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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游艇检验指南
温州市港航管理中心船舶检验处（ZC）游艇检验流程及有关要求
1. 游艇初次（建造）检验：
1.1 游艇初次（建造）检验图纸审批
1.1.1 流程：
（1）温州市民中心 B 幢一楼交通运输窗口受理·
（2）温州船检处办理
（3）中心窗口发放批准书及意见书、批准图纸
1.1.2 需提交的资料：·
（1）《船舶设计图纸审核申请表》
（2）船舶设计单位基本条件评估报告
（3）建造厂资质证明（适用建造检验）
（4）开工前检查情况备忘录（第一阶段审图前勘验）
（5）设计图纸一式三套
1.2 游艇初次（建造）检验规定：
1.2.1 流程：
（1）温州市民中心 B 幢一楼交通运输窗口受理
（2）温州市港航管理中心船检处办理
（3）中心窗口发放建造检验通知书
1.2.2 申请建造检验时需提交的资料：
（1）《船舶建造（初次）检验申请表》
（2）船舶建造厂基本情况表 ( 附技术人员、质检人员资质证书复印 )·*
（3）经船检部门批准的设计图纸一套、审图批准书（如有审图意见需提供审图
意见书及审图意见答复书）
（4）艇体结构所用材料和工艺文件及板层性能试验报告 *
（5）建造检验项目表 *
（6）建造检验报检计划表 *
（7）密性试验大纲、系泊航行试验大纲 *
（8）开工前检查情况备忘录（第二阶段）
（9）建造检验配合承诺书、设计部门配合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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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带 * 材料无需提供中心受理，直接提交到船检处。

2. 游艇换证（中间）检验：
2.1 流程：
（1）温州市民中心 B 幢一楼交通运输窗口受理
（2）验船师现场检验
（3）中心窗口发放证书、资料
2.2 申请换证检验需提交的资料：
（1）《船舶营运检验申请表》
（2）游艇检验证书正本或复印件
（3）上次检验遗留项目报告（如有时）
（4）修理项目单
2.3 发证时需提供的资料
（1）各类检测报告 *（固定灭火装置、救生筏、艉轴舵杆探伤报告等）
（2）船厂质量证明书

3. 游艇转籍（转入）
3.1 申请游艇转籍（转入）
3.1.1 原船舶所有人在船舶变更船舶检验机构前，向转出船舶检验分支机构提出
书面申请。
3.1.2 温州船舶检验处收到转出船舶检验分支机构的《船舶变更船舶检验机构沟
通联系表》及相关报告后，船舶所有人向温州船舶检验处申请转入临时检验。
流程：
（1）温州市民中心 B 幢 1 楼交通运输窗口受理（临时检验）
（2）验船师现场检验
（3）中心窗口发放证书、资料
3.1.3 申请转籍（转入）需提交的资料：
（1）《船舶变更检验机构申请表》、《船舶变更船舶检验机构沟通联系表》和
核查报告（转出检验机构邮寄到后）
（2）游艇检验证书正本
（3）船舶所有权证书（复印件）

4. 进口游艇初次检验
4.1 流程：

温州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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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州市民中心 B 幢一楼交通运输窗口受理
（2）验船师现场检验
（3）中心窗口发放证书、资料
4.2 申请时需提交的资料：
（1）《船舶建造（初次）检验申请表》
（2）原船船检证书或 CE 或 ABYC 认证证书
（3）可装船使用的产品清单 *
（4）船舶所有权证书。
（5）经船检部门批准的图纸一套
·* 注：装船产品清单按部海事局【2010】352 号文件要求认可或提供主要机电产
品 CE 认证证书。
4.3 发证时需提供的资料
（1）各类检测报告 *（固定灭火装置、救生筏、艉轴舵杆探伤报告等）
（2）船厂质量证明书
* 上述流程和材料将视情进行调整，具体情况请咨询温州市港航管理中心温州船
检处，电话 :0577-88926307

中国船级社温州办事处 (CCS) 游艇检验流程及有关要求

1. 适用范围
1.1 本规定适用于申请转入我社检验的国内航行游艇的初次检验。主要包括：
（1）境外制造国内客户购入（或租赁）持有有效认证证书的游艇的转入；
（2）持有我社签发船舶检验证书的营运船舶转为游艇；
（3）国内其它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发证的游艇的转入；
（4）国内制造持有有效认证证书的游艇。
1.2·本规定不适用于：
（1）充气式游艇及体育运动艇；
（2）艇长 24m·及以上帆艇
1.3·鉴于交通部 2011·年第 55·号公告的规定，我社不受理尚未取得所有权登记证
书的国内航行游艇的初次检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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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
2.1·认证证书：系指按照 ISO、EU（欧盟）娱乐船艇安全指令、ABYC（美国
船艇协会）标准等程序和要求签发的认证证书，或 IACS·成员按照其程序和要求
签发的检验证书。上述证书一般注明该艇建造时执行的建造检验标准。
2.2·有效认证证书：系指认证证书中内容与实艇一致及与艇体标识代码一致（适
用时）的认证证书。
2.3·执行检验单位：系指执行检验的二级分社或三级单位。
2.4·法规：系指《游艇法定检验暂行规定》（2013）。

3．申请、勘验、审批及转检手续
3.1·申请
游艇转入我社需提出书面申请。如果申请符合接受条件，将进行实艇勘验，以决
定是否受理检验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建议申请方撤销申请。
3.2·勘验及审批
勘验由我社验船师按照中国船级社《国内航行游艇勘验报告》的内容和要求实施。
勘验结论为“建议不予接受”时，将向申请方说明原因，建议申请方撤销申请。
当“建议总部接受申请”而总部不同意接受，将向申请方说明原因，退回检验申请。

4．图纸资料审查
····送审图纸资料范围按法规（《游艇法定检验暂行规定 2013》）要求，一式三份。
【执行检验单位同时将总部指令、《国内航行游艇勘验报告》转送审图部门】
图纸审批单位：中国船级社各审图中心及各分社审图部。【执行检验单位就如何
送审提供帮助】
对艇长·24m·以下、境外制造国内客户购入（或租赁）持有有效认证证书的游艇，
如果其图纸资料无法满足法规关于图纸送审范围的要求，执行检验单位经报总部
同意，可以适当减免图纸送审范围，但需满足相关的要求。

5. 游艇检验
5.1 需提交的资料
（1）游艇所有权证书或光租证明；
（2）原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船舶检验证书或原艇持有的认证证书及其检验
报告、附件；
（3）建造厂出具的符合证明或单船证书；
（4）艇主手册（中文版）；

温州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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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稳性计算书或按照《稳性和浮性的评定与分类》（ISO12217）完成的稳性
资料等文件；
（6）艇体标识代码等相片（适用时）。
5.2·初次检验要求
5.2.1·初次检验的检验项目视艇龄和艇的实际状况确定，但至少按换证检验范围
进行。【进行必要的试验和检查，要求安全和防污染设施完备，结构和设备良好、
完整、安全、有效，维护保养正常，确认备有艇主手册，等等】
5.2.2·对游艇重要机电设备及法定要求的安全设备，核查其持有有效的船用产品
证书或等效证明文件或检验标志。【如救生、消防、通信、航行等安全设备，主
机、发电机等】
5.2.3·航行试验
· 按照法规相关要求，进行主要设备效用试验和航行试验，如遥控操纵装
置效用试验、装载、操舵、锚泊、主辅机运行，应急停车、应急装置和报警试验。

6. 艇长、吨位数据证明
· · · ·鉴于按其它标准（如 ISO·标准）制造的游艇，其主尺度定义、吨位计算等方
面与法规要求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考虑到主管机关签发游艇所有权证书时需要艇
长、吨位等数据，现场检验单位可在勘验完成后应申请方要求，向申请方提供确
认数据的证明，确保签发的《游艇适航证书》与所有权登记证书中的相关数据保
持一致。

7. 游艇设计类别对应关系表（供参考）
《游艇法定检验暂行规定》（2009）与 ISO·小艇标准（EC 小艇导则）设计类别
对应表（表 1）

MSA ISO
A A、B
B C
C —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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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法定检验暂行规定》（2013）、ISO·小艇标准（EC 小艇导则）及其他船
级社游艇规范设计类别对应表（表 2）

CCS ISO GL LR BV

I A* —— G6
A*

II B I（国际有限航区）
G5
G4

III C*
II*

（沿海）

G3
B

C*IV
C*

 G2

V G1
D

III
（遮蔽）

D

 
* 可根据艇实际情况或用户需求转换成我国对应的设计类别。
（中国船级社温州办事处游艇检验咨询电话：0577-88334421）

温州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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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游艇登记指南
1. 游艇定义：
1.1 根据《游艇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08 年第 7 号），游艇是指仅
限于游艇所有人自身用于游览观光、休闲娱乐等活动的具备机械推进动力装置的
船舶。
1.2 根据中国船级社《游艇入级与建造规范（2020）》，游艇是指游艇所有人、
俱乐部及其会员用于从事非营业性的游览观光、休闲娱乐等活动的船舶，以及以
整船租赁形式从事前述活动的船舶。

2. 游艇应持有的证书：
2.1 船舶检验证书，由船舶检验机构发放；
2.2 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由海事管理机构发放；
2.3 船舶国籍证书，由海事管理机构发放；

3. 游艇管理相关法律技术文件：
3.1·《游艇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08 年第 7 号）；
3.2·《关于印发游艇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海事〔2010〕352 号）；
3.3·《关于加强进口游艇管理的公告》（交通运输部公告 2011 年第 55 号）；
3.4· ·交通运输部关于取消进口游艇备案的公告（交通运输部公告 2014 年第 49
号）；
3.5·《游艇法定检验暂行规定（2013）》；
3.6·《游艇入级与建造规范（2012）》；
3.7《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艇操作人员培训、考试和发证办法》（海船员〔2011〕
247 号）；
3.8 其他对包括游艇在内的各类民用船舶具有普适性的船舶登记、检验、管理相
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
办法》等。
上述游艇管理法律技术文件，对游艇检验、登记、管理以及操作人员培训、考试、
发证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

4. 游艇检验与登记流程：
4.1流程：（1）船舶识别号申请→（2）·船舶名称核准→（3）船舶所有权登记→（4）



8

游艇检验→（5）船舶国籍证书签发→（6）完成。
·（其中第 1、第 2、第 3、第 5 项在温州海事局办理，第 4 项在船检部门办理）
4.2 交通运输部规定 :
4.2.1根据《关于加强进口游艇管理的公告》（交通运输部公告2011年第 55号），
自 2011 年 9 月 15 日起，从境外进口的船龄在一年（从建造完工到进口）以上
的游艇，本局不予办理进口船舶登记和检验手续，在该日前已取得商务部门签发
的机电产品进口许可证的除外。
4.2.2 根据《游艇安全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08 年第 7 号 )，游艇应当经
船舶检验机构按照交通运输部批准或者认可的游艇检验规定和规范进行检验，并
取得相应的船舶检验证书后方可使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航行、停泊的
游艇，应当取得船舶国籍证书。未持有船舶国籍证书的游艇，不得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管辖水域航行、停泊。

● 船舶识别号使用核准

受理部门：温州海事局政务中心
申请人：船舶所有人（共有船舶需共同提出申请）、船舶建造人、船舶定造人
具备条件：
（1）境内建造的新建船舶，由船舶建造人应当在安放龙骨或者处于相似建造阶
段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船舶建造地的船舶登记机关申请；
（2）境外建造并拟在中国登记的新建船舶，由船舶定造人应当在安放龙骨或者
处于相似建造阶段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拟申请登记地的船舶登记机关申请；
（3）从境外购买，由船舶所有人在申请初次检验或者相应检验手续前向拟申请
船舶登记地的船舶登记机关申请。
提交材料：
（1）船舶识别号申请表，已提交电子数据的免予提交；
（2）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
（3）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文件或者船舶建造合同、光船租赁合同；（合同应规
范有效，合同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如非法定代表人签字需附书面的授权委托书）
（4）新建船舶经批准的船舶设计资料，或者现有船舶的船舶检验证书，或者境
外购买外国籍船舶的旧船舶进口技术评定书；
（5）委托他人申请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明文件。
办结期限：5 个工作日

温州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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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方式：现场申请或网上申请（网址为 http://115.236.180.211:8333 或者在
浙江海事局门户网站的首页的网上政务中心栏目进入）。

● 船名使用核准
受理部门：温州海事局政务中心
申请人：船舶所有人（共有船舶需共同提出申请）、船舶建造人、船舶定造人
具备条件：船舶已经取得船舶识别号。
提交材料：
（1）船舶名称核定申请书；( 网上申请免于提交 )
（2）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如委托他人申请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及被
委托人身份证明；( 网上申请免于提交 )
（3）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家机关、党政名称相同或相似的，应当提交
同意使用的证明文件；
（4）船名变更的，应当提交船名变更的说明材料，共有船舶还应提交共有人同
意的文书，船舶设有抵押的，还应提交抵押权人同意文书。
（5）船舶所有人未发生变化而需要变更船名的，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重新申请
核定船名，并说明船名变更的原因。
办结期限：当即办理
申办方式：现场申请或网上申请（网址为 http://115.236.180.211:8333 或者在
浙江海事局门户网站的首页的网上政务中心栏目进入）

● 船舶所有权登记

受理部门：温州海事局政务中心
申请人：船舶所有人（共有船舶由全体共有人共同提出申请）
具备条件：
（1）申请人合法取得船舶所有权；
（2）申请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
记办法》相关规定；
（3）属当地海事管理机构登记管辖；
（4）进口船舶符合国家关于进口船舶船龄限制规定并且进口手续合法、完备；
（5）船舶名称经过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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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
1.《船舶所有权 / 国籍登记申请书》；（表格填写规范，内容与材料保持一致）
2. 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材料；
（1）购买取得的船舶，提交购船发票或者船舶的买卖合同和交接文件；（合同、
交接文件应规范有效，合同和交接书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如非法定代表人签字需
附书面的授权委托书，下同）
（2）新造船舶，提交船舶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件；
（3）因继承取得的船舶，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权取得证明文件；
（4）因赠与取得的船舶，提交船舶赠与合同和交接文件；
（5）依法拍卖取得的船舶，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和船舶移交完
毕确认书；
（6）因法院裁判或者仲裁机构仲裁取得的船舶，提交生效的裁判文书或者仲裁
文书，交接文件或者协助执行通知书；
（7）因仲裁机构仲裁取得的船舶，提交已生效的仲裁文书和交接文件
（8）因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划拨、改制、资产重组发生所有权转移的船舶，
提交有权单位出具的资产划拨文件或者资产重组船舶所有权归属证明和交接文
件；
（9）因融资租赁取得船舶所有权的，提交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和交接文件；
（10）自造自用船舶或者其它情况下，提交足以证明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
3. 新建船舶的船舶建造检验证书，现有船舶的船舶检验证书（外地转入的非入级
船舶，还需提供当地船检部门出具的《检验合格通知书》），或者境外购买外国
籍船舶的技术评定书；
4. 船舶（左、右）正横、侧艏、正艉、烟囱（没有烟囱的船舶可免）等照片（4
寸或 5寸）；（船舶艏艉部应标注中文船名、英文船名，船舶艉部应标注船籍港、
船籍港拼音，且载重线、水尺标志清晰可见）
5. 共有船舶的，还应提交船舶共有情况证明材料；
6. 已经登记过的船舶，还应提交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船舶所有权登记注销证明
书；
办结期限：5 个工作日
申办方式：现场申请

温州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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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国籍证书核发
受理部门：温州海事局政务中心
申请人：船舶所有人（共有船舶需共同提出申请）
具备条件：

1. 船舶已依法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
2. 船舶具备适航技术条件，并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3. 船舶不具有造成双重国籍或者两个及以上船籍港的情形；
4. 船舶国籍的登记人为船舶所有人。
提交材料：
（1）《船舶国籍登记申请书》（表格填写规范，内容与材料保持一致）；
（2）法定的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船舶检验证书簿或其他有效的船舶技术证书（各
种证书的有效期应有效）；
（3）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船舶国籍证明书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注销
原国籍的证明书（适用于已登记过的以光船条件租进外国籍船舶）；
（4）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单位为营业执照，自然人为身份证或护照）；
（5）授权委托书（适用于委托他人办理）；
（6）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适用于委托他人办理）；
（7）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系统已录入，可免予提交）。
提交材料应当为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可以提交复印件，并同时提交确认复印
件与原件一致的证明文件。对查验原件后需退回的申请材料，申请人应同时提交
复印件。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在复印件上签名，非自然人的加盖公章，注明与原
件一致并签注日期。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外文的，应当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办结期限：5 个工作日
申办方式：现场申请或网上申请（网址为 http://115.236.180.211:8333 或者在
浙江海事局门户网站的首页的网上政务中心栏目进入）

上述申请材料的规范性，符合性请咨询温州海事局政务中心，
地址温州市海事路 8 号海事局一楼政务中心；
咨询电话 0577-88105680，0577-88150053。



12

第三部分 游艇操作人员考证指南
1. 游艇操作人员类别和等级
游艇操作人员的类别分为海上游艇操作人员和内河游艇操作人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水域内）。
1.1 海上游艇操作人员按照游艇的长度分为两个等级，其中一等游艇操作人员可
以驾驶所有长度的海上游艇；二等游艇操作人员仅限于驾驶 20 米及以下长度的
海上游艇。
1.2 内河游艇操作人员按照是否封闭水域分为两个等级，其中一等游艇操作人员
可以驾驶内河任何适航水域游艇；二等游艇操作人员仅限于驾驶内河封闭水域的
游艇。

2. 游艇操作人员培训
2.1 游艇操作人员要求：
（1）年满 18 周岁未满 60 周岁；
（2）视力、色觉、听力、口头表达、肢体健康等符合航行安全的要求；
2.2 游艇操作人员培训的内容和课时要求
2.2.1 游艇操作人员培训内容和课时要求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艇操作人员培
训、考试和发证办法》中附件1《游艇操作人员理论培训与考试大纲》和附件2《游
艇操作人员实际操作培训与评估大纲》。
2.3 培训机构
机构名称：温州海运船员培训有限公司
地址：温州市望江路水门底 32 号（海坦山）
联系电话：88854617·88187226
联系人：胡老师、林老师。
温州以外也有相关培训学校，可以自主选择。

3. 游艇操作人员考试申请
3.1 游艇操作人员
申请人：通过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培训机构培训合格的人员

温州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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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式：由培训机构网上申请或书面报备
工作时限：开考前 3 个工作日办结
受理机构：浙江海事局船员处
工作流程：受理→初审→审批
收费标准：不收费。

4. 游艇驾驶员发证申请
4.1 游艇操作人员
申请人：通过主管机关考试合格的人员
申请方式：由培训机构网上申请或船员本人申请
工作时限：15 个工作日办结
受理机构：浙江海事局政务中心
受理条件：
申请《游艇驾驶证》者应提交以下材料：
（1）《游艇驾驶证申请表》；
（2）身份证明；
（3）身体条件证明；
（4）两张近期 5 厘米白底彩色光面证件照片或电子照片；
（5）培训证明；
（6）有效的海船或内河船舶船长、操作人员或引航员适任证书（如适用）；
（7）境外海事主管当局颁发的有效《游艇驾驶证》（如适用）。
工作流程：受理→初审→审批
收费标准：不收费

5. 游艇驾驶员有效期和到期换证申请
5.1《游艇操作员证书》（有效期 5 年）
申请人：有效期届满之日前 6 个月内，持证人或代办机构
申请方式：船员本人或代办机构网上电子申报或书面申请
工作时限：15 个工作日办结
受理机构：《游艇驾驶证》档案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
受理条件：
办理《游艇驾驶证》的到期换证，提交的材料：
⑴《游艇驾驶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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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身份证明；
⑶身体条件证明；（见附件 5）
⑷两张近期 5 厘米白底彩色光面证件照片或电子照片。
工作流程：受理→初审→审批
收费标准：不收费

6. 游艇驾驶员行驶年龄限制
6.1 游艇驾驶员
持证人年龄不小于 18 周岁。65 周岁以上持证人，其《游艇驾驶证》截止日期不
超过 70 周岁生日。持证人超过 70 周岁，如仍需操作游艇，应在《游艇驾驶证》
截止日期前 1 个月内，向原发证机构提交合格的《身体条件证明》，换发有效期
为 1 年的《游艇驾驶证》。

7. 持有其他船员适任证书人员申请《游艇驾驶证》
7.1 持有有效海船或内河船舶船长、驾驶员或引航员适任证书的人员，通过《游
艇操作人员实际操作培训与评估大纲》规定的实际操作培训和评估后，可申请相
应适用范围的《游艇驾驶证》。
7.2 持有境外《游艇驾驶证》的人员
申请人：持证人或代办机构
申请方式：船员本人或代办机构网上申报或书面申请
工作时限：·15 个工作日办结
受理机构：直属或省级地方海事局
受理条件：
申请换发《游艇驾驶证》，须提交以下材料：
（1）《游艇驾驶证申请表》；
（2）身份证明；
（3）身体条件证明；
（4）两张近期 5 厘米白底彩色光面证件照片或电子照片；
（5）境外海事主管当局或其授权机构颁发的《游艇驾驶证》；
（6）通过《游艇操作人员实际操作培训与评估大纲》规定的与申请适用范围相
应的实际操作培训和评估。
工作流程：受理→初审→审批
收费标准：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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