海事局 



94 浙嵊 97598 CN19982547709 嵊泗县江山海运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95 兆盛 1 CN19866240193 
嵊泗县万邦土石方挖掘有限公

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96 浙嵊 91096 CN20048934455 吴厚飞 舟山 舟山海事局 

97 浙嵊 96113 CN19916618304 高文定 舟山 舟山海事局 

98 浙嵊 96119 CN19982964550 张成其 舟山 舟山海事局 

99 浙嵊 97166 CN20018060117 杨行岳 舟山 舟山海事局 

100 浙嵊 97566 CN20036569299 刘世波 舟山 舟山海事局 

101 凯丰 68 CN20056397970 浙江顺元海运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102 浙普工 57 CN19968496525 舟山海大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 舟山海事局 

103 浙温货 0188 CN20051234352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04 浙瓯渡 11 CN19938711685 董良和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05 浙瓯渡 17 CN19941139405 孙建忠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06 安德森二号   温州安德森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07 安德森一号   温州安德森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08 吉达 1   吴斌文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09 吉达 12   温州市吉泰运输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10 浙瓯机 3   南汉透等四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11 浙瓯油 10   项光银等五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12 浙瓯机 39   温州瓯海永兴航运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13 浙瓯机 31   温州市瓯海永兴航运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14 浙温机 29   侯一虹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15 浙温机 51   温州市外海运输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16 浙温机 25   朱玉兰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17 浙温机 12   林美桂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18 新瑞安   温州市新达海运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19 浙瓯渡 22 CN19952194414 谢雪雷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20 浙瓯渡 020 CN19934338632 伊银松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21 浙温货 0343 CN20003796104 林学国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22 浙永嘉货 0005 CN19946786066 朱国才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23 浙温货 0128 CN20024659344 黄荣海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24 浙温货 0298 CN19921905834 朱汉昆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25 浙温货 0579 CN20013835705 赵陈尧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26 浙温货 0213 CN19934304178 夏作义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27 浙永嘉货 0213 CN19931726990 黄丐生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28 浙温货 8138 CN19945073891 
永嘉县宏发运输有限公司、徐

连云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29 浙永嘉货 0168 CN19939702042 谢德松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30 灵机 17 CN19915737550 张亦福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31 龙渡 2 CN19899010057 张银国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32 浙温货 0005 CN20022955016 叶本魁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33 浙温货 0290 CN20024944021 沈上年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34 海昌 66 CN20012109015 黄深云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35 大安 13   刘建义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36 大安 18   王兴业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37 大安 23   林国明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38 大安 25   张星余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39 大安 31   朱金林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40 大安 5   倪岳兴等 9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41 聚元 12   洞头县聚元船运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42 森泰 12   林少华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43 森泰 31   张良波等六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44 森泰 35   陈加财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45 森泰 58   林少华等四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46 森泰 62   郑飞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47 森泰 67   林小华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48 森泰 99号   朱秀芬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49 浙洞机 30   唐大可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50 浙洞机 81   洞头县聚元航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51 浙洞航 218 CN20035774060 苏富文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52 浙洞航 107 CN19969733179 陈庆飞等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53 鳌祥 3   吴小华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54 浙平机 309 CN19927933142 周大燮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55 浙苍机 218   吴明君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56 浙苍机 228   胡亦化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57 浙苍机 281 CN20043954273 
苍南县振港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苏圣怀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58 浙苍机 887 CN20019880945 苍南县龙港运输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59 振港 161 CN20068716430 
苍南县振港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上官光票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60 东海 166 CN20027958692 苍南县东海柴油供应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61 浙瑞安渡 0002 CN20015561612 瑞安市东岩乡增垟村 瑞安 温州海事局 

162 浙瑞安油 0010 CN20051949702 瑞安市兴达船务有限公司 瑞安 温州海事局 

163 浙瑞安油 0022 CN20046236460 瑞安市兴达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64 浙瑞安油 0028 CN20059831659 瑞安市兴达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65 浙瑞安油 0058 CN20123910619 瑞安市兴达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66 浙瑞安油 0059 CN20043134100 瑞安市兴达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67 浙瑞安油 0068 CN20148482240 瑞安市兴达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68 浙瑞安油 0089 CN20093383358 瑞安市兴达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69 浙瑞安油 0171 CN20098862445 瑞安市兴达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70 东胜 3   王昌能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71 华锦 1 CN20116296809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72 锦乐 12   陈庆二等六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73 锦乐 138   乐清市东方海运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74 锦乐 161   王兴东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75 锦乐 168   姜爱国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76 锦乐 77   乐清市东方海运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77 乐安油 12   王位国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78 丽吉 CN20119384574 浙江庄吉船业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79 宁湖 1   乐清市宏昌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80 雁峰 1   王高文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81 雁峰 15   叶选纯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82 雁峰 18   彭松钱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83 雁峰 7   南光强等 7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84 运鸿 8 CN20018059094 叶建中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85 浙乐机 122 CN19924975264 翁天喜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86 浙乐机 18   赵章权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87 浙乐机 203 CN19932566437 温州百得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88 浙乐机 212 CN20014224919 乐清市第三运输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89 浙乐机 216 CN19982437688 乐清市第三运输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90 浙乐机 22   李宝卫等四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91 浙乐机 23   朱松财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92 浙乐机 258 CN19988098536 钱成玉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93 浙乐机 288 CN19952023978 乐清市第三运输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94 浙乐机 329 CN19993369874 吴康明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95 浙乐机 331 CN19943297797 黄道妹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96 浙乐机 56 CN19943136792 赵章来等二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97 浙乐机 619 CN19873589752 李天宽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98 浙乐机 628 CN20039627301 张银方等两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199 浙乐机 68   乐清市东鸥海运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00 浙乐机 88   郑祥建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01 浙乐机 98   王云才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02 浙乐机 99   陈君西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03 浙乐清货 1014 CN19912981002 叶学朋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04 浙乐清货 4808 CN19988937773 乐清市第三运输公司、倪碎辉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05 浙乐清货 4813 CN20029463562 黄忠良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06 浙乐清货 4822 CN20002109418 赖焕安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07 浙乐清货 4831 CN20002231885 黄海建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08 浙乐清货 4834 CN19924709596 乐清市第三运输公司、杨金弟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09 浙乐清货 4844 CN19995949162 乐清市第三运输公司、黄方仁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10 浙乐清货 4857 CN19986199861 全玲华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11 浙乐清货 4877 CN20005535011 徐瑞武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12 浙乐清货 4881 CN19992530423 乐清市第三运输公司、杨海元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13 浙乐清货 5816 CN19983012093 乐清市第三运输公司、黄锦华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14 浙乐清货 5832 CN19923426579 乐清市第三运输公司、陈阿存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15 浙乐清货 5892 CN19948266653 乐清市第三运输公司、陈庆春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16 浙乐清货 5910 CN19938809064 叶胜飞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17 浙乐清货 5938 CN19987390865 朱胜强 乐清 温州海事局 

218 浙乐油 11   乐清顺昌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19 浙乐油 139   乐清市永兴船务有限公司等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20 浙乐油 166   陈通乐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21 浙乐油 35号   章绍明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22 振乐 26   乐清市瑞银海运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23 振乐 28   虞献三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24 振乐 38   乐清市瑞银海运有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25 振乐 7   乐清市瑞银外海运输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26 振乐油 11   陈福男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27 振宇 29   乐清市七里港海运公司 温州 温州海事局 

228 浙椒工 28 CN19844612802 李再勇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29 浙椒机 601   周桂国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30 浙椒交 1 CN20171642333 台州宏泰轮驳有限公司等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31 立臻舫 1 CN20051315417 台州立臻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32 立臻舫 2 CN20058059064 台州立臻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33 浙临机 525 CN20001428761 张理茂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34 浙临机 569 CN19939230127 陈华君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35 东旭休闲 1 CN20147002789 临海市凯隆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36 长鑫 92   尹金顺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37 蓝凌海 CN20177226299 杨涛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38 大卫湖滨 CN20136175742 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39 浙三采 69 CN20096039510 王宝富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40 浙三驳 2002 CN20133255982 林波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41 浙三机 566   
浙江省三门县海运有限公司等

贰人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42 浙岭工 6 CN20054715481 李云兰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43 浙岭工 8 CN20036008480 袁宗林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44 浙路驳 4   梁正田等贰人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45 浙路机 360 CN20119840584 刘永德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46 永发 37 CN20019167605 -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47 兴龙舟 336 CN20098202679 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等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48 兴龙舟 719 CN20057178822 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等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49 浙玉机 666 CN20067086000 玉环县海通船务有限公司等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50 浙玉机 288 CN20057165443 玉环县海通船务有限公司 台州 台州海事局 

251 万庆 9号 CN20091644829 嘉兴市富温航运有限公司 嘉兴 嘉兴海事局 

 



附件 2 

 

船籍港海事管理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姓名 联系电话 

1 宁波海事局 袁  华 0574-87796008 

2 舟山海事局 沈  斌 0580-2063737 

3 温州海事局 王江山 0577-88150025 

4 台州海事局 尚光华 0576-88311687 

5 嘉兴海事局 孙俞芳 0573-8999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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